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简介：
山西省现在保存着全

国约 70%的明以前大木构
建筑，山西南部的临汾、运
城地区，被誉为“古建筑爱
好者的天堂”。作者用真
诚的文字搭配 157 幅精美
手绘，将晋南124处古建之
美展现给读者，让我们能
更深刻地感受传统古建之
美、了解其中的历史和人
文故事。 连达 著

《得乎檐角梁柱间：寻访
晋南乡野古建》

新书荐读

一部有温度的信仰史
□陈华文

《我心永向党：家
书里的百年信仰》

张丁编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在建党百年之际，《我心永向党：家书里的百年信仰》近日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
版发行。

《我心永向党：家书里的百年信仰》收录百年家书资料，时间上横跨1921年至
2021年，与中国共产党百年的革命与建设历史相吻合，分为“为了民族的解放
（1921-1949）”“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1949-1978）”“永远听党话，跟党走
（1978-2020）”三章，用家书独有的真实和鲜活呈现党史中的重要时期、关键事件
和关键人物，从不同侧面集中体现百年来共产党人对信仰追求与坚守，是中国共产
党波澜壮阔百年历史的缩影。

家书是亲人之间交往的一种载体，
历代以来，中国人都有写家书的习惯，很
多家书，经过岁月的积淀，成为认识一个
时代、一个社会或者一种思想的重要见
证。阅读有价值的家书，有的带来思想
启迪，有的带来精神力量，有的带来深邃
的思考。通读《我心永向党：家书里的百
年信仰》一书，不仅可以感受到百年来中
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之坚定，还从另
外一个方面感受到共产党人崇高的道德
品质和修养。

本书编者张丁是中国人民大学家书
博物馆副馆长，家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多年来专注于家书的搜集、整理和研究，
其成果颇丰，社会影响较大。除了本书
之外，先前主编或编者的图书有《抗疫家
书》《抗战家书》《红色家书背后的故事》
等等。

《我心永向党：家书里的百年信仰》
所选家书，包括老一辈革命家家书、先烈
家书和普通党员家书，是从6万多封家
书中精选而出，其中有的家书为首次公
开发表。书中共收录50余封家书，每篇
家书由原文、家书背景、信仰之光组成，
并穿插相关人物照片，各部分基本上以
家书写作时间排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
百年大党的奋斗史。

本书中收录的一封封家书，充分彰
显了家书中关于共产主义信仰的精华，
将波澜壮阔的党史与新中国史以生动真
挚的方式娓娓道来。一封封家书或长或
短，有的语言朴素，有的满怀激情，在家
书阅读中完全可以感受到家书的作者
们，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和无畏牺牲
的境界。正是坚定的信仰，在共产党人
的心中生根发芽，他们才具有勇往直前
的力量和动力，为民族解放和复兴而鞠
躬尽瘁。

书中的一封封家书，读来令人感慨
无限。1921年春，中国共产党诞生前
夕，17岁的任弼时自上海坐船，与刘少
奇、萧劲光等一起，取道日本，赴苏联留
学。出发之前，他给父亲任思度写了一
封信。他在信中写道：“只以人生原出谋
幸福，冒险奋勇男儿事，况现今社会存亡
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
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人的希望和
责任，达此便算成功。”信中，任弼时是一
名体谅父母辛苦、胸怀改造社会大志的
有为青年。他受先进思想的影响，以追
求大多数人的幸福和社会进步为己任，
不惜出国求学，寻求救国救民真理。

聂荣臻和任弼时一样，青年时期就
寻求救国之道。他早年在法国勤工俭
学，积极投身旅法学生运动，1922年转
赴比利时就读于沙洛瓦劳动大学化学工
程系。在此期间，他给国内的父母写信，
信中写道：“所学何为？绝非一衣一食之
自为计，而在四万万同胞之均有衣有食
也。亦非自安自乐以自足，而在四万万
同胞之均能享安乐也！此男素抱之志，
亦即男视为终身之事业也。”年轻的聂荣
臻把小我融入国家民族的大我之中，在
家书中显示了将来为国家为民族不懈奋
斗的气概，他的家书就如同一份革命宣
言书，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党的事业。

