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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14年，东阳三建集团坚持“发展是
方向，稳健是前提”的基本思路，把“苦练内功，强身
健体，提升企业自身综合素质和能力”作为公司全年
的首要任务，把防控风险和应对危机，作为我们最重
要、最紧迫的工作任务。继续全面深入推行“五大抓
手”，努力提升“四项能力”，全年各项主要经济指标
总体平稳，实现了预期目标。

大基地建设业绩突出，支撑企业健康发展
面对房地产行业的严峻形势，公司一方面“突

出重点，兼顾全面”，在加强重点基地建设、扶优扶强
的同时，加大了对中小分公司的帮扶力度；另一方
面，确立了强强联合的经营策略，积极寻求与规模
大、实力强合作伙伴的长期战略合作。

公司全年共承接新项目 127项，其中合同造价
超亿元项目 32项,（其中合同造价 3亿元以上 5项、
2亿元以上 7项、1亿元以上 20项，最高合同额为
10亿元。）占总合同额的 69.85%；造价在 1亿元以下
5000 万元以上的项目共 22 项 , 占总合同额的
16.41%；两项合计，5000万元以上项目占全部新承
接业务总量的 86.26 %。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山（海南）分公司、江西
（九江）分公司、海外公司这三大基地业绩突出，成为
确保公司稳健发展的支撑型骨干基地。

2014年海外公司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
的精神，抓住发展机遇，稳健发展，施工项目的规模
进一步扩大，完成产值创下了历史新高，并在各方面
取得了可喜的成绩。2014年全年完成产值 138.32亿
第纳尔，实现利润超过 6400万元人民币，结算率达
到 90%，管理费用控制在 3%以下。新签合同总额
312.12亿第纳尔。通过 10多年的艰苦创业，海外公
司已经成为东阳三建三大年产值超 10亿元支撑型
骨干基地之一，对企业效益的贡献度更是位居全公
司首位，成为名副其实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事实证
明，走出去大有可为。

中山分公司在经营管理上大胆创新，无论是业
务经营还是项目管理，无论是团队建设还是发展前
景，都呈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更在重大困
难面前，振奋精神，迎难而上，正确应对，展示了强烈
的自尊自强自信精神并创出了辉煌的业绩。2014年
度，中山分公司全年新承接业务超 30亿元，完成产
值超 20亿元，双双创出了历史最高水平，充分展示
了领头羊风采。“中山经验”依然是全公司最宝贵的
先进经验，并在蒋剑锋同志的创新经营管理过程中，
不断完善、提升，为推进企业的稳健健康发展作出了
不可磨灭的贡献。

海南分公司在严益飞经理带领下，已经成为了
全公司的佼佼者，在海南市场的业务规模、知名度等
各项业绩迅速提升。2014年海南分公司荣获“海南
省绿岛杯优质工程奖”二项，创出全国 AAA级安全

文明标准化工地 1项、QC成果 3项，其中卓美亚 QC小组荣获全国优秀
质量管理小组称号。2014年 10月，海南分公司已由二级分公司升格为一
级分公司。

江西（九江）分公司 2014年在工程质量、安全文明生产管理和创优创
标化方面，保持了一贯以来的高水准，2014年 12月 2日江西省住建厅发
布《关于学习浙江省东阳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安全管理先进经验的通
知》，从政府层面宣传了公司形象，增强了东阳三建的社会影响力。

温州（丽水）、青海分公司 2014年度各项经济技术指标较上年有较大
幅度的提升，特别是温州（丽水）分公司，2014年度新承接业务量达到了
16.97亿元，跃居全公司第二，呈现了强劲的发展后劲。

精细化管理，推进施工生产管理水平逐步提高
2014年，公司以精细化管理为抓手、以完善质量员安全员直派制度、

大力推广实施施工现场标准化、定型化和实测实量为重点，来促进施工管
理的规范化，进而推进施工生产管理水平的提高。

通过一年来的努力，精细化管理、质量员安全员直派制度、施工现场标
准化、定型化和实测实量等工作都得到了有效的推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规范财务资金管理，确保企业稳健发展
2014，公司把内部清欠、遗留问题处理及改进财务资金管理现状作为

