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 16日下午，雨山区人民检察院召开深
化“三个以案”警示教育动员部署会。会上传达
学习了省、市、区深化“三个以案”警示教育动员
部署会议精神和省检察院“工作方案”，驻院纪
检组长杨先华同志结合实际，对该院开展深化

“三个以案”警示教育活动进行了初步安排。
该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宋斌同志对推进全

院深化警示教育提出要求。他强调，全院党员

干警都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
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要不断提高政治站位，强
化政治担当，压紧压实政治责任，在深化“三个
以案”警示教育活动中，要把自己摆进去，把职
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切实增强深化“三个
以案”警示教育的自觉性，坚定不移推动全面从
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徐惠 徐雯瑾

雨山区人民检察院对深化“三个以案”
警示教育进行动员部署

好几年春节没有回老家了，总觉得回去
之后少了处地方，也少了个值得眷恋的人
了。以前总有个人盼着我们小辈回家的，她
提前置办好年货，得了消息便早早地在家门
口候着，奶奶走了九个年头了，每每过节总
能想到她，我是父母一手带出来的，跟上一
辈的倒没有那么亲，但唯独奶奶在我心里总
是有那个一个影子，时不时冒出来。

小的时候不像现在这么信息化，没有智
能手机，没有视频聊天，也没有网上冲浪，只
有不经常打的电话，那时候还有长途和漫
游，奶奶都是去村里有电话机的人家给我们
打上一通电话，也舍不得多聊些，反复叮嘱
一定要回去过年。

奶奶是个实实在在的农民，一辈子没享
受过什么小辈的福气，大家好不容易过得好
点了，她却走了，走得很痛苦，我是晓得的。
贫穷没能带走她作为一个女子的优雅，倒是
疾病磨灭了她的尊严，可能你觉得我言重
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能感受到她最后无
奈地挣扎。

奶奶不管什么时候都是端庄自持的，记

得她每次下田干活的时候，那斗笠下的头发
都是精心梳过的，说起这个，我脑海就浮现出
晨曦下的老房子，奶奶站在门口，一把老旧
的木梳子，那一缕缕白的透明的发丝，阳光
照在奶奶身上，格外的慈祥温和。

每次回老家，感觉自己跟别人格格不
入，也没有可以说上话的同龄人，奶奶总拉
着我去串门，特别骄傲地把我介绍给别人。
还记得有一年，奶奶偷偷地把我拽进她那昏
暗老旧却透着木头清香的小屋子，打开柜子
给我装了一兜的桂圆，我永远忘不了奶奶那
欣喜的表情和珍惜的样子，桂圆可能不是什
么稀奇玩意，但在那一刻我感觉奶奶把她所
拥有的全部都给了我，那种沉重的感情不是
随便就能表达的，那时候真有种被人捧在手
心的感觉，真的特别温暖。

又是一年清明，花依旧会红，草依旧
会绿，可是有些人却怎么也回不来了。奶
奶的离去却让我更懂得了珍惜，珍惜眼
前，珍惜你所拥有的，比你后悔莫及来得
及时有效。愿逝者安息，愿生者珍惜！

徐雯瑾

草长莺飞的日子，即使有雨，也该是润物
无声的盎然春意，可“清明时节雨纷纷”这句
话总是没错的，缠缠绵绵的阴雨好像上天落
笔，有些“一切景语皆情语”的意味。

在外上学的日子里，山水迢迢，清明总也
回不了家，除了三天假期，很难有清明已至的
实感。小时候的清明，总是被爸爸带着，在湖
边折上几支柳，雨后还有点泥泞的小路一路
蜿蜒，路边有种不知名的紫色的花开得鲜
妍。翻新土，插柳枝，烧纸钱，磕头，是每年的
祭拜流程。磕头的时候总要在心里说点什
么，求老祖宗保佑，现在也记不起那时候的愿
望了，无非是天天开心，学业进步一类的话，
比现在容易满足。后来渐渐长大，路边的紫
色小花也不让我念念不忘了。

