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中不能没有诗意

庄子曰院野人皆知有用之用袁 而莫知无用
之用遥无用之用袁方为大用遥冶渊叶庄子窑养生主曳冤
这话很值得玩味遥 我们当然需要有用的东西袁
但同时也需要那些看似野无用冶的东西遥 有用
的东西能帮助我们谋生袁野无用冶 的东西则能
给我们带来欢乐遥 有用者自然有利袁但野无用冶
者未必无利遥 我们常讲的野诗意冶就是看似野无
用冶却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好东西遥

老子讲野无为冶袁庄子说野逍遥冶遥今天我们
来仔细推敲袁他们的意思其实就是院一个人如
果太讲实际尧太讲实用袁过于追求野有用冶尧刻
意讲究野有为冶袁唯物质利益是图尧唯功名利禄
是求袁就会庸庸碌碌尧患得患失曰就会失去快
乐尧失去自我遥人的思想和感情是需要一定境
界的袁我们只有站在较为超然的高度袁敢于仰
望星空袁勇于探求诗和远方袁才能野无为而无
不为冶曰才能使自己的人生更加丰满袁更有意
义遥 古往今来袁凡是勇于尧乐于做这些野无用冶
之事的人袁他们的性格往往豁达乐观袁他们的
生活往往丰富多彩尧充满诗意遥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袁除了需要衣食住行
这些物质之外袁总还需要做些野无用冶之事袁比
如琴棋书画尧歌舞游戏尧故事笑话尧养花弄草尧
朋友往来噎噎这些似乎野无用冶袁一般情况下
不会带来物质效益袁但是袁正是这些爱好陶冶
着人们的性情袁带给人们美和欢乐遥如果在我
们生活的时空中袁没有歌声尧没有娱乐尧没有
欢笑尧没有追求袁光有物质享受袁很难想象我
们的生活将是什么样子遥 远古时代人们自然
没有现代化的娱乐设备袁 但是古人也有自己
的娱乐方式袁叶诗经曳叶论语曳 等古籍中都有这
方面的记载和描写遥雨果说院野有物质袁那只是
生存曰有精神袁那才是生活遥冶人类如果没有精
神生活袁那就跟动物无异遥而这些精神层面的
东西都不是为了谋生尧为了温饱袁而是为了消
遣尧为了开心尧为了寻求欢乐遥所以袁这些精神
层面的东西可以说都是野无用冶的袁却又是充
满诗意的袁它引导我们眺望远方遥就是这些无
用的爱好袁带给了我们欢乐袁使我们达到一种
境界袁促进我们的身心愉悦和健康遥 所以袁我
们要正确看待野有用冶和野无用冶的关系袁把它
们完美地结合起来袁努力把诗意带进生活遥吟
一些无用之诗袁读一些无用之书袁做一些无用
之事袁人生就会充满诗意和阳光遥这对我们的
退休生活是很有意义的遥

我们的兴趣野爱好冶充满着诗意

退休之后袁 有空静下来看看书袁 人物传
记尧文学作品尧历史尧哲学等等袁只要自己喜欢袁
各种书籍都可以读曰再培养一两样爱好袁书法尧
绘画尧音乐尧舞蹈尧旅游尧力所能及的各种活动曰
兴致来了还可以吟诗作文袁写得好坏无所谓袁
自己满意开心就好遥 长期坚持这些爱好并养
成习惯袁对我们的身心健康有很大的意义遥

书法是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袁也是古今
优秀文艺作品的重要载体袁因此学习书法不
仅练了字袁也欣赏了文学艺术作品遥 我们每
书写一首诗词或一段文章袁首先得把它读得
烂熟甚至会背诵袁并了解作者的生平和作品
背景袁这样才可以笔端带有情感袁一挥而就遥
书法又是给读者观赏的袁因此也就有了一定
的社会意义遥 多年来袁我校退休教职工书法
协会在老干部处和退离休协会的领导下袁到
超市尧街道尧农村尧养老院尧幼儿园等场所写
春联尧送春联曰参加信息学院新生成人礼活
动袁为刚入学的新同学当场挥毫尧送书法作
品等袁这些活动深受大家的欢迎袁既使我们
健身愉悦袁又有一定的社会意义袁给广大受
众以耳濡目染的熏陶袁充分发挥了文化的作
用遥 文化文化袁就是以文化人遥