全公司第一要务来抓，相继出台了系列文件，进一步规范财务资金管理，强
调了公司财务资金管理八大管控红线的权威性、严肃性。同时，公司分批完
成了对部分分公司财务会计的调整工作。

不断创新，保持企业活力
东阳三建一直高度重视企业创新，特别是技术创新方面，取得了一系

列的成果。
2014年度，参编行业标准 2项，整理完成工法文本 4项，取得省级工

法 1项，另有 2项工法已通过海南省工法鉴定，正在申报海南省省级工法。
已获得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6项，另有 3项发明专利已通过初步审查。新增
省级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立项 1项，完成省级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验收 1
项。取得国家级 QC成果 1项，省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小组奖 5项。

加强党群工作，企业形象不断提升
2014年公司获得了浙江省纳税 AAA级信用等级、浙江省出省施工创

优先进企业、浙江省出省施工先进企业、浙江省对外承包工程‘十强’企业、
浙江省对外承包工程‘十强’影响力工程、东阳市建企航母、2013东阳市政
府特别奖等荣誉，楼正文董事长被金华市政府授予“金华市建筑业突出贡
献企业家”称号，楼群总经理荣获“全国优秀施工企业家”称号。企业形象得
到了进一步提升。

本报讯 患尿毒症的勇哥因为经济
困难和心理压力准备放弃治疗，金华广
福医院徐小君医生亲自找到勇哥，除了
开导还垫付 1 万多元医药费，情况转好
的勇哥陆续把医药费还上，还找回了生
活的信心。2 月 5 日，央视《焦点访谈》栏
目组专程来到金华广福医院，专门进行了
采访。

婚前被查出患尿毒症
38岁的徐勤勇，是金华市金东区塘雅

镇人。因为患尿毒症，每周，他要到金华广
福医院做三次血透，病房里，大家都称呼他
“勇哥”。

2009年 9月，当时 32岁的勇哥反复
感冒，常头晕，又吃不下东西。他在镇卫生
院做了肾功能的检查，结果被查出患了尿
毒症。“当时我觉得肯定是误诊了，结果去
大医院一检查，还是一样。”勇哥说，当时原
本计划下个月举办的婚礼也泡了汤，因为
患病，工作也丢了。于是，他把自己关在家
里，手机也不开机，断了和朋友们的联系。
“做一次血透要 400元，扣了医保，每个月
还要 1000多元。”勇哥说，自己生病后没了
工作，还要吃饭生活，只出不进，实在撑不
下去了。于是，让他维持生命的每周三次血
透，他也不去了。

医生垫付 1万多元费用
看勇哥一周没来，徐小君医生试图打

电话联系他，可勇哥的手机一直处于关机
状态。于是，徐小君通过病历上的地址，开
车直赴勇哥家。
“我不熟路，问了五六个村民才找到他

家。”徐小君说，当时勇哥的状态很差。他直

接决定：“身体拖不得，赶紧来做血透，没
钱我先帮你付。”这一垫付，就是一年多。
到去年，徐小君一共帮勇哥付了 1万多元
医药费，按时的治疗让勇哥的身体好了不
少。

身体好转打工还钱
记者在广福医院看到这个身体壮实又

开朗的中年人，怎么也不会把他跟一名尿
毒症患者联系起来。

现在的勇哥很乐观，平常跟病友们打
成一片，就连以前因病断了联系的同学，也
会偶尔约着一块玩，还学会了加微信群、发
朋友圈。

但勇哥还有个心愿，就是一定要还上
徐小君的这笔钱。这两年多来，他跟着表哥
在工地上打过零工，一有时间就陪母亲在
家里做来料加工，加上同学的捐助，除去基
本的生活费用，每次一凑到 2000元，就给
徐小君送去。截止到今年年初，已送去了
7000多元。

对勇哥来说，这些好的转变，都多亏
了徐小君以及整个血透室的护士和病友们
的帮助。“没有他们，可能早就没有我了。”
勇哥说，“我一定要好好工作，自食其力，早
点把债还完。”

