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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蟹

男人要过十八岁才可做挑担
的活儿，这是村上的规定，大家遵
守着。所以要挑担，
也只能在家里
挑，比如去菜园浇水浇粪，但母亲
也不准我挑的，
说挨不到挑担想挑
担，
挨着了，
不一定想挑，
现在还是
两个人一起扛为好。在母亲的眼
里，十八岁之前的肩胛，只能派扛
着自己头颅的用场，还嫩生着，还
不能承担其他负重的东西，
比如一
担担的粮食和一担担的猪塮。
十八岁到了，
是肩胛到了有用
场的时间，
可是……
有一天上午，村上派工，队
长说，男人家，一半挑稻去，一
半拔秧去。我后来随了一些稍微
年长的男人去了秧田，路上，我
还在自得于自己的选择，觉得自
己会拣省力的活儿了。拔秧时，
偷眼斜看那些挑担的男人，我觉
得可怕到了心底，这哪里是在挑
担，这分明是在比赛跑步，是在
拼力气、拼命。
他们一路奔着脚步，
一路换着
肩胛，
一路甩着头颅。身上都湿透
了，
汗水像流水，
从头顶冒出，
从额
头流下，
也只能是用力甩甩头。是
的，
只能甩头，
擦汗，
捋汗是没有时
间的，
不，
是腾不出手的，
他们的右

还得及时补上饵料。有时你会碰上
难缠的对手。蟹是用螯取食的，
为尽
情取食，其他蟹爪则勾住铅丝圈，四
仰八叉，十分得意。随着螯牙嚼啮，
线会摇摆晃动十分厉害的，你得有耐
心，慢慢遛它，顺着点儿，并徐徐提
竿，看到蟹在水面舞动时，再用盆抄
兜接住，
蟹就成为网中物了。倘若你
操之过急，估摸不准，盆抄伸向水下
时碰到了线，惊动的蟹会迅速松开美
食，
逃之夭夭，
不知去向，有时你会看
到一只硕大的肥蟹从兜外掉入水中，
只能给你徒留惋惜了。
钓蟹也会碰到棘手的情况。螃
蟹将串有诱饵的铅丝圈，拉到水下
的杂草间，或枯枝上，或缠上芦苇
根部。当你提起钓竿时，知道有蟹
上钓，有时会看到蟹在杂草间、在
枯枝上，在芦根处正大剁快颐，因
着这些障碍物，盆抄是使不上劲
了，蟹是兜不到了。为了保住钓
竿，用盆抄或盆抄柄慢慢地去分离
这些障碍物。实在没办法了，
也就拉
断线另做了。
在晚上钓蟹是别有情趣的。晚
上钓蟹是大人和大孩子的世界。除
了白天钓蟹的一套行头外，还得加上
一盏煤油灯。煤油灯系在一根三米
左右长的竹竿上方，另一头则削尖，
以便插入河边的泥土里。煤油灯杆
伸向水面的长度与钓蟹竿约同，
利于
在灯光下看清水中动静。因煤油竿
光照范围有限，
钓竿也以左右两根为
多，
很少有三四根的。借着油灯坐在
矮凳上看蟹钓动静。夜钓的地方，
一
般选择在水域比较广阔，岸边芦苇稀
疏的四滧河，便于观察，便于操作。
夜晚的灯光也可引蟹来，再加上蚯蚓
在水中闪现的光点，
蟹为满足食欲奔
向诱饵，奔你而来。夜钓，一般是晚
饭后开始到十点样子收竿。人多时，
你会看到四滧河两边如棋布的煤油
灯，在秋风中闪闪耀耀，好像与那天
上的点点星星，呼应着，比美着。三
四个小时钓下来，
收获多时会有四五
斤蟹装进布袋，
少时也有个斤把。实
在钓不到了，或换个地点再钓，或收
竿回家。
对于钓到的蟹，
大部分是到菜市
上去交易的。那时海岛上，有八个国
营农场，有几家市属企业，拿工资的
人员多，
成为买蟹的主力军。