俗话说袁野不用则废冶遥 脑子要常用袁脑子
越用越灵遥 多动脑筋袁 对我们的健康很有好
处遥如果有一段时间不动脑子袁思维就会越来
越迟钝遥 写诗作文时袁逐字逐句地推敲袁对脑
子也是一个锻炼遥 如果我们把自己作的诗文
写成书法作品袁那就更加有意义了遥自己创作
的文学作品应该说理解得更为深刻袁 书写起
来也更加富于感情遥我国古代三大行书渊王羲
之叶兰亭序曳尧颜真卿叶祭侄稿曳尧苏轼叶寒食
诗曳冤其作者既是书法家袁又是文学家或著名
诗人遥 他们把自己的切身经历和思想感情写
成诗文袁再通过笔墨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袁成
为中华民族书法艺术史上不可逾越的高峰遥

生活中处处有诗意

让诗意充满生活袁 并不是要求每个人
都会写诗遥 诗意袁并不等于诗遥 前不久我看
到一篇文章袁讲一个拾荒的老人袁他有一个
理想院要凭自己拾荒袁把正在读小学的孙子
培养上大学遥 文章说院这位老人心中有首美
好的诗浴 高晓松写过一首题为叶生活不止眼
前的苟且曳的歌曲袁歌词是院野生活不止眼前

的苟且袁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遥 冶这里野诗和
远方冶自然是指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和追求袁
并非诗本身遥 而野眼前的苟且冶无非是现实
中的物质生活和人与人之间的追名逐利遥
我们挣脱这种野苟且冶袁眼望诗和远方袁便是
让诗意进入我们的生活遥

人的生命中不能缺乏诗意袁这种野无用冶
的诗意正是人们支撑生命的重要动力遥 苏轼
才高八斗袁 诗词文赋乃至书画无所不精曰他
又正直敢言袁置自己得失于不顾袁因此被一
贬再贬袁一直被贬到当时的蛮荒之地海南岛
的儋州遥 在长期的贬斥困顿中袁生活困苦不

堪袁野小屋如渔舟袁濛濛水云里遥 空庭煮寒菜袁
破灶烧湿苇冶袁家人病的病袁死的死遥 但是袁他
却能顺应环境袁宠辱不惊袁无论到哪里都能
随遇而安袁潇洒达观遥 当他被贬到湖北的黄
州时袁他写了野长江绕郭知鱼美袁好竹连山觉
笋香冶曰 当又被贬到广东的惠州时袁 他写了
野日啖荔枝三百颗袁不辞长作岭南人冶遥 为什
么钥 因为他的思想尧感情尧生活以致整个生命
中充满了诗意遥 他又善于用诗文排解心中的
郁闷遥 他自嘲野问汝平生功业袁黄州惠州儋
州冶袁野一蓑烟雨任平生冶野也无风雨也无晴冶袁
野逝者如斯袁未尝往也曰盈虚者如彼袁而卒莫
消长也冶遥 诗意给了他战胜困难的力量袁他的
叶定风波曳尧前后叶赤壁赋曳等诗词散文名篇正

是在这个时期创作的袁充分表现了他洒脱通
达的乐观情怀遥 苏轼毫不为野眼前的苟且冶所
拘袁而是眼望远方袁着眼诗的境界袁他的胸
中尧他的生活充满了诗情画意浴

人生需要诗意作伴

应该说袁任何人的生活中都存在或多或
少尧形式各异的诗意袁并不只是吟诗作文才
有诗意遥书画摄影尧唱歌跳舞尧运动旅游富于
诗意曰悦读书籍尧善于思考袁常把沉思的目光
投向远方袁完全挣脱了野眼前的苟且冶饱含着
诗意曰待人处事幽默诙谐袁也经得起别人的
揶揄调侃不乏诗意曰 遇到困难泰然处之袁依
然旷达乐观蕴含着诗意噎噎不同的性格和
不同的经历并不影响生活中的诗意袁我们要
尽可能地发挥尧发扬尧发展自己生命中潜藏
着的诗意袁并尽可能地用形而下的形式固定
下来袁 使其成为能够耳闻目睹的有形的
野器冶袁 使我们的晚年生活远离世俗的苟且袁
变得更加美好遥