医生还帮助了 10多名患者
其实，对徐小君来说，他并不在意这笔

钱。“如果能用它救回一个病人的命，是
值得的。我当时想，如果勇哥真的还不
上，就算了。这笔钱，他花了好几次凑来
给我，每笔 2000 元，我接过来感觉真是
沉甸甸的。”徐小君说，令他高兴的，不
是还钱，而是勇哥现在的生活状态很积

极。徐小君说：“他还这么年轻身体没问
题，现在的血透技术也比较成熟，如果
坚持做下去，他还能活 10 到 30 年。如
果能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帮一帮，就等于
挽救了一条生命。”徐小君说，“现在看
着他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都越来越好，我
特别高兴。”

36岁的徐小君在广福医院工作了 9
年，帮助的不仅有勇哥，还有 10多名尿毒
症患者。

49岁的老章也是其中之一，之前在金
华做道路施工的老章，被查出尿毒症时只
有 1万元的积蓄。“钱很快就用完了，但多
亏徐主任把我介绍到血透室做清洁员。”老

章说，“我想都没想到，我这样的身体还能
找到工作，现在每个月有 1500 多元的收
入，工作时间也相对灵活，方便我做血透，
真的要谢谢徐主任。”

面对这些感谢，徐小君觉得真的没什
么，他觉得自己披上白褂做医生不仅是救
病人，还有一份事业上的责任心。他回忆
2003年，当时他刚从业不久，一名中年男子
因电击从高处坠落，心脏骤停 1个多小时，
他随着救护车出急诊，在救护车上，他双手
按压了 20多分钟，用心肺复苏法把他救了
回来，后来手酸到抬不起来。“可看到病人
康复出院，我就觉得很有成就感，也越来越
喜欢做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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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月 30 日，中国妇女发展
基金会在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田家河
乡元古堆村举行了“让爱传递———母亲
温暖过冬”活动落地仪式，中国妇女发
展基金会朱锡生副秘书长，中央电视台
著名主持人、母亲邮包宣传大使尼格买
提，甘肃省妇联副主席康娅红，浙江省

妇女儿童基金会秘书长邱哲，广厦建设
集团甘肃分公司总经理单敏政出席本
次活动。

长期以来，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一直
注重对甘肃的扶持，近几年先后向甘肃省
投放 30 辆母亲健康快车、实施 1000 余
万元母亲水窖项目、发放价值 300 余万

的母亲邮包。此次活动再为 1500 名贫困
母亲送去了新年的礼物与新春的祝福。
而在此之前，“广厦·明基金”向中国妇女
发展基金会捐赠了 300万元专门用于“母
亲邮包”项目。

作为现代化大型民营企业，广厦始终
以承担社会责任为己任，先后捐助、投入社

会公益慈善事业超过 15亿元。在创业 30
周年之际，集团领导携手 12万员工与浙江
省妇女儿童基金会共同发起设立“广厦·明
基金”,用于关爱贫困母亲、关怀留守儿童、
关心困难家庭。该基金的设立，标志着广厦
为向社会汇聚爱、传递爱、播撒爱又创建了
一个新平台。

“广厦·明基金”携手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为甘肃 1500名贫困母亲送去新年礼物和祝福

本报讯 2月 3日晚，东阳广厦学院的
体育馆内人声鼎沸。东阳市篮球协会开启
了长达一周、名为“广厦爱心杯”的慈善义
赛，广厦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广厦·明基
金”发起人，同时也是东阳市篮球协会主席
的楼明现身义赛，并带来 3样纪念藏品进
行爱心义卖，共拍得 21888元。除此之外，
现场球员和爱心市民募捐了 108483.6元，