夏明翰参与和领导我党早期的工农
革命运动，1928年，28岁的他因叛徒出
卖不幸被捕，在汉口英勇就义。在刑场
他宁死不屈，写下气撼山河的绝命诗：砍
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
有后来人！他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自己
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其壮举教育和激
励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临行前，他
写给母亲、妻子和姐姐的家书，读来格外
感人。在给母亲陈云凤的信中写道：“相

信你会看到我们举过的红旗飘扬在祖国
的蓝天。”在给妻子郑家钧的信中写道：

“‘各取所需’终有日，革命事业代代传。
红珠留着相思念，赤云孤苦望成全，坚持
革命继吾志，誓将真理传人寰！”在给姐
姐夏明玮的信中写道：“我一生无遗憾，
认定了共产主义这个为人类翻身解放造
幸福的真理，就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甘
愿抛头颅、洒热血。”在他的字里行间里，
表现出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勇气，同时
对共产主义信仰深信不疑，愿意为此付
出生命的代价。

赵一曼是优秀的女共产党员，“九一
八事变”之后，她主动请缨到东北从事抗
日武装斗争，最后被捕壮烈牺牲。1936
年8月2日，她在临刑前给儿子连写两封
篇幅不长的家书。她是革命者，也是一
位母亲，在信中表达了自己没有尽到做
母亲的责任，感到遗憾。但是在小家和
大家的面前，她只能舍弃小家。对于自
己即将离开人间，她并没有感到恐惧和
害怕，在信中，她希望儿子“在你长大成
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
国而牺牲的！”“母亲死后，我的孩子要代
替母亲继续斗争，自己壮大成长，来安慰
九泉之下的母亲！”写下两封家书后，赵
一曼英勇就义，时年31岁。

1927年在中国革命极为坎坷艰难
之时，51岁的徐特立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从此终身为党奉献。新中国成立后，
他曾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中
共第七、八届中央委员。一直想着群众，
为了群众。他不仅这样要求自己，还要
求自己的家人。1953年9月28日，徐特
立给女儿徐静涵的信中写道：“我希望你
们每一日每一刻都不要为自己着想，上
半晚想自己的困难，下半晚一定要想群
众的困难，以及政府的困难，机关负责人

的困难。”对于子女，徐特立从不搞特殊
化，从不以权谋私，徐静涵此时是上海一
家食品店普通的营业员。

孔繁森是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
优秀援藏干部，为了建设西藏，他两次援
藏，克服高原缺氧、身体不适等众多困
难。在援藏过程中，他心里始终装着藏
区群众，在文教、卫生、民政等工作中昼
夜操劳。年近半百的孔繁森任阿里地委
书记后，不到两年时间里，全地区106个
乡他跑遍了 98 个，行程 8 万多公里。
1993年9月20日，他在住院中，给刚考
上大学的女儿孔玲写信。信中，他结合
自己的成长经历，告诫女儿要学会独立
生活，勤俭节约，树立明确的奋斗目标。
希望女儿“尽早成为一个人格、素质俱佳
的对社会有用的人。”他还写道：“我现在
只能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在党安排的
岗位上踏踏实实地做点贡献。”孔繁森的
家书虽然朴素无华，但是彰显出一名优
秀党员实干苦干的崇高品质。

《我心永向党：家书里的百年信仰》
一书中，每一封家书读来都令人动容。
有的家书并没有因时间久远产生心理隔
阂，反而读来依然具有启示和教育意
义。值得一提的是，书中还收录了2020
年武汉战“疫”中党员医务工作者、基层
干部的家书。在这些家书中，呈现出新
时代党员在不畏生死、逆行出征、攻坚克
难的战疫精神。家书是家庭成员之间坦
诚交流的一种方式，每一封家书的作者
在家书中，都真诚地显示了自己的所思
所感。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就是共产
党员，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旨就是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在寻求民族解放和复
兴接续奋斗的征途上，他们用坚定的共
产主义信仰，为百年大党书写辉煌。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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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协办
服务热线：81302318273649

