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讯员 王树才 朱煜倩

浦东航头镇金沁苑第二居民区是2013
年黄浦区董家渡街道整体拆迁户入住的小
区。这个小区共有20栋18层高楼，现有常
住人口2087人（其中外来人员921人）。该
小区党支部在未配备居委会班子的情况
下，身先士卒，在登门入户调研摸索中熟悉
情况，组成党员、志愿者骨干团队，引导居
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使小区
面貌焕然一新。

起初，由于物业服务跟不上，小区环境
卫生状况很差，业主怨声载道。刚上任主
持社区全面工作的党支部副书记、现任工
作站站长汪志国撸起袖子，带领支部成员
与新组建的志愿者队伍，针对小区卫生死
角进行一处一处地清理。在清理过程中，
物业人员推来小车装垃圾，居民们从冷眼
旁观到感动得主动参与，一起对小区卫生
和楼道堆物清理整治。6个月内就整治了2
次楼道堆物，清除了卫生死角7处，使得楼
道乱堆物现象得到了遏制。

在整治卫生环境中，居民们看到了小
区建设有了领头人，凸显的问题相继浮出
水面。5 年来，小区 20 栋楼道门洞虽然安
装了防盗门，但自从居民入住以来，防盗门
形同虚设，从来没有发挥作用，不仅给小区

居民生活带领诸多不安全的因素，也使楼
道内的墙上、电梯内、防火门上贴满了小广
告。党支部立马以鹤沙航城社区党委打造
家门口服务点——“示范楼道”的行动为契
机，召开党员、居民代表、志愿者会议，广泛
征集居民意见，实施“关好防盗门，确保家
安全”的举措。

打铁需要本身硬。党支部毫不动摇，
多次组织党员以及新建立的居委会班子成
员和楼组长，围绕着小区安全、干净、靓丽
集思广益，最终根据楼道居民的爱好，以打
造“绿苑楼”、“安苑楼”、“爱苑楼”3个示范
楼道的形式来美化楼道的同时，挨家挨户
征询楼道管理公约，达成关好楼道门的共
识。在党支部的引领下，采取由党员、居委
会成员、楼道组长和志愿者定点负责，党支
部成员定期跟踪值班。做到以点带面，逐
步推进。当楼道负责人进入楼道清理小广
告“牛皮癣”行动时，得到了大部分居民的
支持。其中八十岁的老党员陈信良，志愿
者徐春芬、谢素莲与葛国梅，居民金师傅和
周师傅不仅参与了铲除小广告，而且还自
己掏钱购买了除污剂，还有居民姚卫星个
头高，把擦不到的墙面揽给自己去完成，同
时他还主动把粉刷时被弄脏的楼道绿叶装
饰擦洗干净……但是，关闭楼道门就没有
那么顺利。尤其是外来租户，只图自己进

出方便，用绳子拉住门，或者用石块堵住，
甚至发生口角，用脚去踢门。党支部得知
情况后，党支部委员及时上门谈心教育，敢
于碰硬，抵制不正之风。为了使居民养成
随手关门的好习惯，志愿者在上下班高峰
时，一边开关一边宣传，钥匙遗失的做到及
时配送。居委会主任殷菊英临睡前还要下
楼去看一看楼道门是否关好。

金沁苑第二居民区党支部根据小区的
实际，善于因势利导，身体力行，敢于担当，
助推居民自治激发居民的爱家热情。他们
带领居民在绿化地块内竖起了文明宣传
牌，引导居民变废为宝，利用废弃自行车以
及废弃自行车轮胎巧妙设计图上色彩装扮
小区门面，利用废弃木地板打造绿化围栏
40余米。在党建引领下，居民凭借自己的
智慧、用自己的双手建设自己生活的缤纷
社区。与此同时，小区各种健康活动蓬勃
兴起。小区居民自发组建起的舞蹈队、合
唱队多次在市、区两级部门组织的比赛中
获奖。

一次偶然的机会在社区中接
触到了一个名为“安宁守护”的志
愿服务项目，其主要是依托街道
相关的服务平台招募志愿者针对
临终患者及家庭开展临终关怀服
务，从而减轻临终患者的痛苦、遗
憾和恐惧，让临患者终家属带着
逝者的美好回忆重新回归生活。