我是当教师的袁喜欢跟学生打交道遥 现
在有了微信袁彼此联系沟通更加方便了遥 在
校友微信群中袁我经常发些内容较精当的帖
子与校友们交流遥 我发现袁微信往来中诗情
画意时常可见袁 有的校友喜欢诗文写作袁有
的喜欢书法袁有的喜欢读书尧思考袁他们经常
与我交流袁我也很乐意与他们切磋遥 一幅优
美的书法作品尧一曲深情的演唱尧一场美妙
的广场舞等等袁都是一首首诗遥 有的校友摄
影水平高袁 我经常收藏并转发他们的作品袁
时时揣摩他们的摄影技巧袁以学习尧提高自
己的摄影水平遥有的校友把自己毕业后的奋
斗经历写成数万字的文章曰有的认真阅读古
今有关名著袁从中汲取思想营养曰有的校友
毕业之后袁在工作之余继续深造袁刻苦努力
十余年袁攻读硕士尧博士尧博士后袁在核心期
刊上发表论文四十余篇遥我觉得这些都是力
求上进尧颇有境界尧生命中充满诗意的有为
青年袁就经常与他们交流袁鼓励他们不断努
力遥 我觉得这种交流本身就充满了诗意袁不
仅给双方带来了乐趣袁也增长了知识遥

人生得有诗意作伴遥 我们应该让诗意
充满生活袁我们应该让生命充满诗意遥 随着
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物质生活的不断提高袁
能给我们带来欢乐的野无用之用冶在我们的
生命中必将产生越来越重要的意义浴

渊作者为人文学院退休教师冤

花开东南
白玉兰

科 属院木兰科木兰属 开花时间院3 月中旬

结果时间院10 月下旬 拍摄地点院四牌楼校区

本报讯 1 月 19 日袁 网络通信与安全
紫金山实验室宣布袁 一款自主研发的毫米
波相控阵芯片问世遥 该产品具有速度快尧覆
盖广尧价格低等优点袁实现了中国在该项技
术上的突破遥 江苏省委常委尧南京市委书记
张敬华袁我校党委书记左惟袁中国工程院院
士尧 网络通信与安全紫金山实验室主任刘
韵洁袁省科技厅厅长王秦袁市领导徐曙海尧
蒋跃建袁东南大学党委副书记郑家茂袁网络
通信与安全紫金山实验室执行主任冯记
春尧常务副主任尤肖虎袁以及省发改委尧省
教育厅尧省工信厅尧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
公司有关负责同志出席了发布会遥

此次技术突破基于东南大学移动通信
国家重点实验室承担的国家 863 计划 5G
研究开发尧 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等多个项目

所形成的技术积累遥 为实现宽带通信网络
的全覆盖袁必须推动宽带卫星通信和 5G 毫
米波通信的商用落地遥 长期以来袁宽带卫星
通 信和 5G 毫米 波 通 信 的 关 键 核 心 器
件要要要毫米波相控阵芯片一直价格昂贵袁
极大地影响了其商用推广遥

尤肖虎教授和赵涤燹教授领导的课题
组联合天锐星通科技有限公司袁 对超低成
本 CMOS 工艺毫米波芯片尧大规模天线阵
设计进行了深入探索遥 深南电路股份有限
公司同步解决了大规模天线阵电路板制造
及集成工艺等关键技术遥