□金哲民

境界是指人的思想觉悟和
精神修养。做人做事要讲境界，
这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显著特
点。世界之大，
芸芸众生，
经历不
同，
悟性各异，
表现出的境界必然
是形形色色，
不尽相同。
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早就对
各种不同的人生境界划为四个等
级，
一是自然境界，
像原始人那样
满足于吃喝拉撒睡的自然愿望。
二是功利境界，
做各种事都为自
己着想，纠缠于各种利害关系。
三是道德境界，
能遵纪守法，
为社
会的利益做事。四是天地境界，
能作为宇宙的一员，
敬畏自然，
遵
循规律，
注重生态。不难看出，
天
地境界是最高境界，
对于一个有
修为的人来说，
追求道德境界是
起码的底线，
达到天地境界是理
想的目标。
做人的境界和做事的境界
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而且是
相辅相成的，做人做到高境界，
其做事也会达到高境界；
做事做
到高境界，
其人往往就是高境界
的。高境界不是与生俱来的，
而
是人通过不断学习、
不断觉悟修
炼而成的。
境界的概念原本来自宗教，
所以佛家悟禅就有三种境界。其
一：
“山是山，
水是水”
；
其二：
“山
不是山，
水不是水”
；
其三：
“山还
是山，
水还是水。
”
仔细体会，
说得
真是深刻。第一种境界就事论
事，
知其然，
不知其所以然；
第二
种境界是：
由此及彼，
知其然，
知
其所以然；
第三种境界是：
透过现
象看本质，
不但知其然，
知其所以
然，
而是知其必然。认识事物的
规律就是如此。
清代学者王国维在《人间词
话》里说：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
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一
是：
“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
楼，
望尽天涯路。
”
说明人在初学
时期有如登高望远，开阔了眼
界、
意识到自己学识的不足和有
限。二是：
“衣带渐宽终不悔，
为
伊消得人憔悴。”形容人在强烈
的求知欲望下，专心致志，废寝
忘食学习，身体瘦了也不后悔。
三是：
“众里寻她千百度；
蓦然回

首，
那人却在灯火阑栅处。
”
比喻
真知得来还有个“千百度”的探
索，
一旦有了收获，
就会体会到莫
大的幸福和快乐。这三种境界由
低到高，
形象地道出了由浅到深
的治学规律。
老子在《道德经》中对管理
也分了四种境界，
其曰：
“太上，
不
知有之；
其次，
亲而誉之；
其次，
畏
之；
其次，
侮之。
”
翻译成现代文就
是说：
管理的最高境界是：
百姓不
知道管理者的存在，
但一切事情
都做的很好。稍高的境界是：
管
理者能亲民，
百姓因此而赞誉管
理者。低等的境界是：
管理者高
高在上，
让百姓感到畏惧。最差
的境界是：
不为民做事，
反而做坏
事，
百姓讨厌而辱没管理者。这
四种境界对于当今做管理工作的
领导来说，
是一本简洁而深刻的
教科书。
做人的境界有高低之分，
做
事的境界也有高低之分。一个
高尚的人，应该要追求高的境
界。而高境界并不是虚无漂渺
的，
其应该和许许多多的真实结
合在一起。
人人都献出一点爱，
这是全
世界所提倡的。但真爱的最高
境界，
就是不求回报。工作是人
人要做的，
不工作就会显得无所
事事。但工作的最高境界就是
将其当作事业而热情投入并有
所作为。
面对喧嚣热闹，
不受外界干
扰，不为名利所动，凡事淡然处
之，
像水一样纯，
像风一样轻，
变
热闹繁杂为清静无忧，
如欧阳修
的
“醉翁之意不在酒，
在乎山水之
间也。
”
这是一种高境界。
面对孤独寂寞，
做到洞幽察
微，
大彻大悟。以知识和智慧来
丰富和充实内心世界，
变孤独寂
寞为轻松自由，如柳宗元的“孤
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这是
一种高境界。
面对多变乱象，
不被功利诱
惑，
对认定之事，
要贵在坚持，
站
稳立场不动摇，走正确的路，做
有益的事，如郑板桥“咬定青山
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这
也是一种高境界。