长期以来，对于死亡的恐惧
让我们对于这个话题常常是采用
回避的态度，但这恰恰又是一个
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问题，若对
死亡缺少思考，就难以提升对生
命的认知，培养正确的生死观。

“安宁守护”的志愿服务项目通过
开展家属工作坊，帮助临终患者
家属分享照料经验与生命历程，
增进了同辈群体的交流，加强了
同辈群体的支持系统。在这一过
程中减轻了逝者亲属的痛苦，志
愿者自身对于生命的意义也有了
更深的认知与思考，这样的服务
内容确实是社区生活中十分缺少
而又急切需要的。

项目负责人曾对笔者说，目
前推动“安宁疗护”最大的阻碍仍
然是社会大众对死亡的传统观
念。因此他们在不断继续探索有
效实现的安宁疗护服务模式的同
时，也在探索如何加大对安宁疗护理念的
普及推广，提升社会对舒缓疗护的了解度
和接纳度，加强对社会大众的生命教育。

中国人极少讨论死亡，死亡教育在中
国更不多见。这群更愿意把自己称为“健
康志愿者”的群体用自己的行动让逝者安
息，让生者能平静从容的面对。生、老、病、
死，都是人生的常态。我们所谓的“好死不
如赖活着”实则是在降低生活的质量，现在
有些国家提倡“安乐死”，就是为了让死亡
变得有尊严。另外，储蓄健康要比储蓄金
钱重要得多，我们的预期寿命越来越高，但
终究要面对死亡，希望我们靠近它时，至少
心灵意志还能保持健康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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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区域化党建助力乡村振兴发力书院区域化党建助力乡村振兴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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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头条】

浦东航头镇金沁苑第二居民区党支部助推小区自治成效显著

老党员“身先士卒”打造美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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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随笔】

1月8日上午，浦东新区区域化
党建促进会书院镇分会2018年度
会员大会暨“结对百镇千村·助推乡
村振兴”行动签约仪式隆重举行，书
院镇领导班子全体成员、会员单位
负责人、书院镇村居党组织书记等
100余人参加会议。书院镇党委以
助力乡村振兴为需求导向，结合大
调研工作开展，积极走访联系，落实
53家区域化党建会员单位、19家结
对帮扶企业、17家镇党委直属党组
织，同比增加43家结对帮扶单位。
会上，镇党委与相关单位签订了新
一轮区域化党建共建协议。

与会代表们热情发言，对过去
一年的党建联建工作成果表示了充

分的肯定，并希
望接下来能有
更多的机会继
续进行结对等
形式的党建工
作，切实为乡村
振兴助力。据
了解，2019 年
是书院镇的乡
村振兴行动年，
该镇将聚焦结
对村居所需、尽
各单位所能，从
产业扶持、招商引资、帮助就业、帮
困结对等多个方面，更好地实现共
享共建，更好地满足群众的多样化

需求，进一步提升党建工作整体效
应，聚力、助力书院镇的乡村振兴战
略实施。 记者 王平

日前，以“红歌颂党恩·砥
砺再出发”为主题的民歌欣赏
暨沈新民歌谣作品研讨会在马
桥镇文化中心举行。

由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
闵行区马桥镇人民政府和闵行
区作家协会主办，闵行区马桥
镇文化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和俞
塘民众教育纪念馆承办的此项
活动分参观马桥文化展示馆和
马桥“改革开放40周年”图片
展、“红歌颂党恩·砥砺再出发”
马桥民歌欣赏、沈新民老师歌
谣作品研讨会三个部分。参加

活动的同志获赠《沈新民作品
集》、《追寻马桥文化》等书籍。

在沈新民老师歌谣作品研
讨会上，今年已经78岁的沈新
民老先生声情并茂地讲述了自
己从事民歌、童谣创作的经历
和体会。沈新民老师创作的脍
炙人口、飘散着泥土芬芳的文
艺作品和他长期兢兢业业从事
文化教育工作，为人勤勤恳恳，
为弘扬乡土文化所作出的努力
赢得了研讨会全场经久不息的
掌声。

通讯员 冯联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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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王

每个人都有怀旧的情结，体
现最为普遍的就是影响人成长的
家乡。这种思念的情感，是每个
人难以抹去的。倪辉祥先生的散
文精选集《悠悠浦东情》（文汇出
版社），呈现得最多的就是这方面
的情愫。