市公积金中心

提升政务服务满意度
本报讯 通讯员蒋凌峰、吕敏芳报道：近日，从

事房地产中介服务的盛女士由衷赞叹道：“现在办理
二手房公积金贷款真方便，所有与贷款有关的业务
在公积金窗口一次都可办结，再也不用到处跑了！”

原来，盛女士在中心城区从事房产中介业务，在
办理客户房产过户后，需要协助购房人办理公积金
贷款。以前在公积金窗口办理完贷款面签，然后持
办不动产抵押登记所需资料再到不动产登记中心窗
口叫号排队，两个部门窗口来回跑，往往得耗时半天
甚至一天才能办完。

针对这一现状，去年底，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市
不动产登记中心大胆尝试公积金贷款申请、抵押登
记“一窗通办、一事联办、一套资料办到底”。 两个
部门的业务在一个窗口,只需40分钟就可全部办
结，无需群众跑路，节省了许多时间和精力。截止3
月底，该中心已成功办理“一事联办”业务90余笔，
极大地方便了群众。

市住房公积金中心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充分
利用政务服务平台，不断创新服务举措，优化服务流
程，推出更多“零”
跑路，“零”资料的
公积金服务，不断
提高公积金缴存
职工的幸福感。

咸宁市劳动就业管理局遗失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21200421225558D，特声明作废。

沈玉宝遗失位于赤壁市车埠镇芙蓉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
营权证，证号：421281103211010105J，特声明作废。

刘 纯 勇 遗 失 出 租 车 从 业 资 格 证 ，证 号 ：
422301197501275710，特声明作废。

遗失
声明

本报讯 通讯员乔志报道：
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公司《关于做
好2021年春季工程复工安全管控
工作的通知》要求，5日恒泰公司
召开施工现场会，加强对在建供
电营业所施工项目的安全管控，
按照“围绕一个目标，强化五项措
施”的具体实施办法，有序推进各
项工程的顺利复工复产。

严安全考核。严格落实“新春

第一考”要求，组织做好全员安规考
试，严肃考核奖惩，把好外包队伍的
入口关。严开工审批。对照“复工
五项基本条件”和“工程复工标准化
检查（自查）卡”，认真开展施工现场
安全巡查，及时召开复工前“收心”
会，严格执行施工现场安全措施到
位后、督查检查到位后方可复工复
产的管控要求。抓目标沟通。及时
就施工方案和项目计划安排，加强

与业主方、施工方的双向沟通，把参
建各方思想行动高度统一到里程碑
目标要求上来，确保行动统一，步调
一致的完成目标任务。抓文明施
工。加大施工现场管控力度，按照
标准化管控要求，针对各个现场提
出整改措施意见及建议，维护良好
的施工环境，保障工程施工质
量。抓计划管控。落实计划是作
业风险管控源头的管理要求，按
照里程碑节点，倒排工期计划，认
真编制《开复工工程项目计划清
单》和《公司供电所建设情况表》，
严格施工的过程管控。

咸宁市丰源电业有限责任公司恒泰分公司

加强在建工程安全管控

本报讯 通讯员乔志报道：
为了进一步增强全员保密意识，
筑牢保密防线，恒泰公司于6日开
展了保密知识学习，全体干部员
工参加了此次培训。

公司保密人员对什么是“保
密”、保的是什么“密”、为什么要

“保密”、谁来“保密”、失泄密的责

任是什么、工作中保密注意事项等
方面做了细致的解读。会议强调，
保密工作关乎国家和企业安全，是
一项长期、复杂、重要的工作，必须
常抓，狠抓，严抓。一要加强学习，
使自己的思想、业务素质、能力水
平适应新形势、新情况，不断学习
政治理论和保密法律法规，增强政