我的肩胛，我的腰
手轻摁着扁担的梢头，
左手轻提着
背后的稻把，平衡着担子的重量，
也平衡着自己的脚步，除了汗，他
们还喘着大气，还涨着红脸，还齐
声喊着，
喊的声音淹没了脚着地的
笃笃声音。
天越是热人越是要挑担，
肩上
越是重脚头越是要跑得快，
很怪。
中午回家了，吃饭了，母亲看
了看我，
对我说，
今天不吃力，
饭就
少吃点。我觉得我是吃不下，
点头
同意了。母亲突然说，
为什么不去
挑担呢？我脸红了，心里发毛，推
说担心自己坚持不到最后。母亲
叹了一口气，
肩胛生了做啥？男人
的肩胛生来就是挑担的，
谁都不去
挑，田里的稻谷如何运到仓库场，
稻会飞到仓库场？我自知理亏，
自
是无语。母亲说，男人家了，就要
有 肩 胛 ，没 有 肩 胛 ，就 不 是 男 人
家 。 母 亲 最 后 说 ，下 次 ，也 要 去
的。我点头称是：下午我就去挑
担。母亲说，
对的。
我去挑担了，
挑了整整的一个

下午，我不知道如何过的日子，只
知道肩胛上的重量像铁块，
心里的
分量像秤砣，
脚头像是一直被铅块
拖着，迈不出去。那个吃力，实在
是心里的累，
那时唯一的念想就是
希望天早点黑，
晚上早点到。我一
身汗，
一身水地回家了，
吃饭了，
母
亲问我肩胛哪能？说完就看我的
肩胛，母亲看见了红肿的肉头，看
见了蜕皮的皮肤，喊当心，也喊忍
着。母亲舀过一面盆的清水，
帮我
洗了洗，
最后涂了一层的药膏。对
我说，这个肩胛也要锻炼的，锻炼
多了就硬了。母亲说的对，
那天我
去挑担了，就是去锻炼了，锻炼承
载重量的能力，
而承受重量总要经
历点苦痛的。我那时想：
有肩胛与
没有肩胛，
不是看人身上长肩胛了
没有，
有些时候，
有些人，
长了肩胛
也不一定有肩胛，
前几日我也是这
种人。
后来的我一直在最艰苦的男
人堆里干活，
不是挑稻，
就是挑秧；
不是挑秧，就是挑花萁柴；不是挑

□高明昌

花萁柴，就是挑烂河泥。反正，有
用的肩胛一直有用场，
也感觉这肩
胛越来越厚，
越来越有力量。母亲
说我，
现在的我真正有肩胛了。
有肩胛的日子是苦的日子，
苦
的是人的手脚，还有一个感觉，就
是人的力气一下子用光了，
力气一
直像是缺少的。
母亲说，力气就是潮水港，
不去不来，去了就来，睡一觉就
有了。
我想起了十八岁之前的劳动，
那时村上不让我们用肩胛的，
我们
都在插秧的队伍了。茫茫田野，
微
波荡漾，
一眼看不到边。插秧是要
从这头开始插到那头的，是五十
米 、一 百 米 ，甚 至 是 二 百 米 的 距
离。村上的姑娘都是插秧的能手，
速度快，行头齐，秧株多少也是一
样的，
插秧时从脚跟抓个秧把只需
侧个脸，根本不需要抬头起身的。
挑稻是后面的人赶着前面的人，
插
秧是后面的人做着榜样要你跟着，
前面的人随时会把你裹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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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头条】

背着相机踏上“寻美之旅”

“发现康桥之美”主题摄影活动沔西生态园开拍
【社区·随笔】

让书香飘逸在神州大地

□王树才

书是造就灵魂的工具
依靠它我们构筑了读书沙龙
把它作为良师
把它作为顾问
把握健康的生活时钟。
书是人类最好的朋友
它陪伴我们从浦西走到浦东
走进傅雷故里
走进鹤邻书屋
走过人生的春夏秋冬。
读书是谦卑的学习
以书会友交织着情感的真谛
给人聪慧才干
给人练达乐趣
给予美好的精神慰藉。
读书是豪迈的旅行
天南海北烙印在炽烈的心里
让你精通历史
让你了解风情
让书香飘逸在神州大地。

