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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日里特别喜欢看书，尤其是那些墨香浓浓
的古籍善本，常常令我为之酣醉。近日到宁波出
差，早就知道当地的天一阁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
的 3 座私人藏书楼之一， 1982 年国务院首批公
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因其独特的地位和
影响力，还入选了首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心里顿时痒痒的，忍不住忙里偷闲前往游览了一
番。

天一阁素有“中国十大历史文化名楼”之
称，在我看来，它的魅力首先体现在古色古香的
历史建筑上。一个一个的院落，独具匠心的布
局，古老的戏台，青砖长墙，渗透着一股岁月的
沧桑。这些古老的建筑，或飞角翘檐，古朴凝
重，或雕梁画栋，富丽堂皇，美不胜收。

天一阁大门是一座门楼式的木制建筑，古朴
素雅，布满青苔的小青瓦，高高翘起的马头墙，
檐下的几盏红灯笼，烘托出几分吉祥的气氛，而
大门外两侧扭颈相对的一对清代石狮虎虎生威，
更是给天一阁藏书楼增添了几许庄重肃穆的氛
围。大门两侧书有柱联：“天一遗形源长垂远，
南雷深意藏久尤难。”书体为钟鼎文，古色古
香，联为曾破例登上天一阁的清末民初著名学者

黄宗羲所撰，描述的是天一阁藏书的浩瀚无穷，
以及天一阁藏书管理严格外人难得登上的感叹，
言简意赅，意味深长。门楼外的“南国书城”匾
额为著名国画大师潘天寿所书，书风雅逸，漫溢
着一缕书香气息。

进得大门，迎面是一座范钦右手持书、目视
前方的铜座像，神态安然慈祥，掩映在繁茂的树
木之间，仿佛在笑迎来自四面八方的爱书之人。
他身后长长的照壁上，是《溪山逸马图》的堆
塑，刻画的是八匹骏马在溪边嬉闹、嘶鸣的情
景，各具其态，生动传神。

天一阁藏书文化区包括东明草堂、范氏故
居、天一阁藏书楼、尊经阁、北书库、明州碑
林、千晋斋等众多景点。东明草堂是天一阁建成
之前范钦的藏书处，以他的号“东明”命名，其
后随着藏书的增多，草堂不敷其用，范钦又在其
侧建起闻名天下的天一阁来藏书。过去的东明草
堂已随着岁月的流逝荡然无存，现在的房屋为
1980 年重建，青砖灰瓦，看不到半点“草堂”
的影子。庭院中，一块石碑上记载着关于东明草
堂和范钦藏书的简要经历，照壁上的獬豸堆塑栩
栩如生。室内宫灯高悬，几案洁净，方桌绣墩太

师椅，一一摆放整齐，壁上挂着的一轴轴字
画，弥漫出一缕馥郁的书香味道。

范氏故居是范钦为保护藏书而精心构建的
生活区域，清道光九年重建，屋舍轩敞，林木
蓊郁，环境优雅别致。室内仿明代书房的场景
复原场面逼真，书柜上、几案上笔墨纸砚井井
有条，瓷坛里插着字画卷轴，书架上、书桌上
整齐地摆满书籍，漫步其间，让人突然感受到
满室的书香。

一路上，曲径通幽，楼榭相连，林荫竹
秀，旗杆石雕，风景宜人，真是一方读书的绝
佳去处。由 173 通石碑组成的明州碑林，铭
刻着自元代至清末的几百年间重修府学的碑
记；在中国现存藏书楼陈列室内，一张张图
片，一架架藏书，从中可以看到古代藏书楼的
一个缩影；范氏余屋建成于明代后期，原为范
氏家族附属用房，经过多次修缮，现在被辟为
“智者之香——— 天一阁发展史陈列馆”，除了
用图片和文字讲述天一阁主人藏书的历程，还
陈列有范钦的诗作手稿、著作《天一阁集》，
和天一阁的部分阁藏古籍珍本、善本图书；院
中的一组铜雕，生动展示了范氏家族几代人每

