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丰子恺 著

内容简介：本书精选丰
子恺的经典散文40篇，分五
卷展现生活的五个侧面，从
孩子们的日常到猫猫狗狗
的闲趣，从到山中去的雅情
到在人海中静观的领悟。
看似描绘生活闲情雅趣，却
抒写了丰子恺清心自在的
人生哲学。透过喧嚣世界
的表象看透生活的本质，把
平凡的生活过得简单快乐。

《简单甚好》

书海

杂谈

读书这事还要怎么说呢？说多了不读的人还是
不读，但还是要说，这是种正能量的传递。

读书，最直接的好处是一般不会有什么特别严重
的心理问题。有人把心理咨询当饭吃，为什么不读书
呢？脑子里读进去，心里长出来的才是你自己的成
长，别人拿不走，你的心茁壮了，自己就知道怎么处理
问题，怎样对人生负责。

读书的第二个好处，是学到了知识，扩大了见识，锻
炼了思维，累积了能力，能够让手头的工作更得心应手
些，让开拓的事业更顺风顺水些。毕竟对大多数而言，
实现人生的高度，还是需要一本本书籍来垫脚增高。

但浩如烟海的书籍中，如何选择，怎么读。其实，
读书是一种师徒关系，在每个领域找到最好的作者，
尊为老师，追随他的著作往下读，好比他带着你言传
身教，他的所学，所想在文字里，在逐字阅读中你若用
心定能有所收获，且节省时间。

但读书要内化为心，不是件轻松事，人的大脑本
身就贪图享受，不喜欢专注。但不看书注意力会越来
越难集中，如今不少成年人有注意障碍，很多还觉得
自己心理有问题，事实上是注意力不行，大脑一直不
能专注。不要让大脑继续懒下去，一天读一本做不
到，至少看十页书也是好的。

值得警醒的是这种保持读书的动作须成为日常，
就好比每天要吃饭、睡觉，要是哪天没看书就觉得有缺
失，说明读书成为了你生活的一部分。

还有，读书的速度因人而异，因书而异，有些书读
的快有些书读的慢，根据书的节奏来，不必强求，想跳
读的时候跳读，但读完记得与人分享。检验一本书是
否读出了成效，有一个好办法就是跟别人说清楚这本
书，要求自己五分钟内说完，如果你觉得你说不清楚，
那就值得怀疑自己只是知道，不是理解。这样做避免
了读死书、死读书。

读多少书才是个尽头？一位教育学家曾说：如果
你想当个作家，但连1000本书都没读完那根本不可
能是个好作家。如果你想过上有书的生活，至少不能
少于300册藏书，最好以藏书1000册为目标。

1000本书看上去有些多，毕竟是定位作家的基本
储备，但对普通人而言，有个参考值，让我们明白读书
是一辈子的事。

不要让大脑懒下去
○甘青

桂花开了，温泉热了，咸宁最美的金秋，诗人叶

文福又一次悄悄地回到了家乡。

站在街头深深呼吸一口弥漫着桂香的空气，叶

文福说，这不只是花香，而是家乡的味道，怎么也

闻不够。

“为什么我眷恋这块土地？因为她和我一起承

受了那么多苦难，又送给我这么多幸福！”10月12

日，一身红色唐装，满头银丝的叶文福，对咸宁日

报讲述起那些有关家乡的、苦乐交织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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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管见

名作欣赏

时光流转，风物流转，但流转的文字
深处依然洋溢着不尽的馨香，让人在阅读
的快意里领略故都北平的无限风光。阅
读陈鸿年的《北平风物》就着实让人于一
份文字的馨香里，触摸到了北平的灵魂。

陈鸿年的《北平风物》是一本记录民
国时期老北京风物人情的书籍，1970年台
北正中书局出版了繁体字版的《故都风
物》，后九州出版社出版简体字版时将书
名改为《北平风物》，对于研究北京历史、
地理、民俗、方言等具有很高价值。《故都
风物》共分五章，分别记录了老北京的风
情、业态、市肆、庙会、货声、习俗、游乐、饮
食等诸多方面，对上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
年代北京的市井生活记录详实，其叙述入
木三分，刻画形象，读来令人如临其境，故
都北平的风物形象跃然纸上。