落在后边，裹在里边，都是无能与
惭愧，怎么办？只好硬着头皮，不
抬头，不起身，水一身，汗一身，人
要瘫掉了，还鼓励自己千万别跌
倒，因为田岸还没有到，真想直腰
舒口气，感觉腰软了，腰与身体是
分离的，腰撑不起身体了，对着母
亲喊，
妈，
我腰疼，
疼死了。喊声有
点凄楚，
母亲听后，
轻轻一笑：
小囡
家，
哪里来的腰。
啊，我是没有腰的，可我分明
觉得腰在我身体的半当中，很酸，
很疼，真想直接坐在秧田里休息，
一二分钟也好。母亲看出了我的
心思，
严厉断喝：
熬一熬。是的，
确
实应该熬一熬。这一熬，
突然感觉
自己一下子真的没有了腰，
腰也不
疼了。我知道，
我后面的水田还是
白茫茫一行，那一行白茫茫水田，
没有人能帮助你插满绿色，
包括母
亲，
插满绿色的只有靠我自己。靠
自己的双手。
小囡是没有腰的，我记到现
在。母亲说，腰和肩胛一样的，
到了十八岁以后才会有的，我也
记到现在。十八岁以后的腰硬不
硬，跟肩胛是一样的，全要靠你
自己去想的，去做的，做比想还
要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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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陈占平 记者 王平
11 月 4 日上午，以“绿水蓝天·人文康
桥”为主题的“2018 发现康桥之美”主题摄
影活动开拍启动仪式在绿荫环抱下的康桥
生态园沔西绿地内按下快门，来自浦东新
区摄影家协会 16 支基层分会代表及康桥地
区村居摄影爱好者 600 多人共同踏上了在
美丽康桥的“寻美之旅”。
康桥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郭笑勇在致
辞中表示：
“ 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浦东开
发开放向前迈进的第 28 个年头举行的此次
活动，旨在充分展示和挖掘康桥的生态之
美、人文之魅，用镜头记录改革历程，全面
展示康桥镇在不断改革发展的进程取得的
累累硕果。
”
当天的活动现场还邀请了康桥镇辖区
内的 12 支文体团队参与助兴展演，清转悠

扬的浦东派琵琶、节奏明快的拉丁舞、碧波
湖水上的赛艇竞技……在湛蓝天空的映衬
下美不胜收。
随着康桥镇党委书记解军按下快门，
主题摄影活动正式启动。主办方当天还为
现场 200 多位浦东新区摄影家协会会员精
心安排了六大拍摄点位，这条贯穿浦东老
宅，益大本草园，美丽乡村庭院，特色居委
（双秀）、横沔老街、生态园的线路设计充分
展示了康桥的特色风貌，让参与者收获颇
丰。
据了解，此次主题摄影活动将历时 3 个
多月，来自上海各地的摄影家和摄影爱好
者将纷纷走入康桥，用他们镜头记录下“绿
水蓝天·人文康桥”。内容涵盖康桥地区的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人
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真实地记录康桥镇和
上海浦东康桥工业区的发展成就及建设成

果，留下关于新时代最美好的记忆。活动
中所征集的优秀作品还将在浦东展览馆举
行的专题摄影展中展出。
主办方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此次
主题摄影将作为“发现康桥之美”艺术节系
列活动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丰富浦东新区
康桥镇地区的宣传内容，提升地区形象，弘
扬美丽乡村、美丽庭院、缤纷社区建设中的
动人故事的重要抓手，并结合“发现康桥之
美”艺术节闭幕式的举行，将活动推向高
潮。

