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直便知道你的美好，
在“撑着油纸伞，独自仿徨在
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
的，结着愁怨的姑娘……”
里；在《色戒》让人眼花缭乱
却又各放光彩的女主人公服
饰上；在以“你”为名的集谍
战、情感等元素于一身的电
视剧中……叶倾城曾有这样
对旗袍的赞美之词：“灯火初
上，着一袭旗袍香风细细在
城市的陌陌红尘里，毫不夸
张的面料，却有蝴蝶的色彩
和构图；婉约到极点的式样，
却分明说着无比大胆的春
光。沉静而又魅惑，古典隐
含性感，穿旗袍的女子永远
清艳如一阕花间词。”

大概因为在书中与电影
中见识了太多太多旗袍的美
好，当我真得在母亲的手上
看见那一袭旗袍时，内心却
有那么一丝丝的抗拒，母亲
体型偏胖，总怕这旗袍到了
她身上便变了味道，从而让
我失去了对旗袍最深切的期
盼。当母亲从试衣间走出
时，我突然发现我所有的期
盼并没有落空，任何一位女

性在穿上了合体的旗袍后，
其本身所散发出的韵味足以
让人沉醉。有人说，旗袍的
精髓在于其恰到好处的收腰
以及其完美的开叉和高高的
竖领。恰到好处的收腰使女
人的曲线表现得淋漓尽致；
高高的竖领使女人的头颅高
高抬起，更添加一份自信之
美；而两侧的开叉则使身着
旗袍之人在高雅中又增添了
一份性感。一件好的旗袍不
仅仅是服饰，更是一件精美
的艺术品。而旗袍似乎与生
俱来就有着一种高贵的血
统，就像是有灵魂一般，在不
同的时代里，扮演着不同的
角色，承担着不同的重担，但
却又同样的细腻、含蓄、柔
情。

记得艺考中看过的《花
样年华》,张曼玉将女主人
公各款式的旗袍都演绎到了
极致，喜欢看 《花样年华》
只是为了看苏丽珠那几十套
各式旗袍，穿在妩媚的张曼
玉身上。喜欢《潘玉良》里
的巩俐，在这个风尘女画家
的身上，野性又知性的美，
就因为一袭白色的旗袍而得

到最绝妙的统一，美得让人
心动。喜欢《风声》中周迅
的一颦一笑。旗袍的中式领
不仅能突出她纤细的美脖，
还显得挺拔。虽然说周迅的
身材非常单薄又纤瘦，但是
至臀的开衩让她的一双修长
玉腿尽收眼底。精致的手工
刺绣更突出她的品味与高雅
脱俗的女性气质。喜欢李冰
冰在《风声》中，颠覆了她
以往的形象的表演，一身内
敛深绿色的短袖旗袍加上精
致的刺绣图案，展现出这个
角色在剧中的形象，深沉、
大气委婉而不动声色。喜欢

《2046》中章子怡的风骚泼
辣，王家卫的旗袍情结在此
再次被运用。张叔平不遗余
力地为章子怡量身订做多套
紧身旗袍，让她的身体曲线
显露无遗。形象美艳的章子
怡也将演技良好地发挥了出
来。她在旗袍的包裹下，面
对似是而非的感情时，从意
乱情迷到失魂落魄，都是劲
力十足，对着梁朝伟饰演的
周慕云，从不退让半步……

我曾无数次在脑海中幻
想过这样的场景：江南岸边，
细雨蒙蒙的早晨，一滴滴晶
莹剔透的水珠从空中飘洒下
来，密密的斜织着，雨中的空
气是那么的清新，而地上的
青石板也被冲洗得干净整
洁，周遭墙垣上一枝红桃悄
悄地伸出头来，而就在梦一
般的意境中，幽远巷子的那
一头，着一袭淡雅素色旗袍
的女子，挑一把暧昧的纸雨
伞走来，一头秀发随意挽成
发髻，而发鬓旁又插着步摇，
那步摇一颤一颤的……而我
自己真正地接触它则是在哥
哥的婚礼上，当我真正将这
一袭旗袍穿在自己的身上
时，才真正懂得这么多年为
何旗袍经久不衰的原因，而
恍惚间，仿佛自己真得穿越
到那时的江南岸边，就那样
打着纸伞，站在烟雨朦胧的
桥上，看着过往的人群，定格
成那段桥上的一帧风景……

（作者系广西大学文学
院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学生）

邂逅——与你
张心如

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
读读老子的《道德经》颇多裨益。

“重为轻根,静为躁君”。老子博大
精深的文化哲学思想可让我们稳
定情绪,循“道”行事，以达观的心
态顺应事物自身发展规律,这样方
能内心充盈，以静制动，以不变应
万变。