陈鸿年记录故都北平的风物，贵在一
个“活”字。他的文字了少缺了叙述的程
式化，没有说教，而是在灵动的述说中让
风物说话，让故事说话，让那些曾经鲜活
的物事说话，这样以来，读者在阅读中自
然就少了滞涩与凝重，多了一份情趣，多
了一份欲念，为远去的故都风物，为风物
令人心动的具象。本书内容平实，讲述以
纯正的老北京文字语汇将那个时代的风
貌呈现出来，活灵活现，呼之欲出。如叙
写北平人喝早茶的情状：“北平人早起喝
茶，是第一件不可少的事。尤其酒后睡
醒，远路歇脚，好好沏上一壶茶，真是沙口
解渴，醒酒提神，一时愁尽，两腋生风。”让
人顺着文字的指引，似乎都能嗅出当年北
平人晨起那一杯杯馨香氤氲的杯茗，似乎
意味深长地品咂一口，昨夜的劳顿已然从

胸中逸散而去，声色具象，风情尽然。再
如《遛鸟人》对北平养鸟人对鸟笼的珍爱，

“每一养鸟人的笼子，莫不干净漂亮，处处
讲究。比如鸟笼上面的挂钩铜饰件，擦得
随时鉴可照人。两边挂的食罐、水罐儿，
烧瓷精致，娇小玲珑。笼子经常保持得橙
黄光亮，一尘不染，笼子里面的笼垫儿，无
论白布、月白布的，总是干干净净。”这让
人在领略北平人对鸟之挚爱的同时，更似
爱屋及乌，就连手中的鸟笼也是珍爱有
加，从“鉴可照人”“一尘不染”让人联想到
当年手执鸟笼游走在大街小巷的北平人
内心是何等的悠然自得，他们享受着的不
仅是鸟鸣啁啾，更是对自然的热爱与回归，
由此可见，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以及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我们亲临自然，感知
自然的机会确是少了。如此想来，陈鸿年

留给我们的不只是那些远去的风物，更是
留给我们心灵深处的自省与寻觅。

另则，陈鸿年之所以能对故都北平的
风物有着如此深情地描摹与叙写，除作者
久居燕京广博见闻之外，从另一个侧面反
衬出作者对故都北平心灵深处的热爱，以及
对生活细节的深入观察与领悟，如在《斗蛐
蛐儿》中，“蛐蛐儿与蛐蛐儿见面，不论是谁，
就好像仇人见面，分外眼红，立刻盘马弯弓，
严阵以待，振翅长鸣，如同叫阵，张开两只血
红血红的大牙钳子，气吞山河，势不两立的
样子。”这样的叙写在文中不胜枚举。

在馨香文字里触摸北平的灵魂
——读《北平风物》有感

○任随平

新书荐读

本报讯 见习记者周莹 、实习生祝
丹娜、通讯员雷空报道：11月6日，全市
公安系统100多名嘉宾参加了我市智慧
平安小区现场观摩会。并实地参观了由
湖北安警数据服务有限公司建设的我市
首个智慧平安小区试点——中央城。

该小区系统建设项目有紧急报警求
助系统、人脸识别系统、车辆出入管理系
统、小区WIFI系统、周届防护系统、视
频监控防护系统、135灭火救援指挥调
度系统、人员出入管理、楼宇门禁系统、
电梯应急救援系统、消防物联网监控管
理系统、智慧燃气管理系统、能源检测管
理系统、电子巡更系统、信息发布系统。

全面提高了小区安防水平，有效强化了
小区流动人口管控，降低案发率，助力智
慧城市建设，为构建城市安全智能保障
体系和智慧城市建设提供基础保障。与
会人员要求全市公安局对智慧平安小区
进行摸底，湖北安警数据服务有限公司
做好项目规划、设计。全市按照中央城
模式进行全面推广。并明确了2018年
必要完成的22个试点小区。

据了解，此次现场观摩会是市公安
局对首个智慧小区—中央城试点的验
收，也是全面启动全市智慧平安小区的
动员会，将推动咸宁市智慧平安小区项
目整体落地。

我市召开智慧平安小区现场观摩会

《考古的故事》
内容简介：我们的祖

先过着怎样的生活？他
们有过怎样的战斗、创造
过怎样的文明？那些一
度辉煌又湮灭的文明，经
历过怎样的跌宕历史？
考古学界领军人物埃里
克· H.克莱因近日出版新
书《考古的故事》，全面呈
现了考古的方方面面，是
了解考古学、人类文明与
历史的经典入门书。

