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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安厦·大都会项目位于灵川县城新区东环路与百花南二路交叉口西南角，建
设单位为桂林亿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规划总平面方案由广西华景城建筑设计有
限公司设计完成并报我局审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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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详
细情况请到灵川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咨询。新城安厦·大都会项目周边群众或利害关
系人若对规划方案有异议，请于公示期内将合理合法的书面意见（署真实姓名和有
效联系方式）反馈到灵川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联系电话： 0773-6819828 、 0773
-6812493 ），申请人及利害关系人依法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逾期不反映，视为无
异议，住建局按照程序批准实施。

公示期限： 2018 年 12 月 3 日至 2018 年 12 月 11 日止
公示地点： 1 . 灵川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 . 新城安厦·大都会项目现场
3 . 灵川县人民政府网

灵川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8 年 11 月 30 日

新城安厦·大都会项目
规划总平面方案批前公示

没老师指点，没有任何美术基
础，但打小就对雕刻情有独钟，那
时候还不知道艺术门类有雕刻这一
门，反正就是喜欢既是写实又有点
夸张的雕刻，为此，小时候常把铅
笔刀当做刻刀，捡来木棍竹根当做
材料，也不用草稿，削钻掏用尽所
能，贡献了大多数课余时间，作业
都可以不做，只不过，最后的成品
完全不知所云，手上倒是留下不少
刀痕，即使这样也乐此不疲，为此
挨了父母不少的骂。

随着年龄的增长，对雕刻也从一
窍不通到慢慢了解，原来，雕刻这门
艺术可以说是历史上最悠久的艺术，
从史前文明到如今，没有哪一种艺术
有雕刻这么悠远。的确，在我的眼
中，根雕、石雕甚至微雕等等不同的

材料，古代的、现代的以及各种能想
到的场景构图，每一个作品让人眼花
缭乱，心潮澎湃。

不过，越是明白了雕刻艺术的
美，自己反而越是不敢动手去尝试
了。好长一段时间，根本没有想到自
己去动手，只是不断地去欣赏，每每
看到精品，忍不住就想象作者是如何
构思和布局，又是如何用小小的刻刀
一点点地完成作品，想到妙处，忍不
住为作者拍案叫绝。

几年前一次爬山，发现路边有
一个树蔸形状怪异，忍不住捡回
家，刚开始只是随意放在阳台上，
任太阳暴晒，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在一个秋日的午后，忽然发现这个
树蔸有我想表达的一种心情，但是
又有一些不合时宜的地方，于是找

来一把水果刀修改。很显然，水果
刀根本不能胜任雕刻，用不多久，
水果刀光荣“下岗”，我的手上也
添了好几道疤痕，我再一次体会到
儿时拿着铅笔刀刻东西的无奈。怎
么办，没有工具就不能雕刻，别人
是怎么雕刻的我不知道，反正他们
是有专门工具的。网络时代就是这
点好，想买什么都可以搜索到，很
快，我在网上买了一套雕刻入门工
具，十来把各式刀具，每一样都有
不同的功能，也就是这一次修改，
埋藏在心底的对雕刻的渴望被点
燃，以后的日子里，雕刻成了时光
里最美的点缀。

有了工具只能说可以雕刻，但具
体雕多久，雕什么，我还真没有刻意
去规划，有时候一个树根几天就能完

成，有时候可能要花去大半年甚至
更长的时间，没有美术功底，复杂
一点的根本不敢想象，再就是闲暇
时间太少，没有机会去寻找品质优
秀的材料，只能捡一些树根树蔸
来练手，正好，家里养了不少花
草，所以又想着把雕刻和花草结合
起来，顺着树根的外形去构思，中
间挖坑填土，种上容易种植的吊兰
等植物，还别说，最后的成品还挺
不错，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远比花
盆中的植物美，同时，在妻子的建
议下，空白处刻上一句话或者歌曲
名字，比如妻子最爱听的《草原最
美的花》，配上青葱的植物，心情
不好的时候看一看，再郁闷也会变
得开朗。

母亲今年 84 岁了，住在桂林市兴安县
高尚镇上。母亲一生接触过的小物件数不胜
数，但她最钟爱的是一个桔红色的小木匣。
这个小木匣是母亲当年出嫁时外婆送给她的
嫁妆，用名贵的檀香木做成，上下两层，共
6 个小盒子，光滑润泽，精致玲珑。

40 年前，母亲在小木匣里面装着的，
是一沓沓布票、粮票、油票、肉票、糖票、
煤票、肥皂票，等等。那时候，什么都是凭
票供应，每一张票对家庭来说都很重要，没
有票，就可能吃不上肉、穿不上衣、点不上
灯。拥有这些票证的多少，甚至还能看出一
个人、一个家庭的身份和社会地位。且不说
城市与农村不同户籍或家庭在享有这些票证
种类和数量上的悬殊，即使家住同一城镇的
人，那些经常能弄到一斤白糖、一块手表、
一条名烟等购买券的人，都绝非等闲之辈。
难怪母亲先前是如此看重这些票证，将它们
用陪嫁过来的本应是盛贵重饰物的小木匣装
着，存放在大立柜里上了锁的抽屉的深处。