《悠悠浦东情》散文集分为三
辑，桑梓恋情、故里深情和热土豪
情。这三辑尽管题材有所不同，
但都离不开作者倾注了满腔热情
的一个浓浓的“情”字。作者用不
急不缓的语调，呈现出了他饱满
又温和的心境。在他看似淡淡的
情绪，流淌出的却是他的思索与
憧憬。浦东这块养育了他的故
土，自然有着他道不完的钟情。
在他懵懂的童年，是他的好奇，也
是他的疑团：一座城市只是隔着
一条江，浦东的简陋，浦西的繁
华。他的好奇或者疑团，没能得
到长辈们可以使他解疑的回复。
春秋的轮回，他始终没有忘却这
一疑问，直到浦东开始了腾飞。
这是这部散文集的首篇《浦东
恋》，作者把浦东形象的比喻是

“蒙着尘垢”、是“长在深闺人未
识”的“老处女”。其实，那时的浦
东还处在“不识庐山真面目”之
时。阅读这样的描绘，情不自禁
地让我想到了一首古诗：“问君能
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

流。”作者用生动形象的比喻，描
绘出了改革开放前浦东原生态的
风貌。

怀旧，是散文中一种最常用
的表达作者心情的载体。由于是
常用，如果作者在认识上没有独
到的解读与释怀，那么，这样的作
品往往会让读者因熟悉而产生出
审美的疲劳。倪辉祥先生已注意
到这方面的因素，在他笔下，即使
描绘人们熟悉的场景，其作品的
内涵却是与众不同的。《故土情
结》一文，讲述的是旧居动迁。我
们常常看到动迁户会丢弃老家
具，以全新的姿态入住新房。不
过，在丢弃老家具的事情上，上了
年纪的老人往往是不舍的。作者
抓住了老年人与年轻人对老家具
不同的心态，描写出老家具所寄
托着的各种岁月记忆。这仅仅是
作者细节构思的巧妙吗？在我看
来，至少是作者更注重于人物内
心深处的情感，从而引发了独辟
蹊径的创作思路。《梦萦乡情》一
文，描述的是浦东的开发和发展，
人们在享受不断改善居住环境所
带来的喜悦的同时，作者毅然倾
心他们还是抹不去那眷恋的乡
情。人是极为复杂的，要描述人
内心时常存在的纠结与矛盾，这
其实是难以掌控的。我在阅读这
篇散文中，不得不感受到作者对

人性的探索与思考，和作者创作
思路的轻车熟路的艺术手法。一
方面，作者是直抒情愫，把故乡的
一草一木都作尽情描绘，依然表
达着思念故土的浓情；另一方面，
作者同样也不惜笔墨赞赏当下的
宜居家园，由衷赞叹生活的美
好。就如作者本文的结尾语所
写：“家乡还在日日变美，而我对
家乡的牵挂也在日趋强烈。”这是
多么美妙的情怀释放，又是多么
恰当的表达了复杂人性的心境。

确实，怀旧的情结如何呈现，
是关系到作品能否得到读者认可
的关键，甚至引发读者能否有阅
读的欲望。题材的挖掘，视角的
选择，以及主题的共鸣，这都是作
者创作的重要环节，也是彰显作
品内涵的重要环节。倪辉祥先生
在他的《在雨中》，就是抓住了雨
天在不同季节、不同年龄、和不同
环境，描述他内心的不同感受与
体悟。这其中有作者的忧愁、痛
苦，也写出了作者的心旷神怡。
这种触摸人生的过程，表达了作
者蕴含着“几多风雨几多春秋，风
霜雪雨搏激流”的感慨。