治敏感性。二是严格遵章守纪，工
作中要自觉遵守保密纪律，做到不
该说的话不说，不该提供的文件绝
不提供，不随意复印密级文件资
料，生活中要严以律己，规范自己
的言行。三要加强管理，对涉密载
体、文件等设备资料加强管理，认
真做好登记，不能有丝毫懈怠，持
之以恒，坚持不懈，严守保密规定，
牢固树立保密“红线”“底线”意识，
筑牢严防泄密的思想防线，扎实做
好恒泰公司保密各项工作。

咸宁市丰源电业有限责任公司恒泰分公司

开展保密知识培训

本报讯 通讯员刘益宁、王冰
报道：为积极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
于减税降费工作的重要决策部署，
激发微观主体活力，促进实体经济
发展，咸安区税务局进一步完善工
作机制，积极推动各项减税降费政
策落到实处。

完善督察督办机制。明确由法
制部门负责减税降费政策落实情况
的督查督办，建立健全整改台账，对
政策落实中发现的问题逐条梳理，记
入整改问题清单，实时动态监督整改
情况，并根据整改情况逐项销号。

完善情况通报机制。每月召开
业务例会，在例会上通报各项减税降
费政策落实情况。同时由法制部门按

季在局务会上对发现的问题和整改情
况作通报，进一步强化领导干部思想
认识和责任担当，提升工作成效。

完善绩效考核机制。将减税降
费政策落实及问题整改情况纳入全
年绩效目标考核，对未全面落实、未
及时整改、整改不彻底、整改未开展
等情况在考核中作扣分，引导、约束
减税降费工作落实。

完善责任追究机制。牢固树立
落实好减税降费政策措施是硬任务
的理念，坚持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
对于工作中有重大疏漏、“不作为”

“乱作为”等情况依规依纪严肃追责
问责，以严肃的纪律确保各项减税降
费决策部署得到严格的贯彻落实。

咸安税务

完善工作机制助推减税降费落地

图书馆可以说是一座城市书香气息
最浓的地方。与书香相约，怎能少了墨香
相伴？

自咸宁市图书馆新馆开馆以来，营造
浓厚书香味的同时，不忘让翰墨飘香，让
墨香怡人。

“读书万卷始通神”“温故而知
新”……3月28日，记者走进咸宁市图书
馆，从一楼到二楼的走廊、阅览室、办公室
里，悬挂着近百幅书画作品，其中书法作
品多为古代诗词和关于读书的名言佳句，
绘画作品则多是山水花鸟。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在走廊里
的一处书法作品前，市民林女士轻声念给
一旁的儿子听。她说：“书画作品装饰着

图书馆各处，散发着浓郁的文化气蕴。”
咸宁市图书馆馆长蔡骏介绍，早在

2019年，该馆就陆续开始悬挂书画作品，
去年，还专门邀请咸宁市老年书画家协会
的知名书法家书写与阅读相关的名言名
句，并将其悬挂在咸宁市图书馆总馆和5
个香城书房里。

打造“墨香书房”，除了让外在环境充
满墨香味，更要兼顾内涵提升。去年8
月，咸宁市图书馆开设了“读好书、写好
字”书法公益课，湖北科技学院艺术学院
退休老师任能武主动自愿义务为相山书
院香城书房里的孩子上课。

得知有书法公益课，读书爱好者们
踊跃报名，很快，20多人的公益课就满

员了。
课堂上，任老师先让小朋友们掌握正

确的坐姿，然后从如何握笔、下笔、运笔等
基本功入手为小朋友们详细讲解了书法
的知识。横、竖、撇、捺、点，看似简单实则
另有技巧，小朋友们都认认真真地听着老
师的讲解，仔细看任老师亲笔示范，大家
全神贯注，反复练习。