说来也怪，小木匣到了我手里，却慢慢
地变得空荡了。首先从木匣中消失的，是曾
一度决定中国公民“衣食住行”首位的布
票。接着，糖票、肉票、肥皂票等也先后从

木匣中消失掉了。由于饮食结构的改变，
使得曾经身价颇高的粮票一落千丈。随着
液化石油气进入厨房，煤票一夜之间形同
废纸。

然而，空寂下来的小木匣并没有退出
我们的生活，它开始了与另一类东西结伴
为伍。首先与它为伴的是，我广西大学毕

业的红彤彤的文凭，接着是我和爱人的金
字红绸封面的结婚证和独生子女证，以后
陆续进入匣中的有外出旅游下榻宾馆时不
可缺少的居民身份证，有体现政治民主、
履行公民权利的选举证和我的县人大代表
证，有数额不断增长的储蓄存折、银行
卡，有体现老百姓福祉的医保卡、社保
卡，还有休闲娱乐的健身卡……

前不久，我回广西老家接母亲来海南
过冬。母亲临走时特地从大立柜里拿出她
的宝贝——— 小木匣，说是要一起带走。母
亲用手抚摸着小木匣，今昔对比，感慨万
千，不禁随口说出了一段打油诗：“小小
木匣变化大，党的政策顶呱呱，幸福生活
人人夸，百姓心里乐开花。”

母亲的小木匣
□李本华

在图书馆读书，纵然可以博览群书，阅尽世间
沧桑，但总会受到一些诸如环境偏狭的局限，很多
读书的感觉，往往只能停留在想象的空间里。书房
读书，宁静怡然，读书到深处，不免遐思缕缕，偶
尔移目窗外，便有了户外走走的冲动。尤其是读到
一些精美的游记，对作者笔下的山水人文、旖旎风
光、独特美食及民俗风情，心中每每充满向往。

其实读书是可以与旅行结合起来的，祖国的名
山大川，众多的人文胜迹，世界各地的旖旎风光，
灿烂的古文化遗址，多姿多彩的风情民俗……都可
以在亲临其境中尽情翻开图书的页码，在走动中享
受阅读的快乐。

我喜欢旅游，尤其喜欢在旅途中读书，那种在
行走中阅读的怡然之乐，是在书房中阅读时所找不
到的。

通常在确定了旅游线路后，我会事先阅读一些
与旅游目的地相关的书籍，做到一路行来心中有
数。在旅游区，当别的游客大包小袋地忙着购买当
地的土特产、工艺品时，我总是将目光投向那些跟
旅游景区有关的书摊，结合景点阅读，从中了解当
地的历史名人、风土人情、人文民俗、历史典故
等，在游览中慢慢体会并融入其中。在旅途中有书
相伴不寂寞，让我的旅游变得更充实，不至于走马
观花，而成为有意义、有目的的旅行。

爱好在旅途中读书，得益于少年时代读了多遍
的《徐霞客游记》。“性酷好奇书”的明代大旅行
家徐霞客，用自己的一双脚踏遍千山万水，每一处
旅程所见都一一记载，为后世留下厚重的宝贵篇
幅，令我对无尽的旅途充满了向往。

以前曾到庐山避暑，印象中的庐山林木葳蕤，
植被葱笼，也就是盛夏纳凉消暑的好去处。当我带
着《徐霞客游记》再登庐山，发现这里的一草一
木，一山一水，一亭一阁，佛寺庙宇，飞瀑流泉，
无不蕴含着美的意蕴。徐霞客游览庐山用了 6 天时
间，攀藤附葛，水陆兼程，历经艰险。在他的日记
中，石门之奇，铁船峰之险，天池寺钟声之悠远，
金竹坪竹林之清幽，仰天坪之绝顶，桃花峰之雄
奇……钟灵毓秀，历历在目。随着徐霞客的脚步，
山川古物，人文遗迹，让我领略了庐山的山水溪
流，天池浓雾，佛寺梵声，香炉飞瀑，尤其草庐净
室清修之地，都是庐山的精髓所在，这与当年只是
捧着相机、拿着手机走马观花的游览庐山有着天壤
之别的效果。

跋涉在旅行路上，我的旅行袋里带回来的全是
一本本与景区相关的书籍，一篇篇写生般的第一手
笔记，一次次心灵之旅的强烈震撼。捧着书籍旅行
人生，我领略到西递、宏村徽派建筑的古老神奇，
张家界“放大的盆景，缩小的仙境”的秀美灵韵，
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的神奇壮阔，黄山花山谜
窟的难解之谜，普陀山南海佛岛的袖珍庄严，江南
周庄水韵婉约的小镇风情，福建武夷山独特的地貌
景观，湖北武当山的道教神秘，还有众多历史文化
遗址的厚重悠远……

