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冬，一个美丽的季
节；苏州，一座淡雅的城
市。在苏城，已有近二十个

年头，却还未曾读透她的
韵味，尝尽她的悠然。

世人极言她的温和，却不知湿气甚
重的水乡，竟有这样的湿寒天气。但如
果你选择躲进温暖的被窝里，实在是上
了她的当。不如裹上一件厚实的大衣，
随我去走一走这座沉淀千年的古城。那

是千年风霜下的斑驳城墙，每一段刻痕

都在诉说着一段往事。天平山的红枫，
道前街的银杏，引无数行人驻足观赏。
深秋之后的苏城，枫叶之火红，银杏之
金黄，香樟之浓绿，梧桐之灰白———放
眼望去，仍是层次分明，美不胜收。

若是想深入了解这座城市，不妨放
慢脚步，走一走城中的小巷，问一问巷

中的古井，赏了几度荣枯；看一看巷侧

的粉墙，留下多少故事；踏一踏脚下的

石板路，行过几多沧桑。或许会遇上几

位花白头发的老人，看他们彼此亲切问

候，闲谈一番，听听那地道的吴侬软语；

或许是遇上一位如丁香花般的姑娘，衣

袂飘飘，倚着石桥，专注地取着景；又或
许是放学归来的孩童，笑闹着走向家的
方向，胸前的红领巾在这灰白色的画面
里格外鲜亮———江南烟雨中的人家，不

是无声的静态画，往往是更具烟火气的
琐碎生活，为小城的美平添了几分生
气。苏州这座城市，仿佛天生就带着甜
香。甘甜的桂花摇落，芬芳的糕点出笼，
软糯的昆剧启幕。小城的生活，是慢慢

的。此季最理想的，是一抹阳光明媚地

洒在湖面上，赏鱼唼喋，再看一看黛玉

姑娘独爱的那一片残荷，苏之韵味藏于

此间。江南水乡的悠然，在苏城体现得

淋漓尽致。与北方园林的恢宏大气不
同，苏城历来是达官商贾隐世安居、颐

养天年之所。故其小而精，讲求移步换
景，一个小小的园子，但却步步皆景、耐
人寻味。

老舍先生在济南的冬天所发的感
慨，在苏城也很合宜，“最妙的是下点小
雪呀。”苏州的园林太秀气！可惜苏州是
少雪的，但难得为贵。当小雪为这粉墙

黛瓦镶上银边，为拱桥覆上地毯，正是

踏雪寻梅的好时节。未待桂香散尽，蜡

梅的冷香又浸润了苏城。寻香踏雪而

去，也许在竹林深处、在小巷尽头、在流

水之畔———当次日的暖阳挂起，冰雪消
融，一切都恍若一场江南梦，只余一缕
清香，一段回忆。

待到繁华谢幕，枯叶落尽，且看来

年好春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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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11月 10日，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
学院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 1711班发起并组织了“青年
大学习”主题分享会，来自天平学院人力资源管理专业
的 2017级优秀学子与社保各年级学生代表分享了学
习经验并增进了友谊。
上午 9时，主题分享会在教一楼 213会议室拉开

帷幕。本次活动的东道主，社保 1711的班干首先向天
平学子致欢迎词，并表达了通过本次青年大学习活动
分享经验、达到共同进步的诚挚愿望。
随后，大家在轻松愉

快的气氛中进行了发言交
流。在班团一体化建设经
验分享中，原院团委副书
记、社保 1611班班长曾嘉
俊同学提出了自己对团学
工作及毕业发展方向的想
法。社保 1711班第二本成
长记录册———《我们在路

上》，和同名纪录短片受到
了大家的一致好评。人力

1721 班团支书陈芙蓉同
学讲述了该团支部获评校
“五四红旗团支部”的奋斗

历程。省级“大学生暑期社
会实践先进个人”陈明慧
同学认为，项目的圆满完
成离不开成员间团结互
助，荣誉属于团队中的每

一个人。人力 1721 班高静同学从高中起就掌握了
Photoshop技术，进入大学后也创作了许多新作品，未来
她想借助网络热潮，实现“成立新媒体工作室”的创业
愿望。人力 1722班尹茜茜同学在成为学院的红十字协
会会长后，积极加强协会和外界的联系，与苏州蓝天救