年夏天晒书防蛀的辛勤画面。还有尊经阁、千
晋斋、司马第、水北阁、抱经厅、花轿厅、云
在楼、八狮亭、平和堂、德和堂……几乎一步
一景，到处弥漫着厚厚的文化气息，令人怡然
陶醉。

冬日的阳光透过稀疏的枝叶，在青石板地
面上投下历史斑驳的光影。此时的天一阁，长
廊曲巷，楼阁亭台，令人赏心悦目。玲珑假山
间，罗汉松、沙朴等古树绿荫匝地，“九狮一
象”怪石嵯峨；明代百鹅亭上，一众白鹅神态
各异，栩栩如生；凝眸堂中，神龙兰亭碑帖遒
劲有力，入石三分。漫步长墙边，幽篁丛生，
园林清幽，壁画雕窗，古老的戏台演绎着岁月
的沧桑。每一处都环境清雅，宁静得就像睡梦
中的孩子，置身其间，我的心变得恬淡安然，
仿佛已远离喧嚣红尘，鼻端上全是化不开的书
香。

走出天一阁后门的时候，我的脑海里久久
回味着郭沫若先生 1962 年游览天一阁时留下
的一副对联，回眸夕阳下的天一阁：“好事流
芳千古，良书播惠九州”，心里不禁充满了无
限的敬慕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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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当年金庸大侠的武侠小说“飞雪连天射白
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系列像一块块充满别样魔
力的磁石，吸引着调皮捣蛋充满好奇与幻想的
我，放学后就心甘情愿与“课外书”形影不
离，一本接一本直读得眼冒金星头昏脑涨成绩
下降老师批评父母大骂后才猛然掩卷长叹，恨
自己为什么不生在那个酒入侠肠仗剑驰骋豪气
盖天的年代里，侠客的潇洒、侠客的意气、侠
客的豪迈、侠客的多情，甚至连侠客的失意，
都那么完美那么魅力无比，让我从此侠梦连绵
不断，放任顶天立地的乔峰、潇洒不凡的杨过、
憨厚威猛的郭靖、风流倜傥的段誉、放荡不羁的
令狐冲等人在我梦中率真任性、快意恩仇、仗剑
行天涯。

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人气王无疑是乔峰，这个
人恩怨分明，胆识武功酒量常人无法望其项背，
每每看到大闹聚贤庄的情节时总是让我血脉贲
张。那时我被他迷得神魂颠倒差点忘了自己姓
啥，清楚记得放寒假回家不顾屋外大雪纷飞挑灯
夜读，放下书本后便幻想自己已经得到他那豪迈
不羁、纵恣潇洒的英风，于是不知天高地厚与家
中自称酒神的爷爷拼喝酒，没想到只连饮了三碗
就面红耳赤大汗淋漓，从此再也不敢言“会须一
饮三百杯”。虽然酒量不如人意，但还是借着酒

劲给爷爷大讲《天龙八部》中的精彩：乔峰在聚
贤庄一战前，以酒遍沥中原豪杰。乔峰端起一杯
酒来，说道：“这里众家英雄，多有乔峰往日旧
交，今日既有见疑之意，咱们干杯绝交。那一位
朋友要杀乔某的，先来对饮一碗，从此而后，往
日交情一笔勾销。我杀你不是忘恩，你杀我不算
负义。天下英雄，俱为见证。”为救一个不相干
而且很丑的女人，在知道聚贤庄中高手云集只为
了对付自己，而仍然独自一人前往只为了让薛神
医救这个不相干的丑陋女子，在与关内群雄喝绝
交酒喝到五十几碗时一句凭你也配和我喝这绝交
酒后立马将鼠辈摔死墙上，挑开与大汉高手相搏
的起头，单单这样的豪气就令人肃然敬畏，难怪
金庸把《天龙八部》第十九回叫《虽万千人吾往
矣》。