走社区
写民生

民企党建体现责任担当

在我们乡下有个说法，
“秋风扬，
蟹脚痒”。意思是说秋风乍起飘扬
时，蟹爪就会瘙痒难耐，开始横行起
来，寻觅食物，丰腴肢体，储藏卵膏。
也因此，
此时正是钓蟹好时节。
钓蟹，得用钓竿。钓竿用芦苇
秆，取材方便。选那些芦苇壁硬实、
梗直挺拔且在二三米长的，用一段一
米五左右长的蜡线，
一头系在钓竿上
端，一头系上用细铅丝围成的直径为
五六厘米的圆圈上。铅丝圆圈一头
弯个小勾，系上线头，另一头用来穿
起蚯蚓后再伸入小勾内，再反勾住。
这样，
钓竿算是做成了。
钓蟹，还得有饵料。常用的诱饵
是青蚯蚓，尤其是那些肥硕的蚯蚓，
很受垂钓者的青睐。在阴凉处、
柴垛
边、砖砾堆下、
湿润的地方，你只要用
钉耙随便扒拉几下，
总能抓到满满一
把蚯蚓。挖到的蚯蚓，得放在有些泥
土的容器里，或放在旧的搪瓷碗里，
或放在毛竹筒里，或放在小的空油漆
桶里，
不能让蚯蚓蠕动出逃。
有了钓竿和饵料后，还得有把
“盆抄”。盆抄，顾名思义，即是有柄
的形状如小脸盆样的网兜。网兜，上
口用直径三十公分厘米的竹片环撑
开，下口扎结，上下三四十厘米。用
一根三米左右的小青竹竿一头固定
住网兜上口的竹环，
这样就成了抄蟹
用的“盆抄”
。对于钓到的蟹，
得有个
安放处，要准备好个小布口袋，或小
蟹篓。如钓得时间长，还要准备个小
板凳，可间或坐下休息会。你看看，
要钓蟹行头还真不少呢。
钓蟹地方的选择，是那些活水的
水沟，比如泯沟、横河、竖河，水是流
动的，
蟹的出没机会多。
钓蟹真是有趣极了。白天，钓蟹
是小朋友的世界。我们一般用十几
根钓竿。对于直立的钓蟹方式，
会时
不时来回拔起钓竿，
看看有没有蟹上
钩，如有线坠紧的感觉，则说明有蟹
上钩了，你的心也会一下紧张起来，
兴奋起来，欣喜起来。对于横放的钓
竿，有没有蟹上钩，很是直观，
一眼就
能看出。蟹多时，直让你忙不过来。
这边上钩的蟹还没钓上来，会有小朋
友嚷嚷说那边钓竿的线又绷紧绷直
了；待你忙完了这边赶到那边时，诱
饵吃完了蟹也溜走了，留下的是一声
叹息，一份懊恼，一种失落。此时，你

□施永培

人要追求高境界

学习的高境界是：学海无
涯，
学无止境。管理的高境界是：
以文化人，
无为而治。享受的高
境界：
知足常乐，
意足心满。
不同的人对境界往往有着
不同的看法或见解。因为“境
界”本身是一个中性词，其是表
明人或事物所达到的程度或表
现的情况。没有褒或贬的感情
色彩。但在我的潜意识里，
常将
“境界”当作一个褒义词来看待
的。因为在我看来，
境界虽有高
低之分，
只有当人或事在境界的
范畴里的时候，
才有
“境界”
可言
的。而那些无所事事、
好吃懒做、
状如寄生虫的混混儿是不配讲
“境界”
的；
至于那些愚味无知、
个
人主义膨胀、
不顾社会公德、
状如
行尸走肉的无赖之徒，
连做人是
否有资格，都该怀疑，还有什么
“境界”
好谈呢？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池不
在深，
有龙则灵，
人不在长短，
有
高境界就美。追求高境界，
是人
类修养程度不断提高的重要体
现，
也是人类社会文明不断进步
的明显标志。
境界无处不在，
无论做人做
事，
都应拥有高境界！

前几日笔者在浦东周浦镇的
几个社区内采访党建引领相关工
作，聊着聊着几位居民区书记不
约而同地介绍起与辖区内几家民
营企业的党建联动工作，并表示
通过党建平台让企业的资源下沉
到社区，能为老百姓服务，企业自
身也增强了员工的凝聚力，员工
有了目标和信仰，生产效率自然
也就提升了，实现了双赢。
我国 18～64 岁的人群有 10
亿人，他们对于国家创造财富起
基础性作用、决定性作用。而这
10 亿人主要分布在各类企业当
中，其中绝大部分是民营企业，通
过企业的平台实现党建引领至为
关键。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党的
工作，哪里有党员哪里就有党的
组织，哪里有党组织哪里就有健
全的组织生活和党组织作用的充
分发挥。只有将企业命运和国家
利益紧密结合，企业的发展才能
赢得更加广阔的空间，而当企业
的创新活力、发展活力被进一步
激发，国家经济强盛也必然会拥
有不竭的动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
“注重从非公有制组织、
社会组织 □小王
中发展党员”的重要论断。这既
是加强民营企业党建的重要方法，也是扩
大基层党组织覆盖面的路径选择。随着民
营企业党组织覆盖率越来越高，怎样实现
“有效覆盖”
仍在探索之中。如何把企业经
营活动和党的奋斗目标联系起来，通过党
组织的力量对企业的发展进行路径上的指
导，共同构建企业内部各方利益以及企业
和社会的和谐关系，促进民营企业健康发
展。这是党赋予民营企业党组织的时代使
命，也是民营企业党组织的责任担当。