人的怀旧情结，可以通过物
体、场景来展现，也可以描述事
态、人物做流露。在倪辉祥先生
的《悠悠浦东情》散文集中，有不
少篇章是对事态、人物的描述，流

露的是作者抹不去的怀旧情结，
《启蒙老师》便是其中一篇。一个
苍老远远超过实际年纪的鲍老
师，她管教学生特别的严格。鲍
老师是作者第一任班主任，对上
课开小差的学生，她采取的是“立
壁角”；对没有完成作业的学生，
她采取的是“关夜学”。因而，同
学们私底下说她像“雌老虎”。作
者这样描绘的老师形象，又在作
者年龄的增长过程中，慢慢开始
理解鲍老师的良苦用心。这其中
的过渡，作者没有去俗套地描述
鲍老师教学良苦用心的细节，而
是从鲍老师这个人物经历中挖
掘。鲍老师曾有着养尊处优的生
活，她的丈夫是一个国民党军
官。这种渗透时代背景的描述，
也丰满了鲍老师的人物形象。浦
东解放的前夕，这个国民党军官
竟然抛妻弃儿独自逃往了台湾。
面对家庭的破裂和时代的变迁，
鲍老师的生活瞬时从天堂跌入地
狱。孤儿寡母的她，还要背负着
成份不好带来的精神压抑。这样
的厄运能不在她脸上刻录苍老
吗？她努力地营造家的温馨，给
儿子有个平静的环境。她也尽心
的把学问灌输于学生们，让像她
儿子一般年纪的学生有着文化的
熏陶。可谁又能想到，厄运再一
次的捉弄了她。她儿子在一次交

通事故中被夺走了生命。随影相
伴的鲍老师，能在作者的脑海里
抹去吗？

怀旧是作者对曾经的生活留
念，怀旧也是作者敞开自己的心
扉。读者在《文盲母亲的心愿》一
文中，同样也有这样的感受。作
者的母亲是位目不识丁的农家主
妇，可在她的身上闪耀着的却是
中华优良传统的美德。子女即便
成家后，她依然肩负起关爱子女
的责任。高考的恢复，激发多少
有梦想的学子，作者也是其中之
一。可作者当时已是养家糊口的
一家之主，全日制大学是没有收
入的，他的梦想没能得到妻子的
支持。也的确，他的妻子更重于
生活的现实。就在作者处于彷徨
与无奈之时，他老母亲站了出来，
用她瘦弱的肩膀承担起儿子的梦
想。在作者上大学的岁月，老母
亲还不让作者参与家务事。文中
有着这样的细节描写，老母亲聆
听着她儿子念着发表的作品，老
母亲甚是欣慰，儿子当然是喜不
自禁，这是多么幸福的美妙画
面。可惜，她儿子之后又有更多
更好的作品发表了出来，老母亲
她却已无法受用了。

真情是文学作品的追求。然
而，如何把真情融入于作品，以艺
术的感染力呈现于读者。我们在
倪辉祥先生的这部散文集里，是
可以得到鉴赏的价值。他那涓涓
细流的笔调，流淌的是自然、亲
切、透彻的情感，追求的是人间的
真善美。

怀旧是最为深层的家乡情结
——品倪辉祥的《悠悠浦东情》有感 □何国胜

书法艺术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是
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对公众和广大青少
年传授书法艺术，是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培
养家国情怀的重要途径，也是“素质教育”
的必然要求。书法艺术的普及、推广和提
升，不仅能极大培养百姓的审美情趣，提高
国人的文化修为和艺术欣赏力，还可以了
解中国书法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艺术，在
黑与白、点和线的变化中，完成人的精神创
造和情感宣泄，表现中华传统文化的丰厚
底蕴。而这一切，需要功力、耐力和几十年
的积淀，非一日之功而就。戊戌秋月，一本
全新视角和独辟蹊径的《书法心悟》，引发
沪上书家和业界的普遍关注，这本复旦大
学出版社出版的，以个人体验和作品展示
方式，“走进书法、内观自我、风旨发微、谨
示楷模”，独树一帜的看点，另辟蹊径的视
角，博得市场和书艺同行一致好评。

书画名家黄胄先生曾说过：“艺术创作
是要不断攻关的，对生活要攻关，对传统要
攻关，对艺术修养也要攻关，真是学无止
境，艺无止境啊！”沈兆新的新作，印证了黄
胄的论述。全书从书法样式、品类欣赏入
门，在阐述个人多年学习书法悟性基础上，
创造性的提出欣赏历朝历代书法大家笔法
的观点，以全新维度和视角，还引入比较理
论和二维码方式，诠释学书品艺心得体会，
在亦图亦文、图文并茂谋篇布局的进程中，
融通俗易懂讲解和个人见地于一炉，广征
博引，又创新思路，开辟了一个书法艺术传
承传播的崭新路径。