（本报综合） 埃里克· H.克莱因 著

“他是一个诗人，他用自己的诗句
写下对家乡的热爱和怀念。”叶文福的
爱人王粒儿这样说。

《家乡温泉》、《家乡莲湖》、《岁
末思乡》、《家 山 竹》……咸宁的桂
花、莲藕、竹海、青山，哪怕是家乡的
一条小溪流，都成了叶文福诗中的
意象。尤其是近些年，对家乡对故
土的思念，成了他写诗、写文的主要
内容。

他曾经在一篇散文中写道：“我几

乎是无穷无尽地眷恋我的家乡，我的
家乡是我思绪的卵巢，是我对祖国，对
人类的全部情思……”

此次回咸宁，叶文福也表达了对
家乡的思念与祝福。他说，我在外面
闯荡了半个多世纪，最怀念的土地是
家乡的土地，只有家乡的土地像母亲
的乳汁一样养育了我，我所有的痛苦
和幸福都在这块土地上生长，我所有
的诗都是在这块土地的滋养下悄然生
成。我热爱家乡的一草一木，每一次

回来，每走到一处就止不住思绪万
千。我感谢家乡养育了我，也欣喜地
看到家乡的巨大变化。

愿我的家乡和我们民族一起，在
未来的日子里留下更辉煌伟大的篇
章。

诗人叶文福：故乡是我一切的源头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周萱 摄影 刘震

叶文福说，他的生命中，有两本重要的诗，一
本是《普希金诗集》，一本是《离骚》。这两本诗与
自己的两位恩师有关。

“我在咸宁二中读书时，我的老师马益珍送给
我一本《普希金诗集》，这本普希金诗集对我的一
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叶文福回忆，尤其是读
到普希金对待沙皇关于十二月党人的提问“愤然
而起”、“昂然回答”时，深深被触动。“我一辈子很
多‘愤然而起’源头就是从这里来的。”

从此，一直跟随父亲诵读古诗的叶文福开始
爱上了现代诗。而对老师马益珍，叶文福也一直
铭记于心。

如果说普希金是叶文福写了一辈子的诗，那
么《离骚》则是叶文福读了一辈子的诗。

“1958年的一天，我去阅览室时，听到一个优
美的声音正如吟似唱地轻哼……”叶文福至今都
能回忆起那副场景：一位女老师正靠在椅子上，阖
着双眼轻声吟唱，一下子吸引住他。后来老师告
诉他，这就是是屈原的《离骚》。

“我再也没有听过这样动听的《离骚》。也是
从那个时候起，我断断续续背了60年的《离骚》。”
叶文福说，离骚不似普希金，带给他爆炸式的震
撼，而是如水一样，浸润着他，滋养着他，让他在这
一生漫长的岁月里细细品味。

虽已年届七旬，叶文福回忆起往事仍思路清
晰。他饱含深情地讲述，时而语停，陷入短暂的回
忆，时而长吁一口气，忍住眼眶中的热泪。

他说，家乡是我一切的源头，有我苦辣酸甜的
回忆，叫我怎能不思念她？

家乡，是我一切的源头

1964年，叶文福应征入伍，从此离
开家乡。几十年来，在外经历了风雨
坎坷，但只要回到家乡，总能感到内心
的温暖和感动。

当叶文福遭遇人生最低谷的时
候，他无人可倾吐交流，只能回到老
家，偷偷趴在母亲坟头痛哭一场。

曾经就读的蒲圻师范的老师们听
闻他回乡，主动为他接风洗尘。

叶文福现在还记得，老校长任鑫
平在席上的一段话。他说，叶文福以

前是我们的学生，他在困难时回到我
们身边来了，我们应该高兴。一个教
育工作者，能张开翅膀，像老母鸡似的
庇护自己的学生，用自己的体温去温
暖他们，是一种高尚的幸福，也是教育
的魅力之所在。

“任鑫平校长，还有余以英、王志文
等等我的老师，他们对我的关怀和教育
和空气一样，包围着我。”叶文福说。

3年前，叶文福回到咸宁时，则是
意外收到了曾经的学生带来的感动。

叶文福曾在浦师附小教当过一段时间
教师。2015年，他所带的四（一）班学
生发起师生聚会。几十年不见，叶文
福仍清晰记得班上学生的名字，甚至
他们的座位。而学生们看见老师，也
分外激动。一个已经60多岁的学生像
孩子一样拉着老师流泪，背诵了很多
叶文福的诗……