全部用于帮助一名叫小乐乐的孩子。

3岁的小乐乐患上血液病
小乐乐只有 3岁 7 个月大，去年 10

月，平常爱笑爱闹腾的小乐乐每到夜里就
止不住地咳嗽，有时还会呕吐。小乐乐的爸
爸陈俊带他到东阳的医院检查，一直没查
出是什么病因。每次就诊后，医生都是开一

些咳嗽糖浆类的药品，可小乐乐的病情却
一直没得到好转。

去年 12月 25日，陈俊一家带着小乐
乐来杭州检查。今年 1月 1日，小乐乐被
查出患有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属于血液
病的一种。“孩子这么小，每天还得接受化
疗，昨天刚结束第一个疗程的治疗。”陈俊
说，“现在孩子的病情还算稳定，明天会进
行第二个疗程的治疗，现在还在等骨髓移
植手术。”

目前，小乐乐在杭州住院一个多月，
已花掉了 7万多元。陈俊目前在东阳光明
电建做电器试验的工作，每月只有几千元
的工资，小乐乐的妈妈则是专心在家带孩
子。令陈俊最着急的是骨髓移植手术所需
的高额费用。“我问过，医生说每个人的病
情不一样，用药种类和用药量多少也都不
同，所以现在没法说。”陈俊说，这更让他心
里没底。

考虑到陈俊的情况，他所在的光明电
建发动了好几轮捐款，募集到了近 15万元
的捐助。光明电建党委书记吴霖华说：“一
方面让陈俊感受到温暖，另一方面希望能
帮助小乐乐早日康复。”

拍卖加募捐共筹集 13万余元
陈俊除了是一名电器试验员，还是东

阳市篮球协会的成员，效力于光明电建篮
球队。小乐乐的事被楼明主席知道后，特意

在东阳广厦学院的体育馆内开启了慈善义
赛。东阳市篮球协会的 12支队伍从 2月 3
日开始，一直持续到 9日，每晚都会在体育
馆内进行义赛，号召更多的人关注小乐乐。

开场仪式上，楼明说：“我们相聚在
此，是以篮球为名、兄弟之义，共同奉献爱
心，帮陈俊一家顺利渡过难关。希望大家可
以号召更多的朋友帮助陈俊，让我们的涓
涓细流汇成大爱无疆。”

义赛开始前，楼明特别拿出了 3样拍
品进行拍卖：一件由全体广厦球员签名的
球衣，一个由全体广厦球员签名的篮球以
及一个由全体 CBA全明星赛球员签名的
篮球。

虽然每件拍品都是 0元起价，但爱心
拍卖一开始，所有篮协球员都特别踊跃喊
价。最后，3件拍品分别以 5000元、6888元
以及 1万元被拍下。

来自汇鑫酒业、今年 21岁的杨展翔
拍下了由全体广厦男篮球员签名的篮球。
“我和陈俊是老乡，都是东阳市千祥镇人，
以前打比赛时也常碰到，现在兄弟碰到困
难了，尽一点力是应该的。”杨展翔说。

爱心拍卖会结束后，体育馆摆起一个
募捐箱，12支球队以及爱心市民上台捐助，
共募集到了 108483.6元。工作人员介绍，一
直到 9日，每晚义赛时，募捐箱都将放在现
场，欢迎市民前往观赛并帮助小乐乐。

（文 /曹浩骏 图 /王昊星）

为 3岁患病儿童募集善款

“广厦爱心杯”慈善义赛东阳开赛

金华广福医院徐小君医生垫钱帮助患者治疗，患者三年打工还欠款。温暖故事感动人心。

“好医生徐小君，《焦点访谈》来采访你了！”

图为东阳三建承建的阿尔及利亚 KOUBA工程项目

徐小君医生正在为病人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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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李莎莎

加入汉生至今有一年多时间，刚进
公司的时候就听老员工说公司每年都会
组织员工外出旅游，并且还能携带一名
家属，我一直期盼旅游能快点到来。终于
接到公司的通知，为促进公司企业文化
建设，丰富员工的业余生活，公司决定组
织“送清凉员工暑期游”，我们的目的地
是被誉为“中国好莱坞”的横店影视城。此
次游玩的是明清宫苑、大智禅寺和梦幻谷
三个景点。我心里无比兴奋，也很感激公
司，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在公司的组织下参
加旅游，心里盼望着时间早点到来。