沈兆新以古为徒，遍览百家，积淀厚
重，他不仅工于书法，而且善表达、会诠释、
妙比喻、有创意、辟新径，在《书法心悟》里，
书法艺术具有了音乐之美、诗歌之韵、星汉
之广、哲学之辩证、山峦之错落、舞姿之飘
逸；他把书法的妙、益、惑、法、鉴，在近三十
万的文字、图例中，概况归纳成多个维度，
完整分析历代书家的执笔演变和优劣差
别，提出蕴含其中的技术要点，揭示完整的
书法审美元素，从纵深广度结合的站位，运
用楷书、行书和临本、册书及个人创作，推
介当代书法名家的书艺技巧，升华其中的
真谛奥秘，彰显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开
辟了一条书法艺术学习研究的崭新路径。

一位书画家曾说过：回望先贤，不禁感

叹。向传统文化靠拢、重拾文化自信，当从
重拾书法做起。劳动创造了人，丰富和发
展了人的本质能力，人又在劳动中创造了
各种产品，包括艺术品。艺术品熔铸了客
观自然的美和社会生活的美，同时在本身
的存在中，体现出艺术家的高度智慧和才
能，就这个意义上说，沈兆新的这本《书法
心悟》，把自己的内在艺术修养对象化了，
作者在刻苦专研历朝历代书法大家碑帖的
同时，在学习书法和感受碑帖的同时，自己
染而然物化于心，创作出这本发自内心，功
成名就结果和希冀的愿景作品。

联想到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一些标新
立异的书法艺术，从展览和表演可谓层出
不穷，在所谓创新的包装和旗帜下，可谓极
尽其能，乱象百出。沈兆新的新作正本清
源，通过作者个人的真切感悟与体会，结合
当代美术传播理念，提出“择良师、广阅读、
选碑帖、善临摹、强眼力、谋创作”十八字学
书之径，还配合介绍二维码视听技术，通过
自己作品的现身说法，延伸了传统书法的
当代表达，体现出一种范本教科书式的高
屋建瓴作用，给读者不同凡响的墨宝体验，
让人们阅读其书，真切感受中国传统书法
的魅力，提升市民的书艺水平，传承国粹艺
术的源远流长。

互联网时代，传统书写工具发生了根
本性变化。让更多的国人了解中国书法的

“篆、隶、楷、行、草”和历代书法大家，知道
哪些当代书法名家和流派，提升国人的书
法修养品味，繁荣光大中华传统书法艺术，
在重视中小学生书法教育的同时，坚持国
人的书艺普及和传播，提升整个社会的书
法水平，激发更多公众的书法兴趣和爱好，
需要更多像沈兆新这样的书艺耕耘者和创
新开拓者。建设上海文化大都市，打响上
海文化品牌，弘扬中国传统书法艺术是其
中应有之义。而提高市民的书法水平和鉴
赏能力，功夫在平时和普及，必须着眼经常
和坚持，特别要从青少年抓起。而激发更
多市民的书法兴趣和爱好，进而吸引更多
的人进入书法艺术的天地，相信沈兆新的
《书法心悟》，必将为提升广大市民的书法
修养和品位，拓展市民喜爱书法艺术新空
间，引领阅读研究导向，作出非同一般的贡
献。

本源与诠释
——读沈兆新的《书法心悟》

□王洪 很是奇怪，只要看到“书香”两个字，我就
很喜欢，无形中仿佛就闻到了浓浓的书香
味。也许这就是书香的魅力。我常常将书香
和知识、文化、礼仪、高贵和优雅等词语联系
起来，因为我觉得如果没有书香的浸润，这些
词语所包含的内涵就不可能在人的身上体现
出来。

因为书香有魅力，所以全社会都在推崇
“书香”活动，“打造书香校园”、“营造书香社
区”、“建设书香家庭”等标语口号也时不时扑
入你的眼帘。这样的活动很有必要，在当今
的社会里，因事务太多无暇读书、因社会浮躁
而无心读书、因实用成风而不愿读书、因职业
麻木而厌恶读书、因书海浩瀚无从读书的，大
有人在，读书好像变得奢侈起来。通过书香
活动点燃人们的读书激情，确实是一件大好
事。