也许是年纪太小，我并不能真正感受
清明祭拜的沉重，第一次直面死亡的重压，是
奶奶拉着我的手边哭边说，你以后都没有爷
爷了。爷爷去世了，葬在墓园里，不用翻山越
岭去山的深处祭拜，但清明祭拜的人一扎堆

就容易堵车，我们一家总是起得早
早地赶过去祭拜。第一年奶奶哭

得很厉害，第二年平静下来能和爷爷好好说
说话了，和他说我们一家都好，希望你在那边
也好。爷爷得脑血栓 18年，奶奶照顾他 18

年。爷爷身体健康的时候我还没出生，我记
忆里的爷爷就只是拖着一条腿走路、话也说
不太清楚的样子了，我听说他年轻的时候篮
球打得很好，我记忆里的他也只能守着电视
看NBA，连开口喝彩也做不到。但他也会在
天冷的时候提醒我加衣服，把好吃的饼干放
到我的桌上，把电视让给我看，虽然这些平常
的关爱对他来说异常艰难。

我大概是那年清明才真正懂了清明祭
拜的意义。“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不只是
至爱亲朋，古往今来多少人为大义发声，为
大义牺牲，如屈原投江，“虽九死其犹未悔”；
杜甫忧思，“安得广厦千万间”；消防官兵火
海中丧生；白衣战士疫线负重前行⋯⋯他们
亦值得被纪念。清明时节，情义迢递，遥遥
一祭，就像他们不曾离开。 邓谷 睿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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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清明时节 犹及清明可到家

“品茗书香 润泽雨检”读书月

——读《小城三月》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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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着萧红温润又悲惋的笔触，我坐着
一辆古旧的马车，听着车夫沙哑山歌里的苍
茫，到了一个正值三月的小城，认识了窈窕
的翠姨。

她是温婉的存在，像沁人的清流温柔着
我们目光所及，倾耳所闻的一切。

“翠姨生得并不是十分漂亮，但是她长
得窈窕，走起路来沉静而且漂亮，讲起话来
清楚地带着一种平静的感情。”她没有读过
书，也不“特别的繁华”，却有着类于大家闺
秀，甚至连所谓大家闺秀也无法企及的气
质。即使她只是一个再嫁的寡妇的女儿。

她会弹琴，会吹箫或是吹笛子。她在打
网球时站在一边看风景，“向着远远的哈尔
滨市景痴望着”。

她让我想起林黛玉，那个吟咏着“红消
香断有谁怜”为落花寻一归处，痴痴望着潇
湘馆中斑竹凄凄落泪的女子。

都是透明如水的女子，却都早早离了人
世。黛玉和翠姨，殊途同归。

黛玉与宝玉被拆散自有千般理由，已无
法一一道尽。而翠姨的结局，在冥冥中被命
运牵引，更禁不住中华千百年扭曲传统的落
石轰然而下的重负。

我看见，滚滚烟尘，片片碎石，层层叠叠
铺满了翠姨的坟墓。在烟尘碎石里悠悠生
出了花朵，却是杨花这样装饰尘寰的美丽，
望去苍苍，飞来扬扬，没有归处，没有答案。

翠姨是买绒绳鞋都要反复问过“我”意
见的人。可是她在犹豫过后，确定了那是她
想要的，她便生出了单纯的执拗，像渴望炽
热光亮的飞蛾。她在大雪纷飞的小城里，一
家一家地找着自己想要的合码而精致的绒
绳鞋，严寒侵袭了她柔嫩的脸庞，让它冰冷
通红，可她的心扑通扑通跳动着，声响震开
了堆叠的雪花，融化了几尺的寒冰，一声一
声诉说着坚定的渴望。

这样的她，爱上一个人时也是一样。
翠姨爱上了一个男人。他是“我”的堂

哥哥，地主家才学出众的公子，穿西装，长得
好看，读过许多书，待人规矩，尊重女子。他
值得翠姨一头扎进去。翠姨像极了一只扑
火的飞蛾，却不及飞蛾的壮烈，她“总是不从
心的脾气”，让她沉默，让她想把满腔深情带
进坟墓。