援队达成合作并认真学习急救知识，将其运用至日常

生活中。社保 1811班徐艺文同学讲述了暑期在美国西
北大学访学交流的经历和感悟。其他同学就学习成绩、

兴趣爱好等方面分享了自己在学校和老师的引领下不
断成长、不断进步并取得优异成果的经历，现场掌声不
断。

经验分享告一段落后，大家来到校园草坪上进行
才艺表演和游戏互动。来自人力 17级的陈阳、朱蓉荣
两位同学表演的双口相声让大家捧腹大笑；社保 17级
的张文欣、廖舒林两位同学的曼妙舞姿倾倒了在场观
众，吸引众多群众围观。之后的“你画我猜”“极速前进”

等小游戏将气氛推向了高潮。

户外活动结束后，大家一起参观东校区莲池新景
观，并合影留念。最后，大家齐聚东校区新食堂，在用餐

期间还进行着意犹未尽的交流。19级新生代表陈曦冉
同学颇有感触地说：“听到学长学姐们的经验分享后，

我明白了唯有不懈地努力奋斗，才能让自己的青春无
悔、人生无憾！”

2019年 10月下旬，我携妻乘
高铁从天津回苏州，路过孔子故里
曲阜时下车，投宿于孔子居住地阙
里的阙里宾舍，以游“三孔”。宾舍

乃一家知名的儒家文化主题酒店，

有一孔子古乐舞艺术团。该团每晚

在宾舍大堂二楼，为住宿客人免费
演出。我们在宾舍住了三晚，前两
晚因对此事不详，未能观看。最后
一晚知晓情况后，便兴致勃勃地前
往观看。未料，观众除我们夫妻外，
仅有 2名北京中年来客，一共才 4
人。而艺术团规定，为保证效果，当
观众少于 10人时停演。闻此，犹如
当头被泼了一盆冷水，只得抱着一

线希望，忙去找当班的王经理
（男），陈述渴望观看演出之情。他

见我们都是远方来客，翌日要走，我与老伴又均

已年逾古稀，便让演员们勿离去，破例为我们演

出了 3个有代表性的节目，分别为古乐合奏（有
编钟）、古乐群舞、古琴独奏，还有专人报幕。台
下观众区区 4人，但演员们无论是演奏、舞姿，
还是着衣、化装，均一板一眼，毫不马虎。

乐为古代学校学生必习的六艺之一。六经

中有《乐》经。孔子曰“《乐》以发和”。他不仅以乐

为美，且视乐为构成礼制的重要元素。为此，孔

子曾向人问乐，与人谈乐，随人习鼓琴。其在齐

国闻舜时《韶》乐，听得津津有味，胜过美食，竟
一连三月不食肉。阙里宾舍孔子古乐舞艺术团
的演出，古乐之声萦回，令人发思古之幽情，仿

佛孔子之风扑面，顿觉心旷神怡。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仁”即“爱人”。作

为儒家文化主题酒店的阙里宾舍，不仅把孔子
的主张挂在口上、写在墙上，更重要的是落实在

行动上。其孔子古乐舞艺术团爱客人、放弃休

息、专为 4个普通人认真演出，名副其实。这场
不寻常的演出，着实令人感动，难以忘怀。虽已

当场致谢，意犹未尽，特付诸笔端，再表心意。

（作者为文学院退休副教授）

十月一日，举国欢腾。
勤劳勇敢的中华儿女，载歌载舞，喜迎新中国七十华

诞， 张艺谋导演成了让十四亿甲方都满意的乙方。
七十年来的探索，七十年来的开拓。伟大的祖国，您经

历了七十年艰辛与困苦，走过了七十年的坎坷与崎岖，才有

了今日的成就与辉煌。您在艰难的岁月中炼成了高洁的品
格，在战火纷飞中铸就了坚定的信念……

七十年前，开天辟地一声巨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了，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走上了繁荣富强的道路。

遥想七十年前开国大典时，飞机不够，周总理说:“飞两
遍”。如今，飞机再也不需要飞两遍，要多少有多少；当年送
您的十里长安街，如今已是十里繁荣。国庆七十周年大阅兵
上，东风-41核导弹全新亮相，祖国国富兵强。这盛世，如您
所愿。山河犹在，国泰民安，您看见了吗？

新中国成立后开展的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使社

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确立。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几十年来，中国加

入 WTO，召开 APEC会议，“一带一路”倡议得到沿线多个国
家支持……在联合国大舞台上，中国的正义之声得到更多
的响应，“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当今时代主题完美契合。在国
际体坛上，中国成功举办了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2022年
冬季奥运会也提上日程，吉祥物“冰墩墩”已与世界人民见
面。在攀登科技高峰上，从 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今
日的“中国天眼”，中国正在一步步成为世界大国，尽展大国
风采。