可以说，早在2500多年前，老
子就为中华民族，也是为人类创立
了一个独特的哲学思想体系。老
子哲学，既有对宇宙起源和宇宙本
体的探讨，又有对社会对人生的探
索；既有系统的认识论原理，又有
丰富的辩证法思想。

老子在哲学、伦理学、政治学
三个学科方面的建树，就可以看到
老子学说的体系是多么完整。《道
德经》是一篇浑然一体之作，内中
并没有道经和德经之分。此书虽
然只有5000字，但它涉及哲学、伦
理学、政治学、军事学、经济学、教

育学、宇宙学、生命学、养生学、语
言学、环保学、空间理论学等多种
学科。就连现代人文科学的主要
学科它几乎都涉及到了。从这方
面来讲，《道德经》是一部百科全
书。由于此书又是一部集哲学、伦
理学和政治学为一体的书，所以又
可将它称为一部修身治国的书。

老子为人类描摹了体系完整
而境界高远的道德精神世界。老
子从善、爱、和多个方面构建起他
的伦理精神体系。善是老子伦理
学说中的核心内容，爱是老子伦理
学说中的重要思想，和是老子伦理
学说中的基本理念。这是中华民
族道德精神的源头。

老子提出做人“七善”，即“居
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
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居善地，
要谦让；心善渊，要宽容；与善仁，
要善良；言善信，要诚信；正善治，
要正直；事善能，要展现自己；动善
时，要把握机会。

“七善”的理念源于水，水启迪
了老子。老子说：“上善若水。水
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
故几于道。”他认为，世间最好的东
西莫过于水，水滋润万物，但却从
不为自己争利。人们都希望往高
处走，但水却往低处流。看似不
利，但涓涓溪流最终汇集成江河大
海，势不可挡，因此水能够接近

“道”的最高境界。
老子以一种无与伦比的大爱

精神，为人类设计了一个美好光明
的未来世界——天下大同。那是
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那是一个真
正实现了国与国之间和平共处的

世界，国家之间没有纠纷、没有冲
突，而是以邻为友、以邻为伴。那
是一个真正丰衣足食的世界，人类
不仅可以享用到富足的物质生活，
也可以享受健康而丰富的精神生
活。那是一个自由民主、民风淳
朴、个个情操高尚、人人心灵美丽
的世界。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
下”。在战争与和平的课题方面，
老子高举反战的大旗，他还作出
了侵略者、称霸者最后必定失败
的预言。在国际关系的课题方
面，老子提出了相互尊重、平等
相待、互相扶持、和平共处等处
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在人与
自然的课题方面，老子提出了友
爱大自然的环保思想。

以反战以及以邻为友、以邻
为伴的思想实现和平；以清静无
为的治国方略去发展生产力，创
造社会财富；以高尚的道德精神
去哺育人，铸造无数的美丽心
灵，这就是老子的向大同世界和
平过渡理论的精髓。

“天下无人，子墨子之言犹
在。”这话同样适用于老子。老子
文化的理念很科学、很先进、很
现代。它所蕴含的真理性不会随
时间的推移、时代的变迁、历史
的发展有所减弱或改变，而是历
久而弥新，洋溢着旺盛的生命
力。字字真智慧,词词大境界。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诚
如是，纷繁世界中，我们就能

“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
天”，一切尽在意料中，万事皆运
于掌中。

老子文化与达观心境
李兴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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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规范学生日常行为，培养
学生高尚思想品质，增强学生安全意识，近
日，柴胡店大王楼小学邀请学生家长到校
同全校师生一起参加小学生“行为规范养
成月”活动动员大会暨优秀生表彰大会，会
上郑校长对学生进行了学习方法指导、德
育处王主任针对行为规范养成月活动做了
具体的安排和部署、秦校长对学生进行了

安全教育并普及了禽流感的防控知识、会
上还表彰了上学期品学兼优的学生，最后
校长钟永做了题为《高尚的人必须具备的
十种人格基础》的总结发言。通过本次活
动的开展加强了家长与学校的联系，鼓舞
了学生的学习干劲，为学生养成良好的行
为规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受到了家长和
社会的好评。 （通讯员 王士斌）

大王楼小学开展学生行为规范养成月活动

本报讯 为做好禽流感的预防工作，保障全校师生的健
康安全。近日，龙阳镇刁沙土小学开展禽流感基本常识和预
防知识的宣传教育活动。

学校召开全体师生会议，赵曰启校长传达了上级有关文
件精神，严格要求全校师生迅速行动起来，教育学生增强体质
提高免疫力，积极采取得力措施预防禽流感。学校要求各班
建立家校交流群，以便及时和家长联系沟通。对学生进行晨
检，并及时报道，切实做到传染病人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
早治疗。 （通讯员 焦旭）