今年10岁的刘林第一时间就报了
名，起初她是为了沉淀内心，让浮躁的心
安静下来。越深入学习，她越发现书法
的一笔一画、一横一竖都充满韵味，从而
爱上了书法。除了每节课准时报到，她
每周还会抽出三四个晚上在家练习一个
多小时。

通过书法公益课爱上书法，像刘林这
样的读者，咸宁市图书馆还有不少。尽管
都是初学者，但在图书馆自办的书法展
中，多名学员积极报名参加，以书法的形
式呈现。

除了让广大读者感受墨香魅力，咸宁
市图书馆还针对读者组织了多场墨香活
动：每年春节期间，举办“墨迎新春”送春
联活动，邀请书法家现场挥毫泼墨；举办

“为了最美夕阳红”咸宁市离退休职工书
画展览，通过市民手中的笔，展现魅力咸
宁的风采；举办少儿读者书法大讲堂，邀
请百名少儿读者感受书法的魅力……

书香氤氲，墨香滋养，咸宁市图书馆
以自己的魅力吸引着众多市民。

浓浓墨香入书房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通讯员 贺越珊

万古人间四月天
——读《林徽因传》有感

○ 王恬

以前，对于林徽因的了解，仅限于她的诗作，及与梁思
成、徐志摩、金岳霖的故事。

很喜欢《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中的最后几句：“你是一树
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
是人间的四月天！”喜悦、青春、活力、期许之情尽在字里行
间。对于这样的她，我最多也是欣赏了。

可是读了《林徽因传》之后，增添了深深的钦佩。世人
熟知她的诗、她与几个优秀男子之间的情事，却很少知道她
在其他方面的事迹。

是的，她的诗文造诣颇深，但她还有更多值得后代学习
的地方。关于她的童年，她的儿子是这么说的：“她爱父亲，
却恨他对自己母亲的无情；她爱自己的母亲，却又恨她不争
气；她以长姐真挚的感情，爱着几个异母的弟妹，然而，那个半
封建家庭中扭曲了的人际关系却在精神上深深地伤害过她。”

童年生活的不幸，大概促使她日后不断追求人格上的
独立与自由。少女时期与父亲游历欧洲，开阔了眼界，同时
也遇到了日后纠缠、相知的徐志摩。之后同梁思成去美国留
学、结婚、度蜜月、考察古建筑。这一切似乎都很顺利。可
惜，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后，他们一家不断南迁，长沙、昆明、
李庄，尤其是在长沙差点死于日寇的炸弹。

九年的战时流亡生活，摧毁了她的健康，偶尔也伤神过，
但她从来没有放弃，从未间断过建筑事业，依然坚守着。抗
战胜利后，回到北平，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人民英雄
纪念碑的设计，拯救了传统景泰蓝工艺。曾参与北京市的城
市规划，为北京市古建筑的保护奋力力争过，然而无果。

一九五五年四月一日，病逝于同仁医院，年仅五十一
岁。可是她的一生何其绚烂！有丈夫如梁思成，有知己如徐
志摩、金岳霖、费正清夫妇等，对诗作、小说、散文、戏剧，尤其
是建筑，有过很大的贡献，培养过许多知识分子，结识了许多
忘年之交，育有一双儿女，设计过国徽、人民英雄纪念碑……

她被胡适誉为“中国一代才女”，她的一生真真无愧于这
句评语。“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是金岳霖和邓
以蛰为她写的挽联。我想她所做的，以及她本身，足以“万古
人间四月天”，名垂青史。羡煞旁人，也不为过，值得钦佩！

名作欣赏

王安忆 著

内容简介：
本书是王安忆自1988

年至今的外国文学阅读
史，是她对经典巨作的一次
次品读与回味，是经典在时
间跌宕中的又一次新生。
她以创作者的敏锐和感知
力，以女性特有的细腻与
共情，带我们走近托尔斯
泰，走近狄更斯，走近勃朗
宁姐妹、马尔克斯、伍尔夫、
阿加莎……（本报综合）

《遥想手工业时代——
王安忆谈外国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