金庸小说中潇洒不凡的男主角杨过的酒量也
是不错的，但他平常并不是很爱喝酒，比起喝酒
来他似乎更喜欢跟女性朋友聊聊天，开开无伤大
雅的玩笑。我对杨过曾一度羡慕嫉妒恨，羡慕的
是他在江湖上，有非常关心他和爱他的人，还有
那么多貌美如花心地善良的女性朋友；嫉妒的是
他不仅仅是美男子，而且还是浪漫的化身，他为
爱小龙女，不怕受世俗的指责，甚至看轻自己的
生命，以死相随；恨的是杨过是个完全主观而感

情用事的人，什么事应该去做、什么事不该
做，完全看他霎时感受，他认为别人轻视他，
他马上便要报复，至于别人有没有恶意、报复
是否过分，他完全不予考虑。虽然杨过亦正亦
邪，但是我对他还是很喜欢的，主要在于他的
豪放不羁、在于他对礼教的蔑视，还在于他个
人的成长。杨过的一生，从开始时的青涩，到
16 年后的成熟，尤其在他父亲墓前的态度，
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所以，看杨过，不应局限
在他的错，而更该立足于他错后的成长，这才
是一个有血肉的人、有真性情的人，这样的人
才值得读者去爱。

最后我还想说说那个让我至今难忘而很有
争议的人物，除了吃喝嫖赌、玩一下阴谋诡计
之外，倒也不见得有什么才干但总是遇难呈祥
的小混混韦小宝。韦小宝到底是怎样的人物？
顽童？小无赖？小流氓？还是天才儿童？那么
小小的年纪，却成为康熙的心腹大臣，又是天
地会的香主，还在神龙教中混了个白龙使当
当。在各种势力的争战中，他倒是游刃有余，
八面玲珑，到处讨好。他靠的是什么？读完书
后我觉得他首先靠的是义气。他不欺骗好友，
系念师门，不做有亏大义的事，而且对人敬重
和仗义疏财。其次靠的是知行知止，知进知

退。面对康熙这样的一个英明人物，马屁不能
不拍，但又不能着痕迹。韦小宝就能做到这
点，他知道什么时候应表示什么态度，说什么
话，这一点至为重要。第三靠的是知人善任，
知己知彼。韦小宝非常有自知之明，他深知自
己是靠拍马屁升官的，而凡是有本事的人往
往不肯拍马屁不喜欢拍马屁，所以，凭赵良
栋不肯拍马屁，瞧不起韦小宝，反而得到他
的重用。更可贵的是，他在赵良栋面前坦承
自己一无是处，连大字都不识一个。如此自
我揭短，岂不将手下的人感动得要死，不为
他卖命才怪呢。倪匡对韦小宝的看法最为深
刻。他说：韦小宝是一面镜子。人人在韦小
宝这面镜子之前，都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
韦小宝好的一面，倒未必人人皆有，但是他坏
的一面，却人人难免。每一个人都可以在韦小
宝的身上找到自己。谁不曾说过谎话？谁又不
曾有过贪念？……按照倪匡的看法，韦小宝其
实是一个率真的人，是一个英雄豪杰、活生生
的汉子，不像郭靖那样假得令人摇头，属于
“上上之人”。这么说来，一个市井小混混，
深得读者、观众的喜爱也就不足为怪了。

清晨，我推开窗户，一阵凉风吹过，给
暖和的天气增添了一丝凉意，往下一看，曾
经碧绿的叶子脱去了它的绿衬衫，换上了金
黄的棉衣。看到这一切，我知道秋天已经来
临。

一片片树叶被风无情地吹落，像一只只
美丽的蝴蝶，要飞往世界各地。只有它是如
此特别，在黄色的叶子中还杂夹着一丝春
色。它随风飘摇，被吹到了大草原，一眼望
去无边无际的绿色，春意盎然。落叶看着这
些小草，感叹道：“小草的寿命虽然长，但
是它不能动，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辽阔，
虽然我只有短短的几个月时间，但是我知道
世界有多辽阔，享受了春天和夏天！”