在历史的洪流里，满腹诗书世家公子总
该配一个大家小姐，而不是一个寡妇的从未
读过书的女儿，更何况翠姨已然背负了“父
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亲事。这些，美其名曰

“门当户对”。翠姨被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一点点压紧，紧到她面对爱的人只能当一个
哑口无言的花瓶，俗世的尘土呛进她的嘴，
她的鼻，她的心口，鲜活的心见不到阳光触
不到空气，唯有死路一条。没有人能救得了
她，没有人敌得过传统落石的重压。

她也是想要反抗的，尤其是在到了“我”

家之后。
“我们家里自从父亲维新革命，总之在

我们家里，兄弟姊妹，一律相待，有好玩的就
一齐玩，有好看的就一齐去看。”

她很勇敢。她开始念书，她开始以她单
薄却生动的性命相抗，拒绝嫁给那个她不爱
的男人，拒绝过把自尊自由踩进尘埃的生活。

有人曾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翠姨可能并没有
听过这首诗，可她践行得十分彻底，她就要
去拥抱她永恒的自由了，她是这首诗作者最
勇敢的知音。

翠姨最终是付出生命了。我不知道黄
泉路上是否寒冷和孤独，但我知道她虽然还
是没能和爱的人执手不离，却也能因这场抗
争的胜利而欣慰了。

其实，这不过是我的猜测罢了。因为我
是替她感到欣慰的。

那个世界的封闭和落后，扭曲而肮脏，
它唠唠叨叨，总是提醒别人出身，提醒别人
性别，这样生来就改变不了的东西。

那样不讲理的世界，不适合翠姨那样至
情至性，透明如水的女子存活。世界不容
她，她便离开了，从容而坚定，我们不该替她
有一丝可悲。

如果说，真要有那么一丝的可悲，也来
源于哥哥对她的不理解。他不懂她为什么
死了，他不懂。翠姨是带着对他的爱和对自

由的追寻离开的，我很想替翠姨告诉他。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

死可以生。”翠姨也因她的一往情深活在另
一个世界里了，那是她该在的地方。

那里，有经年不歇的杨花雨落，有永远
年轻的小姑娘叫卖蒲公英的清脆声响，有比
地衣还绿的原野。那是平行时空里的另一
座三月的小城。美好的犹胜，不好的却再没
了。

翠姨就坐在马车里，悠悠地过来了，轧
过满地杨花，再也不走了。

春天来了，再也不走了。 邓谷睿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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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24日下午，马鞍山市工商联在知
乎教育创客+校区内召开了与在马徐州籍
企业负责人座谈会。市工商联党组书记夏
为顺等一行与部分在马徐州籍企业负责人
座谈交流，了解企业发展情况及复工复产
情况，就进一步发挥工商联职能作用、服务
在马徐州籍企业发展与到会企业负责人进
行了亲切交流与沟通。

座谈会上，与会在马徐州籍企业负责
人代表先后发言，介绍了各自企业的相关
情况。交流中，市工商联秘书长朱俊俊就
工商联的职能以及异地商会成立的基本要
求、程序等做了简要说明。

夏为顺书记表示，各位徐州籍企业负
责人要加强联动，促进交流，为两地的经济
发展牵线搭桥。他希望大家可以积极谋划

搭建起商会这样的合作平台，充分发挥商
会在沟通人脉、整合资源和促进发展等方
面的独特优势，进一步密切马鞍山与徐州
的友好联系，共同推动助力两地的经济发
展，同时为两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做
出积极贡献。

会后，夏为顺一行参观了知乎教育创
客+校区。 海洋风 张静

建好合作平台 助力两地发展
马鞍山市工商联与在马徐州籍企业负责人座谈会圆满举办

市工商联党组书记夏为顺讲话

座谈交流现场 夏书记一行走访参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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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入夏？
29日最高30℃