2014年 6月 8日清晨，大家早早的
来到公司大门口集合等着乘坐大巴去第
一个景点。7点 30分，在所有人员到齐
以后，我们踏上了开往横店的旅途，一路
上欢声笑语，大家无比开心，很快我们就
来到了第一个景点———明清宫苑。
听导游说明清宫苑是以“故宫”为模

板 1：1复制，参照了明清时期宫廷建筑
手法。我们一行人在导游的带领下游览
了部分建筑，还参观了皇帝上朝的地方，
确实金碧辉煌，很多游客纷纷拍照留念，
更有穿上古装扮相的。同时我们还观看
了“紫禁大典、八旗马战和清宫秘戏”三
场表演节目，表演很精彩，不时听到人群
中发出喝彩的声音，连我 2周岁的女儿
都看的目不转睛。

看完所有节目后已是中午 11 点
30，也到吃午饭的时间了，大巴车带我们
来到镇上一家叫绿色农家的家常菜馆吃
饭，不知道是饭菜美味还是大家真的饿
了，很快桌上的饭菜就被我们一扫而光，
大家顾不得休息，匆匆坐上大巴，准备赶
往下一个景点———大智禅寺。
大智禅寺景区拥有国内最高的室内

释迦牟尼像，是翠枝如黛，古朴幽深的佛
国净土。大人们参观了各个房间，参拜
了各处佛像，而小孩子则被放生池里的
鱼和乌龟吸引住了，纷纷拿来馒头一点
点往水池里扔，引的鱼和乌龟一阵哄
抢，逗的孩子们咯咯直笑。很快就到下
午 3 点半了，我们赶紧归队，坐上大巴
车，赶往最后一个也是最好玩的景
点———梦幻谷。

梦幻谷位于横店影视城原文化村景
区内，与江南水乡景区并为一体。它主要
包括主入口、体验原始森林的榕树林、感
受西域风情的雅丹地貌、震撼体验旅游
的“火山爆发”、参与博彩纵横游乐区、藏
宝海盗的幽灵屋、地震体验科普馆、美食
一条街、连接江南水乡与文化村的时空
瀑布，以及全景式音乐舞蹈魔幻剧《梦幻
太极》等。我们从 3号门进入梦幻谷，因为
时间还早，大家直奔各种大型游乐设施，
如海盗船、爪哇欢跳、翻天覆地、阿周那
捶、亚马快车、吉祥转马、雪域飞鹰、摇滚
排座等。因为女儿年纪太小，我只能带她
坐一些温柔的项目，还带她去了小孩子都
喜欢的儿童梦工厂，女儿玩的十分开心，
说以后还要来。吃过自己带的晚餐后，我
们前往表演场地，观看了《暴雨山洪》和
《梦幻太极》两个大型演出。演出相当精
彩，凭借各种特技和演员优美的舞姿赢得
了在场观众的声声喝彩。

晚上 9点钟表演结束，意味着我们
今天的行程也要结束了，大家怀着不舍
的心情，走出梦幻谷，回到我们的大巴车
上。回家的路上，大伙终于觉得疲惫，纷
纷靠着椅背休息了，小孩子们也不再吵
闹，安静的睡在大人腿上。今天一天，大家
都玩得很开心，也很满足。

这次旅游虽说是短暂的，但我想其
意义却是深远的，力量是无穷的。一天的
旅游生活充实又快乐，非常感谢公司能
给我们这次旅游的机会来认识横店影视
城。通过这次旅游也让我们对公司的发
展有了进一步认识，对未来的工作充满
了信心。平时除了工作，同事们在一起接
触的时间并不多，借这次旅游的机会拉
近了同事们之间的距离，更加了解彼此，
大家能像朋友一样生活和工作，气氛更
融洽了。

我们所有员工都要在工作中发扬旅
游时的激情，把对公司领导的感激化为
双重的动力，在各自的不同岗位上更加
努力工作，尽职尽责精益求精，不断改
善，永无止境地追求高品质，为汉生的腾
飞做出应有的贡献。