接着它落在了一所小学里，几个女孩子
觉得它很漂亮，打算拿它做书签。过了很
久，那片落叶已经枯萎，因为它体内的水分
被压出去了。但它仍然那么美丽。

同学的爱好
□飞凤小学 四（ 2 ）班 魏子涵

我们班有一个女同学，她的名字叫李文
芳。她长得很高，皮肤很白，一双水灵灵的
大眼睛，还长着一张小小的嘴巴。她平时非
常喜欢看书，就连下课休息十分钟的时间，
她都在认真地看书。

有一次，下课的时候，老师带着我们下
去做操，可是李文芳那天正好感冒了，老师
就让她在教室里先休息一会儿。等我们做完
三套操以后，我急忙回到了教室里，想问问
李文芳好受一点了没有，可是回到教室一
看，李文芳正在忍着痛埋头看书呢！我一把
抢过她的书，带着她往医务室那里跑，直到
医生给她吃了两三片药后，我才放心。回到
教室里我生气地说：“以后不许你再这样
了，不管自己的身体，一心想着看书。”没
想到李文芳也毫不留情地说：“我才不用你
管呢！”事情过去了不久，我打心眼里佩服
李文芳。

这个同学的爱好就是看书。

冬天的雨
□临桂三小 四（ 2 ）班 王祉涵

在我们的眼里，冬天是个寒冷的季节，
虽然它让我冷得直发抖，但是我喜欢这个季
节。

早晨，我冷得不敢起床，身体蜷成一团
缩在被子里。一阵“沙沙沙”的声音让我放
开了身体，充满好奇心的我想：“这会是什
么声音呢？”我披上羽绒衣，走到窗户边一
看，原来是下雨了，我又惊又喜，伸手把衣
服抓起，穿到身上。

冬天本来就是一个寒冷的季节，加上这
凉丝丝的雨，就会寒风刺骨。可是我不怕，
只要戴上帽子、手套，再撑上一把伞……

因此，我喜欢冬天的雨，如果是春、
夏、秋三个季节下的雨，就不会有这种感
觉。这是一种特殊的感觉：“很凉，手被淋
到不会觉得冷，反而会很舒服。”

下雨天很多人不敢出门，出门的一般都
是上班、上学或要办事的人。而我不是，我
是为了享受风雨交加的感觉，有时享受着就
会忘记一切……

突然，电话铃响了，我急急忙忙地拿出
手机，是妈妈，她催我上楼了，只允许我再
呆五分钟。

短暂的五分钟过去了，我很不情愿地走
进了家门，真希望能下多一些雨，能享受多
一些。

刚走进家门，我就说：“糟糕，我忘了
今天要上课，要迟到了。”我上楼抓起东西
立马走出了门。

幼芽

一片落叶
□博阳双语小学 六（ 3 ）班 唐嘉佳

江湖辽阔 侠梦悠长
□龙玉纯

书香漫绕天一阁
□李笙清

各电力用户：
由于客户用电设

备的接入及电力设备
的日常维护、检修、
施工等，计划将以下

线路停电施工、检修，停电时间和停电范围公
告如下(以下时间为正常计划停电时间，恢复
供电时间视当日工作进展情况有可能提前或延
时，敬请市民给予谅解与配合，请在停电期间
将用电设备开关断开，以免提前来电造成不必
要的浪费 )。供电服务投诉举报电话：
95598 。更多电力资讯敬请关注“南方电网
9 5 5 9 8 ” 服 务 号 或 登 录 h t t p ： / /
95598 .gx.csg.cn 网上营业厅，可查缴电费、
办理业务、报修故障、订阅电费账单。
停电区域 停电时间 停电线路 停电范围

临桂供电局
● 12 月 14 日 08 ： 00-19 ： 00 (新增)