多难兴邦，新中国安然度过了“金融风暴”的袭击，抗击

住了“非典”的肆虐，完成了汶川、玉树的灾后重建。中国人
民在灾难面前更加坚强、团结，展示出了不屈不折的顽强精
神。

七十年的奋斗，七十年的努力，才有了今日的辉煌。如
织的高速公路，飞舞的立交桥，林立的井架，富饶的乡村。奔
腾的长江、黄河是你的血液，蜿蜒的万里长城是你伟岸的身
躯，今日之中国，傲立于世界东方。

七十年的开拓进取，七十年的自强不息，中国必将大放

异彩，中华民族必将实现伟大复兴。

我爱你，中国！

阳光是什么颜色的？
也许，它是红色的，代表温暖，给人

以希望。日出的太阳，慵懒地睡在长长
的海岸线上，像一个少女倚在一张美人
榻上，眉眼间是不尽的温柔。因胭脂而

显得更加白嫩的肌肤，许是想起了心爱

之人，脸上浮现一层红晕。红白相间，格

外动人。我想，那一抹红晕是温暖的。所
以，我想阳光也许是红色的，温暖人心。
也许，它是绿色的，清新宜人，给人

以舒适。清晨的世界，静悄悄，一切都显
得那么安逸。微风轻抚世间万物，润物
细无声中给这个世界增添了两三点颜

色。抚过喧嚣的城市，抚过静谧的小镇，

抚过波涛汹涌，无比舒适，心旷神怡。像

春天萌发的种子，给人舒服的感觉。也

许阳光与种子一样都是绿色，每一束阳

光，每一粒种子都是新生命的象征。所

以，我想阳光是绿色的，舒适宜人。
也许，它是蓝色的，如同宽广无垠

的海，给人以神圣的敬畏感。不知从何
而起，却似烙印在心里一般，无法忘却。

又如同一望无际的天，有种若即若离的
感觉，明明觉得距离很近，伸出手指想
去触碰时又显得那么遥远。或许从一开
始就注定了它与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从

盘古开天辟地开始，还是从女娲补天开

始？谁都不能准确说出时间之始，可却

仿佛都知道答案。阳光便是如此，看不

见，摸不着，却又熟悉，既矛盾又显得很

合理。所以，我想阳光是蓝色的。

如此再想，阳光是五彩的。实际上，
每件事情都会有多面性，每个人都有自
己的看法和理解，你能做的就是不让自
己有消极的想法，一心向往光明。我爱
阳光，爱清晨的微光，爱正午的强光，也
爱傍晚的淡光。希望你也如此。

儋州昔遐荒，海南今热土。旅游名胜地，三亚与海口。
三亚探海角，海口访旧友。唐宋畏南迁，岭南等死所。
昌黎出蓝关，望乡心悲苦。既至瘴江边，传道不辞劬。
东坡性旷达，琼岛肯久住。潜行教化权，黎民尊始祖。

山水钟灵秀，人物世代有。海公琼之瑞，丘公琼之琇。

贞亮立朝廷，横眉对群丑。纱帽值几钿，令名传永久。

《大学衍义补》，国策之渊薮。求古立新论，明清推翘楚。
中华地面大，俊彦南北走。但能有贡献，他乡即故土。
韦公牧吴郡，心系民疾苦。仁慈愧俸钱，世称贤太守。
乐天遵前规，惠民业绩著。至今吴人思，雕像广场竖。
人与地结缘，情感日深厚。根柢牢牢扎，收获年年聚。
柔弱鹅与雁，昂藏鹰与狗。携手建家园，不分宾与主。
苏州号天堂，有乐有辛苦。品得碧螺春，难逃黄梅雨。
南国冬无雪，海味佳果足。啖得荔枝鲜，勿惧台风吼。

物质随自然，精神贵富有。他日远相访，共话《养生主》。

致友人
阴杨 军

辛酉岁，我告别关中来吴下，执教
于上庠。癸酉岁，同窗王君辞政府职奔
海南，投身出版业。孔雀东南飞，入乡问

俗，习其水土，渐次融洽。土著呼我为新

人，我视他乡如故土。及退休，拟终焉。
料想古今迁客，或有相同感受。王君邀
我往海南观光，夙愿也。欣然从命之际，

吟成小诗以寄意。

（作者为文学院退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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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摘自校园网“视觉苏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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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懈奋斗 无悔青春
———记石湖与天平学子“青年大学习”主题分享会

阴社保 17 王依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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