刁沙土小学积极开展禽流感预防工作

本报讯 走进西岗镇田岗小学，你会看到一道靓丽的风
景——三五成群的欢畅活泼的“小天使”们恭敬挺立于您的面
前，敬礼问好。近年来，田岗小学通过多个领域培养学生的儒
雅气质。

一所学校的特色文化是创建品牌学校的土壤和根基。田
岗小学为“让每个孩子都耀眼闪亮，促进每个孩子都个性发
展”，从“运动技能、艺术修养、生活技能、学科延展”四大方面
组建了“趣味篮球、活泼足球、别样武术、等十一个兴趣小组。
此外，学校还开创了三个校本课程，即“百人韵律操、百人跳绳
展、百人武术展”课程，来挖掘学生的潜能特长，提升学生的审
美情趣，从而形成了田岗小学的特色校本课程。在校本课程
的开发上，学校领导把主动权交给了执教老师，尊重特长、发
展特长，推动了学校校本课程的特色发展。（通讯员 满月菊）

用文化引领成长 以特色提升内涵

本报讯 3月3日北辛街道北辛路小
学联合市防火中心开展了“消防安全演练
暨消防专家进校园”主题教育活动。

随着火警铃声的响起，各班同学在班
主任老师的指挥下迅速有序的离开教室，
跑到安全区域，整个疏散过程25秒。各班
同学能够按照演练之前进行的预案，做好
口鼻的防护，弯腰行走，达到了预期的效
果。进入指定区域以后，防火中心的教官
向全体师生介绍了消防器材的正确使用方

法，向全体师生作了消防安全知识培训，特
别是对火场逃生过程中防止踩踏事故的发
生进行了详细的解读，使全体师生更加清
醒的认识到火灾的可怕，学会逃生知识的
重要。此次消防教育活动是学校联合消防
部门“消防安全进校园”系列安全教育活动
中的又一项重要内容，今后学校将积极和
消防大队等消防安全部门联系对全体师生
进行更加丰富多彩的消防安全知识培训。

（通讯员 孙彦峰 龙会）

北辛路小学开展“消防安全演练暨消防专家进校园”活动

本报讯 为提高学生安全出行意识、丰富安全知识，北辛
街道北辛路小学举办了“安全生活，快乐成长”手抄报展评活
动。

各班级利用安全课时间，引导学生制作安全主题手抄
报。孩子们通过多方搜集资料，都制作出了属于自己的小
报。在班级和学校评选的基础上，学校选择优秀的手抄报进
行展览，以促进学生之间安全知识的交流和学习。此次的“安
全手抄报”专题展评，通过手抄报的制作过程，既培养了学生
收集和整理材料的能力，锻炼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又促进了学
校安全工作的顺利开展，对于开学伊始提高学生的安全意识
意义重大。 （通讯员 段修妍 龙会）

北辛路小学开展“安全生活，快乐成长”手抄报展评活动

本报讯 为创建安全和谐的学
校环境，增强学生法律意识、安全意
识和防范意识。2月21日下午，北
辛街道荆泉小学联合北辛派出所开
展“警校携手 共铸平安校园”主题
教育活动。市消防专家王加成详细
介绍了校园消防知识以及如何使用
灭火器。北辛派出所副所长、加强

学校法制副校长黄今结合学校师生
的日常生活，深入浅出的讲解了青
少年遭遇不法侵害时如何正确防范
与自救，学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掌握预防不法侵害的方式方法。同
学们表示，今后一定要提高安全意
识，自觉守法，自我做起，为创建平
安校园奠定基础。（通讯员 侯钦民）

警校联手 共铸平安校园

本报讯 为提升师生应急疏散
意识和安全逃生能力，滕州市北辛
街道北郊小学于3月7日举行新学
期春季安全应急疏散演练活动。

10 时 20 分，警报声在北郊小
学校园骤然响起:“老师、同学们请
注意！教学楼突发安全情况，请任
课老师指挥学生快速撤离”。正在
上课的老师迅速组织学生按1-3年
级和4-6年级不同的2个安全疏散

路线迅速撤离。各楼层的安全疏导
员和校园安全巡查员也及时出现在
各自位置指挥疏导。2分32秒的时
间，760 多名师生都安全撤离到学
校前操场并及时清点人数，各班班
长依次到安全应急疏散演练指挥李
主任处报告人数，杨校长对本次安
全应急疏散演练做了总结，2017年
春季安全应急疏散演练活动取得圆
满成功。（通讯员 李玉成 黄新峰）