（北生药业汉生制药）

横店一日游
———感受暖暖的汉生情

行走在初冬的校园里———广厦学院师生摄影展

新年快乐

年年岁岁，岁岁年年，马去羊来，又
是一年。儿时于过年是一种渴盼，兴奋中
渴盼新年早到来，过年意味着：有肉吃、
有新衣服、有新鞋，有鞭炮玩耍，有几角
或一元不等的压岁钱。
儿时的过年，是痛并快乐着的运动。

跟着母亲背着背篓，拿着洋盆，端着竹筛
到葫芦岩冲碓。飞机形的石碓一冲就是
几小时，脚从酸软到胀痛，汗水在脸颊上
不停流淌，破烂的衣袖一挥又在哐当，哐
当的声音中重复着简单的机械运动。

过年的记忆，还在石刻的磨盘上。挑
着水桶，拿着铝盆和勺子到石磨上推绿
豆粉，推豆腐。脚成八字，腰成弓形，随着
磨轴一前一后，一扯一入的做着伸展运
动。推完自家推别家，枯燥的数磨子转动
的圈。被抓壮丁时，则欲哭无泪，只博得
一勤快的口头赞赏。

过年的痕迹还停留在烟 火燎的灶
孔中。在柴火的清香中，猪脑壳熬好了，
花田粑蒸熟了，甜米酒上坛了，酸汤豆腐
在筲箕中了，绿豆粉在众人分抢中涂抹
着海椒食了。烤绿豆粉可是技术活，火大
了，会烤焦；火小了，一张圆形的绿豆粉
又会开裂成片片。可用茅草烧可用松树
毛，可用豆草，可用麦秆，谷草，火候恰到
好处就是真本领。

岁月如歌，石磨、碓窝、竹筛渐渐束
之高阁。

街上物品琳琅满目，新衣新鞋四季
变换，早无新字可言。社会进步了，年味
儿仿佛变淡了，于人是悲哀还是幸福？智
者见智。庄子想回到小国寡民的社会，未
必是针对过年来说的？

有人说时下过年是：真是王二小过
年，一年不如一年。

时下过年没有刻骨铭心的物质等
待，却依旧有刻骨铭心的乡情、亲情。所
以过年须归家，回家即过年。归家在何
处？世上家有千千万，家又有千差万别。

家就是在你父母亲经常生活，劳作
的地方，无论是健在还是逝去的。家就是
无论你多老，亲人永远都认为你没有长
大的地方。是土家农人见到你时称呼你
小名儿，或叫你毛儿的地方；家就是无论
你多么有名，人们看你都是一个凡夫俗
子的地方。回老家过年，是一种人性的回
归、是一场欢乐乡村行，或城市心灵之
旅。是一种奉献，是一种反思、是灵魂的

自我救赎，更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
回家过年，就是在接受祝福问候时，

还要倾听家人的唠叨。
回家过年就意味着劳碌奔波，在熙

熙攘攘的人群中，给亲人一点小钱置办
年货，让他们愉悦地忙碌，从鞋袜到衣
帽，从水果到白糖，从香纸到鞭炮，从葵
花籽到落花生。

回家就是静坐家中，围着炉子，众亲
友登门问候，于笑声林林中，亲人端出你
带来的年货众人品尝。一切忆儿时光景，
亲人因你而豪迈，脸上因你而焕发荣光。

回家过年就是友善的你，东家坐坐
吃汤圆，西家坐坐喝米酒，缕缕乡音中见
温馨。呼朋引伴地一行到亲戚家中探询。

功成名就的人回家过年，行走在乡
间，亲人因你而骄傲、邻居因你而自豪、
乡人因你而愉快。于左邻右舍的亲朋重
重重压的生活一丝慰藉，岂非功德无量？
看看家乡变化，反思我是谁，从哪里来到
哪里去，我能做什么，我做了什么，岂不
妙哉？能为生我养我的地方奉献什么，愧
疚之意有无？真正做到了仰不愧于天，俯
不作于人否。