这项成果在世界上首次较为彻底地解
决了阻碍 CMOS 毫米波通信的芯片问题袁
从芯片尧 模块到天线阵面全面实现自主可
控袁技术水平处于国际领先袁为其走向大规

模推广应用做好了准备遥 据中国工程院院
士尧紫金山实验室主任刘韵洁评价袁本次技
术的突破袁 可为我国 5G 的优势延续 5-10
年打下重要基础遥

当日袁 网络通信与安全紫金山实验室尧
深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和天锐星通科技有
限公司宣布强强联合袁携手成立相控阵芯片
与系统联合实验室遥 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尧
网络通信与安全紫金山实验室尧天锐星通科
技有限公司也签署了 CMOS 毫米波芯片与
相控阵天线研发与产业化合作协议袁加速成
果落地袁 将芯片成果在宽带卫星通信和 5G
毫米波等更多领域快速推广袁努力使我国成
为毫米波相控阵核心芯片这一关键技术的
领先者和全球供应链的主要提供者遥

据悉袁2018 年袁 江苏省在南京投入 100

亿元袁 成立了网络通信与安全紫金山实验
室遥 在江宁无线谷已经划拨第一期 10000
平方米科研用房袁第二期 16 万平方米场地
2019 年底交付使用袁 第三期已经完成了
120 万平方米场地的规划 遥

初期建设以东南大学尧 江苏省未来网
络创新研究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
部队信息工程大学团队为核心力量袁 以刘
韵洁院士尧尤肖虎教授尧邬江兴院士为牵头
人 ,以野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冶为
原则, 建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科学组织形
式袁 充分利用南京在未来网络尧5G 发展及
演进和毫米波核心器件等方面的基础技术
优势袁聚焦国家重大战略,以未来网络尧新型
通信和网络通信内生安全为主攻方向袁吸
收国内外网络通信与安全领域的著名专家
参与,有机整合国内外优势科技资源,加强
开放合作,统筹部署 遥

同时袁探索前沿基础原始创新袁开展若
干重大示范应用袁 促进成果在国家经济和
国防建设中的落地袁 形成指引全球信息科
技发展方向尧引领未来产业结构与模式尧全
球著名的高水平科研基地和产业高地遥

渊东 萱冤

紫金山实验室取得一项重大突破
一款自主研发的毫米波相控阵芯片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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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春节前夕袁江苏省委书记娄勤俭在省委常委尧省
委秘书长郭元强袁我校党委书记左惟袁副校长丁辉等陪同下看
望慰问中国科学院院士崔铁军遥 省长吴政隆在省政府秘书长
陈建刚尧 我校校长张广军等陪同下看望慰问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建国遥 在毫米波国家重点实验室袁 娄勤俭感谢科学家们为
国家科技创新和江苏发展作出的突出贡献袁 祝愿崔铁军带领
团队取得更大成绩袁促进我省学术尧研究和产业更紧密结合袁
助力江苏高质量发展曰在王建国院士工作室袁吴政隆详细了解
他的优秀作品袁对他几十年如一日袁凭借深厚的学术造诣尧宽
广的科学视角袁 一步一个脚印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表示钦
佩袁 勉励他争当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的标杆遥 渊东 萱冤

江苏省委书记娄勤俭尧省长吴政隆看望
慰问崔铁军院士尧王建国院士

紫金山实验室取得一项重大突破

本报讯 1 月 19 日至 21 日袁应澳大利
亚蒙纳士大学校长邀请袁 我校校长张广军
率团赴蒙纳士大学主持召开两校联合管理
委员会会议并深化双方校际合作遥 研究生
院尧教务处尧苏州校区管理委员会尧国际合
作处负责人陪同访问遥

在蒙纳士大学访问期间, 张广军与蒙
纳士大学 Margaret Gardner 校长共同主持
召开了东南大学-蒙纳士大学联合管理委
员会会议遥此次会议对双硕士专业的建设尧
联合博士生培养尧 苏州教职员工本地化聘
用模式尧 联合研究院发展等重要议题进行
了审议与讨论袁 并就下一步工作重点与计
划达成一致遥 张广军首先对东南大学和蒙
纳士大学合作办学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给予