A05 都市圈·新闻 2020年4月27日 星期一
责编：李君伟 美编：居长玉 校对：孙静

晨报讯（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聂龙
妃)激动地搓搓手，还有四天，就是五一
啦！虽然大家最关心的假期天气目前尚无
“完整版”，但是前半段（5 月 1 日-3 日）天
气状况大致出炉，快来看看吧！

昨天中午出门，是不是觉得天又热了不少？
气象部门监测显示，周末两天，气温回升得毫不含
糊，截至昨天17时，南京站最高有27.7℃，在本
月内仅次于16日（28.1℃）。不过这还不算是本
阶段最热的，30℃+的气温指日可待！

昨日江苏省气象台发布最新一周天气
预报，总的来看本周天气还是以晴好为主，
雨水主要下在周末，也就是五一假期的前半
段：预计今天（27 日）沿江和苏南地区有小
雨，不过雨水来得快去得快，28日-5月2日
全省以晴好天气为主，其间5月1日淮河以
南地区局部有雷阵雨。最重要的是5月3
日，届时受高空槽和地面低压影响，全省白

天多云转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
等，长江以北局部大雨，外出市民注意防范。

气温方面，虽然今日有雨，受其影响全
省气温还会有小幅下降，不过，一场小雨阻
挡不了升温的步伐，29日我省最高气温可达
30℃！据气象部门介绍，月底到下月初的这
波升温，范围广、趋势稳、力度大，东北、华北、
黄淮等地将成为升温最为明显的区域，未来
五六天的累计升温幅度普遍都能达到10℃
以上，本轮升温的高点大多出现在5月1日。

南京近3天天气预报
今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

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12℃到21℃；
周二：晴到多云，东南风 3 到 4 级，9℃

到24℃；
周三：多云到晴，偏南风3到4级，12℃

到28℃。

晨报讯（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卢斌）今年五一
假期，南京浦口区桥林街道“草圣书乡”景区将举办为
期4天的第一届“草圣书乡”亲子艺术户外生活节。

据了解，本届亲子艺术户外生活节以“亲子、
艺术、自然”为主题，其间景区将举行小丑玩偶派
对、艺术手作、童趣DIY、户外帐篷露营、懒人沙
发体验、美味集市等缤纷有趣的活动，现场还将举
办第一届“草圣杯”省少儿书画大赛获奖作品展，
景区的羽之国无动力乐园、喜阅童话亲子书店等
各类亲子艺术畅玩更是欢乐无限。第一届“草圣
书乡”亲子艺术户外生活节将为广大市民朋友五
一亲子度假、艺术享受、户外休闲提供丰富多彩的
选择。 浦口国资集团供图

晨报讯（通讯员 张驰 南京晨报/爱南京
记者 孔芳芳）4月29日（周三）18：45-19：
45，江苏凤凰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及旗下
的南京凤凰国际书城、凤凰云书坊24小时
书店携手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晨报，为大家
带来“凤凰新华党政云课堂x凤凰国际书城·
云耘众声”线上读书会之云说新势能（第 2
期）：“漫谈中华传统美德”。

本期邀请到的嘉宾是南京大学教授、博士
生导师徐小跃老师，他将就中华传统美德的真意
展开讲解。徐教授通过长期研究，提出以下“十
德”说，即仁、义、礼、智、信、孝、悌、忠、廉、耻。

徐教授在最本始的意义和较全面的意义
上去论述十德，深刻揭示了此十德所表征的
中华传统的精神实质之所在，让国人清楚地
知道什么是中华文化最深层的精神追求、最
根本的精神基因和最独特的精神标识。

市民可通过爱南京直播平台、凤凰国际
书城抖音等平台同步观看本次党政云课堂。
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凤凰云书坊24h”或
“江苏人民出版社”微信公众号。

周三“云说新势能”
听南大教授说“十德”

来“草圣书乡”玩转亲子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