茶冷水线 01 开关后段 小甑村、龙
舌村、安乐岭村、安乐移动基站、梓
檀村、周家坪村、冷水村
● 12 月 16 日 08：00-16：00 (新
增) 南东山线 913 开关至茶亭支 01
开关段 朗村上村、朗村下村、佰丽石
英石、银万久、朗村联通基站、浪石圩
村、钱村老村、钱村新村、日宅村、鸿兴
竹木制品厂、李家村移动基站、雁门
山村、李家村、岩门村、巴专村、江
新村、崩桥村、门寨村、东山小学、
东山村、东山移动基站、高桥村、高
桥电信基站、道山岩村、黄家新村、牛
路加工厂、牛路村、刘春明养殖场、东
山马场电信基站、中石化、昆钢后勤实
业、东山 13 队、东山 13 队抽水、廖
发桂鸭场、鲤鱼山村、沟河桥村、大
窑口村、三山口村等附近一带

桂林网区停电公告 寻找弃婴生父母公告
2017年 2月 21

日下午 3点左右，在
龙胜县兴龙西路风
雨桥头捡拾女性弃
婴一名（姓名杨蒋
昕），出生日期 2017
年 2 月 21 日，身体
健康，随身携带物品
有写有出生年月日
的字条。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持有效证件与龙胜各族自治县民政局联
系，联系电话：0773-7510753，联系地
址：龙胜县北岸新区体育路 3 号体育综
合大楼 8 楼。即日起 60 日内无人认领，
孩子将被依法安置。

龙胜各族自治县民政局
2017 年 12 月 8 日

桂林星晶科技有限公司：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秀峰区

人民法院（ 2017 ）桂 0302 执 231 号

之四《协助执行通知书》，即时起依法

注销桂林星晶科技有限公司原使用的灵

09 国用（ 2012 ）第 091002234 号土

地证，并依法将该不动产转移登记至贺

龙林名下。

特此公告

灵川县不动产登记局

2017 年 12 月 8 日

公 告 桂林聚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
调整的麓湖国际社区 B 地块总平面图
已经我局初审，根据《广西壮族自治
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办法》要求，现将该规划予以公示，
公开征求相关利害关系人的意见。

该项目位于西城大道东南侧、秧
二路西北侧；其他详细情况请到桂林
市临桂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咨询。申
请人和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如果对
该规划有异议，请以书面形式将具体
意见(署真实姓名和有效联系方式)于
公示期内送达桂林市临桂区住房和城
乡 建 设 局 ( 联 系 电 话 ： 0 7 7 3 -
5590766)。

公示期：自公示刊登日起，至顺
延满 30 日止。

公示网站：www.lingui.gov.cn
（详见临桂住建——— 公示公告）

桂林市临桂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7 年 12 月 7 日

公 示
桂林市临桂世纪家园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拟调整的奥林匹克花园 13#
地块总平面图已经我局初审，根据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
和国城乡规划法>办法》要求，现将
该规划予以公示，公开征求相关利害
关系人的意见。

该项目位于临桂镇世纪大道南
侧；其他详细情况请到桂林市临桂区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咨询。申请人和规
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如果对该规划有
异议，请以书面形式将具体意见(署真
实姓名和有效联系方式)于公示期内送
达桂林市临桂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联
系电话： 0773-5590766)。

公示期：自公示刊登日起，至顺
延满 30 日止。

公示网站：www.lingui.gov.cn
（详见临桂住建——— 公告公示栏）

桂林市临桂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7 年 12 月 7 日

公 示

经股东会议决议，本公司拟将注册
资本金由人民币 1000 万元整减少到人
民币 500 万元整，原债权债务关系不
变。特此公告！

桂林众清洗涤服务有限公司
2017 年 12 月 8 日

减资公告

通 知
易莉：

请你于登报之日起 5 日内与单位联
系处理劳动关系相关事宜，逾期按《劳
动法》、《劳动合同法》有关规定进行
处理。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桂林市分公司
2017 年 12 月 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