漂泊多年依旧孓然一身的人，肯定
是困了，累了，行走在淳朴的乡里人家，
见到真挚的笑脸，在其乐融融的氛围中，
定会重拾信心，再出闯荡，于岁月中再露
锋芒。

即便你是平淡得再不能平淡的工作
者，于乡人来说你也是耳闻能详的“大人
物”。家乡的芸芸众生中有你儿时的伙伴，
亲亲的兄长，面对他们枯燥的生活，你是
否反思，假若不是命运使然，上天眷顾，你
是否依然同他们一道在乡间的青石板上
老着铧口，牵着大水牛行走。或是在田间
地头不辍劳作的农妇，或是风雨中背着柴
禾奔走在崎岖山间的半老徐娘。

年岁渐长的人，越来越信头上三尺
有神灵。

回家过年其实就是一场寻根活动，
带上一家老老幼幼，在家族中众兄弟拥
戴下，浩浩荡荡的奔波于河滩，山岗上
坟，逐一祭奠亲人。在香和纸中见脉脉温
情，寄托哀思，回想亲人于我们暖情的岁
月。痛快的涕泪连连，叹“子欲养而亲不
在”。看看坟墓，扯扯荒草杂物，想象天各
一方的亲人。多些敬畏，多些沉思。

（来源：散文吧）

过 年

摄影社：俞佳 许哲栋 李阳 黄梓煊 包筱玲

过年情思

过年，是一种期盼
过年，寄托着情思
儿时的的过年
是站在妈妈的缝纫机旁
看妈妈熬夜给我赶做新衣
还有那新学年的书包
儿时的过年
远远地闻到邻居家的饭香
跑回家里
看到妈妈给我们做好的各种糕点
还有那满满一桌子
现在看起来平常不能再平常的饭菜
可那种香甜
却再也找不到
想念儿时的过年
盼呀盼的年味
长大了，成家了，过年是一种祝福
除夕夜，那新的钟声一响
便把祝福送给远方的亲人
电话的二端，亲人的心连在了一起
祝福声声，祝福久久
祝福的心愿，化作情思
温暖一年又一年

员工来稿

一本在手，回家不再愁！
给父母买什么礼物好？要见未
来岳丈了，好紧张，怎么办？到
底怎么回应七大姑八大姨的
夺命连环问？家里晚辈喜欢一
些很俗很没营养的东西，该怎
么引导？

本期专题「酒桌没文化」，
教你在应酬场合全身而退、深
藏功与名；「文艺」栏目聊三
国，诸葛亮「草船借箭」，不怕
借到「火箭」的吗？赵云为什么
受欢迎？可以拿去跟爸爸聊一
聊（如果他不嫌弃的话）。
《知乎周刊》由知识讨论

社区知乎上的用户创作产生，
经知乎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团
队的合作制作完成。本周刊从
每日知乎社区产生的大量
UGC 中精选高质量内容，进
行组织、编辑、审校等工作，把
优质的阅读内容，提供给许多
还没有了解知乎，或者由于种
种条件制约无法长时间使用
知乎社区的用户，带你发现更
大的世界。另有资讯类 app
「知乎日报」，专业人士剖析热
点新闻，一线杂志首发专栏特
稿，欢迎下载品尝。

（来源：豆瓣网）

春节回家读什么

故节当歌守，新年把烛迎。
———杜审言

旅馆谁相问，寒灯独可亲。
———戴叔伦

沉香甲煎为庭燎，玉液琼苏为寿杯。
———李商隐

蝴蝶梦中家万里，子规枝上月三更。
———崔涂

寄语天涯客，轻寒底用愁？春风来
不远，只在屋东头！

———于谦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
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
旧符。

———王安石

佳人重劝千长寿，柏叶椒花芬翠袖。

醉乡深处少相知， 与东君偏故旧。
———毛滂

欢多情未极，赏至莫停杯。
———徐君茜

守岁樽无酒，思乡泪满巾。始知为
客苦，不及在家中。

———白居易

巧裁幡胜试新罗，画彩描金作闹
蛾。从此剪刀闲一月，闺中针线岁
前多。 ———查慎行

古人过年都发什么祝福短信？

HELLO
2015

散文

摄影

只能帮到
你这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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