有点纳闷的是：校园原本就是一个读书
的地方，这个地方应该到处散发着书卷气，到
处充满着书香味，为什么还要打造书香校园
呢？究其原因，发觉现在的学校也变得浮躁
起来，片面的质量观，使得师生都围着考分
转，大量的校外事，使得师生都忙着去应付，
哪有时间静下心来去读书呢？有人调侃地
说：现在的教师只读两本书：一本是教科书，
一本是教学参考书。学生也只读两类书，一
类是课本，另一类是练习册。话虽说得夸张
了些，却也是不争的事实。，不读书的老师怎
么能叫学生要好好学习呢？似乎有点讽刺的
意味。由此看来，在学校打造书香校园还真
有必要。

著名特级教师于漪说过，今天的学校教
育面临着粗俗文化的包围，外部环境对教育
有着太多的干扰。对于这种干扰，于老师的
态度是“坚守”和“抗争”。如何坚守？如何抗
争？答案就是“读书”。我认为，作为教师要
把读书作为生命的常态，这是生命最美的习
惯。育人先育己，修身齐家，首先是修身，教
师要提升自己的修养，就要有养料，养料哪里
来?就从书中来！教师要做到缕缕书香伴终
生，这样才能言传身教去感染学生，从而让学
生徜徉于书海，校园才能处处飘着浓浓的书
香。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假如每个家庭都能形
成良好的读书风气，那么整个社区乃至整个社
会都能溢满书香。一般来说，一个崇尚读书的
家庭，其家风往往是良好的，而从这个家里出来
的人往往也是知书达理，孝善皆备。人与人之

间都能互敬互爱，礼仪相待，整个社会的风气不
就好了吗?假如每个家庭都不读书，每个人都没
有文化，那是十分可怕的。曾经读到过一个笑
话，说有一个腹中无墨水的土豪装得很有文化，
学校里发表格，让其儿子带回家填写。表中有

“民族”一项，儿子不知道怎样填，便问暴发户爸
爸：“爸爸，‘民族’这一项怎么填？”其父想了一
下，说：“填贵族。”笑过之后深思，就有一点悲哀
的感觉。这就是不读书带来的后果啊！

在先前，读书人的家庭是很受人尊重的，
并冠以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书香人家”，也
有叫“书香门第”的，如果是几代人都是读书
的，就称为“世代书香”。古代的人就很崇尚
读书，这是今人要继承发展的，今人如果不喜
欢读书，这不意味着在倒退吗？世界上，凡喜
欢读书的民族，家庭里都是书香浓浓。最突
出的是犹太民族，犹太人在小孩稍为懂事时，
父母会在《圣经》上滴一点蜂蜜，让孩子去舔，
让孩子在心灵上知道书本是甜蜜的。在这样
的家庭环境里，读书成了他们的习惯和美
德。在“安息日”，停止所有店铺商店，但全国
所有的书店都可以开门营业，大家都在这里
静悄悄地读书。读书成了每个人的生活必
需。

一个强大的民族，一个有文化的民族，一
个优雅的民族，一定是一个读书的民族。这
句话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已经证明了它。一
个民族是这样，一个人也是这样，读书可以丰
富人的生命，提升人的品位。当你拥有书卷
气，散发书香味时，往往就是一个优秀的人
才。

书香的原意是古人为防止蛀虫咬食书
籍，在书中放置一种芸香草，夹有这种香草的
书籍一打开，就有清香之气扑鼻而来，故之为
书香。今人也有用樟脑、檀香等香料来防蛀
的。 我大学的写作老师曾经送我一套檀香
味的《红楼梦》，竖排版，线装的，真的是古色
古香。我很喜欢这套书，每每打开，闻着香
味，读着内容，就会情不自禁地沉醉在书中的
世界里。但现在我们所说的书香已经不是原
来意义的书香了，书香可以是指读书的风气，
读书的风气浓了，书香自然会弥漫开来。书
香也可以是指读书人的一种气质，读书读得
多了，书香味就会在言谈举止中散发出来。
问世间书香究竟为何物？我看已经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要有书香情怀，让读书成为我
们的生活方式，让书香沁入我们的心中，如此
我们的生命之树就会常青。

书香浓浓沁人心
□金哲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