北郊小学举行春季安全应急疏散演练活动

“三八”妇女节来临之际，3月6日下午，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滕州分公司的爱心
妈妈们来到滕州市二实小华晨校区，16组“家庭”参与了手绘风筝DIY活动。除了
手绘风筝，爱心妈妈们给每个结对的留守儿童买了书包、水杯等用品，孩子们也向

“妈妈们”献上了自己亲手制作的贺卡等小礼物，他们一起将风筝放飞，共同庆祝属
于所有妈妈们的节日。 （记者 侯志龙 通讯员 颜亚东）

约会春天放飞梦想 爱心妈妈走进校园

本报讯 在2017年“三八
节”到来之际，滕西中学举办了
评选“巾帼建功标兵”活动。

学校首先下发了《滕西中
学 2017 年“三八妇女节”主

题活动方案》和评比通知，在
全校营造了浓厚的活动氛围；
根据活动方案要求和顾全大
局、勇挑重担、任劳任怨、成
绩突出、发挥正能量的原则，

依据评分细则量化打分，评选
出 29 名优秀女教师。学校研
究决定授予她们“巾帼建功标
兵”荣誉称号，并颁发荣誉证
书，制作光荣榜在学校进行宣

传报道。
此项活动进一步激发了女

教职员工的工作热情，营造了
创先争优、建功立业、敢为人
先、锐意进取的创业氛围；全校

教职员工表示将以她们为榜
样，在教育教学工作中努力拼
搏，开拓创新，为构建和谐滕西
中学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通讯员 王宏伟）

滕西中学举办评选“巾帼建功标兵”活动

本报讯 “三八”妇女节是世界的传统节日，但是这似乎
成了一种形式，孩子们只知道，3月8号是妇女的节日，送上一
朵花就算是为妇女过了节了，这失去了妇女节的真正意义。
因此，在“三八”妇女节到来之际，龙泉街道董村小学开展一些
实在而有意义的活动，让学生真正的意识到妇女的伟大，为妇
女骄傲，懂得去赞美女性。

各班召开了主题班会,引导学生以上网、上图书馆、询问
家长等方式，了解历史上的著名女性的有关事迹。收集有关
妇女的故事，在班里开故事演讲会。观察妈妈一天做的事。
看看妈妈一天为了家庭为了孩子做了哪些事，体会妈妈的辛
劳。并通过学校的广播站,宣传栏,班级的黑板报宣传节日意
义。活动形式丰富多彩,内容贴近学生生活,主题班会活动收
到了良好效果。 （通讯员 宋思荣 徐芹）

龙泉街道董村小学开展庆“三八”系列活动

本报讯 三月春意盎然，万象
更新的美好季节，带着对美好与未
来的憧憬，3月7日，墨子中学八年
级全体师生隆重举行地理、生物中
考百日冲刺誓师大会，学校领导亲
临现场为同学们加油打气。

誓师大会上，范国祥校长致
辞，表达了学校对学子们殷切期
望，希望大家惜光阴，奋战百日，
努力实现梦想！翟华伟主任致辞中
希望同学们以饱满的热情和昂扬的
斗志唤醒自己的潜能，在最后的一

百天里用拼搏换取理想，凭奋斗铸
就辉煌。王洪卫老师代表老师团队
发言，并率领老师们宣誓，表达了
对同学们鼓励与期望。学生代表带
领全体同学们进行百日宣誓，铿锵
有力的誓言表达了每位同学在最后
的 100 天里，全身心备战地生中
考，奋力拼搏、永不言败的精神。
现场同学们纷纷表示自己不负智慧
与理想，全力以赴，奋斗百日的决
心与勇气。

（通讯员 董明）

墨子中学举行八年级地生中考百日冲刺誓师大会

本报讯 为深入落实全市中小
学英语读写育人工作指导意见，3
月3日下午教科室组织召开英语英
语读写育人专项会议，学校英语备
课组长参加了会议。

针对本学期如何开展英语读写
训练，开展系列活动进行了广泛讨
论、争取意见和建议。备课组长根
据各年级学生基础和教学特点进行
了讨论发言，针对统筹规划，注重读
写的要求，确定了如何开发英语读

写校本课程方案。通过讨论，各年
级确定了创新活动方案。通过积极
开展丰富多采的活动，激励学生深
入开展读写活动。

颜景新校长最后强调，英语教
师要认真学习教研室下发的指导意
见，充分发挥每位教师的能动性，完
善师生阅读与写作评价制度。促进
英语教师素质的不断提升，保障英
语读写育人工作的有效落实。

（通讯员 张文晶）

墨子中学召开英语读写育人专项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