故人，让故土有了故事，有了回
忆，有了温度，有了依恋……叶文福
说，家乡，是我永远的港湾。

家乡，是我诗歌的灵感

家乡，是我永远的港湾

A

B

C

11月6日，夜幕降临，在偏远的官塘
驿镇丰乐畈村通村公路上，却如城区一
样，华灯璀灿，灯火通明，大路两旁刚刚
安装的数十盏路灯熠熠生辉。“赤壁市民
政局驻村工作队为我村办了好事、实事，
让我们夜间出门再不用摸黑了。”官塘驿
镇丰乐畈村村民但昭华对笔者说。

根据咸宁市关于开展“点亮乡村· 光
彩惠民”行动的有关精神，赤壁市民政局

筹措专项经费10万元，为官塘驿镇丰乐
畈村、中伙铺镇李家港村改善村级公共
基础设施条件，实施光明工程，解决村民
夜间出行照明。9月底已完成对官塘驿
镇丰乐畈村11个村民小组45盏路灯的
施工安装；10月底完成了中伙铺镇13个
村民65盏路灯的施工安装，使帮扶村村
民切实享受到了党的惠民好政策。

（马景刚）

赤壁市民政局筹资点亮乡村路

受委托，我公司公开拍卖以下标的：
一、标的物基本情况：位于嘉鱼县鱼岳镇梁家山路（比

伦纸业公司对面）和龙潭大道交汇处嘉鱼县三湖连江水库
副坝鱼塘三年租赁权，面积约：58亩（鱼塘共分大小13
个），参考价：2.9万/年，竞买保证金：1万元；

二、竞买人资格：1.参加竞买须提出竞买申请，并提供
竞买须知中要求提供的相应文件资料。

2.本次拍卖标的使用用途只能作为水面养殖。
三、报名时间和地点：申请人可于2018年11月21日

16时前交纳竞买保证金(以到账为准）并持相关证件到我
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四、拍卖标的自公告之日起在其所在地公开展示。
五、拍卖时间和地点：本次拍卖会定于2018年11月

22日10时在嘉鱼县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嘉鱼县司法
局6楼会议室)举行。

六、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一）湖北泉盛拍卖有限公司
电话: 18871500917（朱）
地址: 咸宁市咸宁大道39号国际大厦A座19层
（二）竞买保证金指定银行账户
户名：湖北泉盛拍卖有限公司
开户行：咸宁市工行泉塘支行
帐号：1818000509200009211

湖北泉盛拍卖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8日

拍
卖
公
告

武汉江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嘉鱼高地·天境项目1#、2#、3#、4#、
5#、6#、7#、8#、9#楼工程现已经进入关闭清算阶段，现通知各债权人携带相
关资料，及时申报债权。

一、申报时间、地点、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1、申报时间:本公告之日起45个法定工作日内
2、申报地点:武汉市江汉区前进路181号
3、联系人:龙华云
4、联系电话: 027-85420293
二、申报债权债务关系之范围
申报人与嘉鱼高地·天境项目部形成的真实、合法、有效的债权债务关

系。并且自该债权债务关系产生之日起符合中国法律关于诉讼时效及其他
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本次申报不构成对无效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已过诉
讼时效的债权等)的重新有效确认。

武汉江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8日

债权申报公告
咸宁升泰建材有限公司遗失税务登记证副本，证号：421202097998291，特声明作

废。
赤壁陆水河航电开发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法人章两枚（刘德华印、朱建

平印），特声明作废。
咸宁市德佳贸易有限公司遗失空白发票一份，发票代码：4200164320，发票号码：

11696404，特声明作废。
方贤遗失通城县天成电子经营店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21222MA4D5CFJ7E，特声明作废。
湖北武洋钢铁贸易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1202MA48PMB91F，特声明作废。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咸宁市分公司花坛营业厅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21200082339074X，特声明作废。
湖北半亩塘文化艺术有限公司遗失地税、国税税控盘，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1281MA4901HR4Q，特声明作废。
胡敏遗失赤壁市永聚发建材店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22302700003551，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电话：3066175 3066171 3066230
地址：崇阳县天城镇程家巷36号

崇阳中医院崇阳中医院
骨伤科骨伤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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