浦东东明社区“家门口
家门口”
”文化圈回应百姓诉求

精准服务让“文化大餐
文化大餐”
”成为居民家门口的“日常小菜
日常小菜”
”
□通讯员 颜佳君
夜幕四合，和家人散步至小区广场，等
待纳凉晚会好戏登场；暑假某一天，送孩子
去居委综合文化活动室制作非遗版画；确认
了当月活动预告，约上老友一起去看场免费
电影……如今“家门口”的文化服务可以说
是琳琅满目、丰富多彩。而这些变化也有赖
于在居委综合文化活动室（中心）服务功能
创建中开展的大调研。
为切实做好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
里”
建设，积极打造“家门口”的文化服务圈，
街道深入 37 个居民区进行实地考察调研。
在此过程中，居民们对丰富文化生活的诉求
也随之显现，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活
动室硬件设施落后，图书量少陈旧；二是文
化服务配送不够精准，供需对接不够紧密；

三是社区文艺骨干青黄不接，文艺团队展示
机会少且缺乏培训。
为此，东明路街道通过整合现有存在的
问题，了解各居民区具体情况，将“送下去”
和“走进去”的理念贯穿始终，因地制宜、对
症施策，
积极回应老百姓诉求。
实行
“规范化”建设，
完善硬件资源。自
2018 年 3 月下旬起，社区文化活动中心通
过实地考察和资料审核的方式对 37 个居委
综合文化活动室（中心）逐个进行大调研，
通
过总结和分析调研中发现的问题，有针对性
地提升和完善硬件设施。近几个月，
中心陆
续为 37 个居民区统一制作了公共文化服务
标识、信息公示栏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
传板面等。同时，街道图书馆还为各居民区
新增配送图书近 700 本，满足了居民群众多
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营造全民阅读

的浓厚氛围。下一步，文化中心还将对社区
居民的阅读偏好进行调研，以此更加精准地
提供图书配送服务。
提供“点单式”服务，
实现精准配送。对
于服务供需对接不紧密、不精准等问题，文
化中心于 4-5 月集中梳理辖区文化资源，
挖掘社区志愿者、社区单位中的优质师资，
并整合市、区一级和街道层面优质文化资
源，将东方资源配送的三分之二专业院团节
目下沉至居民区，制订了涵盖文艺演出、非
遗、科普课堂、露天电影等 8 大类产品的“家
门口”文化服务清单，以居民区点单的方式，
按需配送，让“众口难调”变成“皆大欢喜”，
使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文化大餐”。
至今，通过点单式服务，街道已在24个居民
区综合文化活动室内举办了多元化的服务活
动，累计参与达到 1000 人次。此外，今年在

各居民区综合文化活动室及露天广场共播放
公益电影42场，
累计观众达 7000 人次。
搭建“自治型”舞台，
激发参与热情。自
5 月起，文化中心对 20 多个居民区文艺团
队的节目进行逐一审核，
与街道节目混合形
成 4 个套餐，
并借助纳凉晚会这个平台，
让参
与团队都有了展示的舞台。同时，居民区 6
场小型纳凉晚会回归“自治模式”
，由居委宣
教干部全程主持，并将党的十九大精神宣
传、居民区换届选举工作等融入其中，不仅
锻炼培养了宣教干部能力，也让居民了解了
居委近期的重点工作。针对文艺团队缺乏
培训的问题，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也积极与浦
南文化馆进行对接，
目前将结合改革开放 40
周年，引入声乐辅导课程，对社区合唱队进
行专业辅导，进一步提升群文团队的水平和
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