清代钱泳在《履园丛话》中说：“‘读万卷
书，行万里路，’二者不可偏废。”只有在行路中
眼观耳识，才能弥补自身知识有限的不足。在旅途
中读书，拓宽了我的视野，增长了知识，大自然的
地大物博，让我的心胸变得更加开阔。有时面对一
处景物，掏出随身携带的书，翻开那些跟眼前景点
相对应的章节，边读边游，边游边吟，那种文字与
景物交融互动的韵味，那种赏心悦目的心灵感悟，
与南宋儒学集大成者朱熹“读书有三到，谓心到、
眼到、口到”的论述深相契合，真是令人陶然欲
醉。特别是夜宿旅途，一边读书，一边细细回味白
天旅途所得，真有古罗马哲学家马库罗·图留斯·西
塞罗“(书籍)在旅行之际，却是夜间的伴侣”的美妙
感受。

其实人生也是一场旅行，从起点到终点，就是
一种漫长的阅读过程。如果想让人生中的风景更美
一些，那就不妨将心扉敞开，带着书籍去旅行。在
边走边读中，你会发现，原来人生路上的风景，才
是最美、最真实的风景。走在书香盈途、美景无限
的旅程上，只要心无旁骛地拥抱这个世界，生活就
会拥有许多一如书中的精彩篇章。

书香盈途
□李笙清

在时光里雕刻心情
□董刚

小时候读张恨水先生的市井小说
《落霞孤鹜》，感觉这书名起得特
美，后来知道这是有来历的，于是反
复琢磨“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
天一色”所包涵的优美境界。可是好
长一段时间，我总弄不清楚这原本艳
羡亮丽的景致中，为什么总氤氲着一
份哀婉的凄楚，为什么总让人停思坐
爱秋霞晚呢？

其实弥望自然景观，无论是花草
鸟虫还是云霞雾露，无不多姿多彩，
赏心悦目，如果再灌以自己的品性和
感悟，那就更寄托着人的喜恶之情和
爱憎之思了。历来的文人墨客对落霞
都情有独钟，他们将霞景入诗，同时
诗中有画，画外透情，使人读之就不
免天马行空，浮想联翩。譬如读钱起
的“画戟朱楼映晚霞”和陆游的“剪
得秋光入卷来”，你就会真切地感受
到一大片浅橘色的淡霭，在眼前空灵
地飘忽，在心头无声地律动。而将
“孤鹜”入诗的除了王勃，我所知道
的还有明代的唐寅，并且他的画作将
“落霞孤鹜”这一意境表现得最为完
美，其画中有苍山秋水，有亭台楼
榭，有垂柳扁舟，以及书生远眺和童
子侍立，同时题有诗云：“画栋珠帘
烟水中，落霞孤鹜渺无踪。千年想见
王南海，曾借龙王一阵风。”诗中所
说的“王南海”，也就是王勃。可以
说，唐寅作此图就是想以水墨丹青代
言，与诗人王勃作一次心灵的对话；
当然，这种跨越时空的“对话”在其
现实性上，是在寻找和获取一种艺术
情怀与人生境界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由于一直偏爱“落霞与孤鹜齐
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两句诗，所

以心中便向往起滕王阁来。戊子年仲
秋，终于觅得机会到南昌一游，随行
的导游开始滔滔不绝：世人称道滕王
阁，是登临观赏的绝境，文人雅集的
胜地，歌舞宴乐的殿堂，迎来送往的
馆驿，拜迎诏诰的礼厅，祭祀先贤的
祠坛……由于有王勃的诗句在前，唐
寅的画作在中，导游的解说在后，登
滕王阁之前，我就情不自禁地将自己
放逐到一个优美的诗情画意里：火红
的晚霞在空中燃烧，一只墨绿色的野
鸭贴着水面向天边飞去；长天蓝蓝，
秋水澄澄，上下天光，一碧万顷……
事实上目力所及，滕王阁的内外，除
了熙熙攘攘的匆匆游客，红红火火的
高声叫卖，很难眺望到“面临江水势
凌霞，却倚重城十万家”的大千气
象，更无法使人触发“杰阁犹存帝子
名，登临不尽古今情”的无限感慨。
如此悻悻而归，心中不免困惑与迷惘
起来：那栖落的红霞呢？那高飞的孤
鹜呢？

近日翻阅闻一多文集，这才突然发
现，那栖落的红霞和高飞的孤鹜原来依
附在先生的周围。闻一多认为，秋日的
红霞既灿然亦嫣然，它融融漾漾，稍涉
神秘而不堕邪腻，是蒙娜丽莎式，最能
摄动天下万眸的虔诚爱念；而那高飞的
苍鹜，在晚霞静穆的背景下，似乎更有
一种近乎冷清的宁静与悠远，它要以奋
力振翅来刺破穹庐，从而显现其执着的
追求和独立的人格。这种象征手法的运
用，赋予了这两个意象更深层次的内
涵。所以远望落霞，我们现在不必嗟叹
人生迟暮；看见孤鹜，我们早就不该感
喟形只影单……

落霞孤鹜
□钱续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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