肯定遥他表示袁苏州联合研究生院坚持 野高
端化尧国际化尧本土化尧特色化冶的办学定
位袁 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等方面进行了
创新与探索袁 后续要进一步推动本土化人
才落地工作袁围绕国家重大发展战略袁结合
地方经济产业发展需求袁 进一步优化学科
专业布局袁共谋建设跨学科创新科研平台袁
为进一步开展高层次科研合作及扩大高层
次人才培养规模奠定坚实基础遥 张广军希
望与蒙纳士大学携手前行袁 将东-蒙联合
研究生院建设及两校合作伙伴关系推向新
高度遥Margaret Gardner 高度赞同张广军提
出的高端人才培养尧 本土化发展理念及在
苏州共建高水平科研平台工作的建议遥 她
表示袁 东南大学是蒙纳士大学最重要的合

作伙伴之一袁 蒙纳士大学将大力支持推动
在苏州师资队伍的建设和发展袁 努力扩大
苏州联合研究生院的人才培养规模袁 着力
提升两校在人才培养尧 科学研究等方面的
合作质量和水平遥

会谈结束后袁 张广军一行访问调研了
蒙纳士大学世界一流的电镜 实验室 尧
Woodside 未来实验室及可视化平台等设
施及平台遥

在澳访问期间袁张广军还拜会了中国驻
墨尔本总领事龙舟及领馆其他负责同志袁并
看望了墨尔本地区校友袁向他们致以新春祝
福遥张广军代表学校表达了对广大校友的殷
切期盼袁 希望他们能与母校共担育人使命尧
共建师资高地尧共谋发展大计遥 渊于 璐冤

拍花小语院梅花过后就是玉兰的
天下袁白玉兰尧二乔玉兰和紫玉兰渐
次开放袁都很高雅遥对玉兰产生印象袁
最初并非来自它的花袁而是来自电影
叶滚滚红尘曳遥片头被困在家中的林青
霞近乎歇斯底里地大声念叨着院野玉
兰又名白玉兰袁又叫望春花袁因为它
的花洁白如玉袁 清香似兰袁 故称玉
兰遥 冶就这样袁在一句话里记住了它的
名字遥 后来看叶步步惊心曳袁知道了屈
原的名句院野朝饮木兰之坠露兮袁夕餐
秋菊之落英冶遥 从中体会到了它的高
洁和君子的洁身自好遥再后来看到了
张爱玲对玉兰的描绘院花落之后一地

污袁叹其晚节不保遥 等到在梅花谷和
古林公园里看到大片的玉兰花时袁才
真正体察到这花的美丽和魅力袁那时
便觉得文征明的 野绰约新妆玉有辉袁
素娥千队雪成围冶最得神韵遥

南京城里有太多的玉兰了袁从小
区庭院到公园尧马路袁处处都有白玉
兰和二乔玉兰的大树袁 一俟花期袁便
白皑皑的一大片袁引人注目遥 校园的
四牌楼大礼堂东西尧五五楼尧金陵院尧
河海院尧出版社与梅庵袁九龙湖行政
楼尧机械学院袁丁家桥学生宿舍都可
见到遥植物园里还有名贵的宝华玉兰
和星花玉兰袁雨花台和南艺也是观赏

佳地袁或庄重或文艺袁很有画面感遥
今年看玉兰袁不但赏花袁还吃喝

一番遥在植物园遇到了一棵很美的早
春玉兰袁捡起落地的花瓣袁白中带粉袁
不大但香袁上面还有露水袁就拿回家
学起了屈原的做法遥 先盐浸袁后开水
冲泡袁调入蜂蜜袁淡黄的汤色闻着辛
香袁喝下去唇齿清爽袁可以至少三泡袁
真是上好的花茶遥 后以白玉兰再试袁
虽闻味不香袁但冲泡后也能浸出辛香
来袁仍可做茶遥 又尝试了拖面粉后油
炸袁果然是野吃了一吨都不会饱冶的文
人香馔遥

渊木 子冤

张广军校长率团赴澳大利亚访问交流

让 生 活 充 满 诗 意
陈永棣

我校研究团队首次在分子钙钛
矿铁电体中观察到涡旋畴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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