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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经常去散步找灵感的湘湖，南
阳赭山这个地方，冯耀忠说也想跟大家
推荐推荐。冯耀忠说：“南阳赭山，那里
有着我不少亲戚与幼时好友，八岁之后
我常去，犹如我的第二故乡。近几年赭
山的发展很快，变化也很大，但是儿时
的那种感情依旧。现在我虽然工作很
忙，但一有空还是会回去看看。”

漫步在赭山老街、坞里村落，随
处可见明朗雅素的白墙灰瓦，高低起
伏的马头墙。多处老宅再现千年来
民俗风情的乡愁记忆。流连古巷，你
会体悟到古镇人文的新发展，感受那
韵味独具的年代感、文化感，碰撞出
一道道斑驳的印记。

这里，环境越变越好，但是人与

人之间的感情好像从来没有改变。
赭山一带，村民大多都姓冯。去年，
他们还建了赭山名人文化馆（冯氏宗
祠），就坐落在风光秀丽的狮子山麓。

当时，在馆内展出了红色摄影家
冯声亮（原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高
帆）、微雕大师冯耀忠等当地文化名
人的摄影、微雕、书画等作品，并成立
了赭山历史文化研究会，借乡贤名人
的影响力，传承当地的历史文化，打
造乡村文化旅游新地标。后来，又有
区级非遗“九皇斗”入驻。“南阳赭山
欢迎大家去打卡！”冯耀忠笑着说。

“我工作在萧山，生活在萧山，儿
时的伙伴在萧山……”冯耀忠说，“所
以我喜欢萧山，无需理由！”

世界杰出华人艺术家、世界华人艺术大
师、20项世界纪录创造者和保持者、浙江省
工艺美术大师、中国唯一汇集古今中外微雕
艺术大成的专业博物馆——杭州天石微雕
艺术馆创办人、浙江大学特聘客座教授、浙
江工匠、杭州工匠。

美好推荐官：冯耀忠

毫厘之间
掌控艺术美

本报讯（记者 於立英）在头发丝、汗毛、芝麻粒上刻字、作画，你能想象
到么？冯耀忠，萧山人，这些正是他的绝艺。

近日，记者走进了位于江寺公园的天石微雕艺术馆，见到了冯耀忠，还近
距离接触到了这些神奇的作品。

在微雕艺术馆门口，记者一眼就看到雕了3866个汉字的2008年的奥运
火炬。冯耀忠在奥运火炬的顶端口上镶嵌一片象牙板，在象牙板中间2.6厘
米×1.5厘米奥运标志图案上，微雕出4286个汉字，每个字只有头发丝直径大
小，记录历届和本届奥运会上获得金牌的中国运动员和获奖项目、成绩，浓缩
中国体坛精华，展示中国在奥运史上的辉煌历程。

那么，最近他有没有新作品？又在忙什么呢？“当然跟杭州亚运会有关！
我在构思关于亚运会的作品。不过，现在杭州亚运会延期了，我就有更多的时
间去思考。”冯耀忠说，“全民亚运，我也希望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参与其中。”

湘湖带来很多创作灵感

在微雕艺术馆，记者还看到了
很多山水画的作品。冯耀忠说，这
些作品的灵感很多都来源于湘湖。

“我最喜欢去湘湖越堤走路！”
说着，冯耀忠拿出手机，给记者看了
他的朋友圈，“你看，我每天都有记
录，已经连续走路2200多天！大多
数都是选择去越堤。天上飞的鸟，
水中突然跳出来的鱼，草丛中突然
的虫鸣……都是能瞬间激发灵感
的。以前，我有时候会去西湖寻找
灵感，现在的湘湖越来越好，我也越
来越喜欢在家门口走走。”

越堤长900米，为纪念越王勾践

而建，是一道集自然和历史的人文
长堤。越堤上藕芳桥、织翠桥、浣月
桥、采莲桥、定澜桥、越王桥和梦湖
桥，这些形态各异的桥梁，使得越堤
的岸线桥型富有变化，形成了沿越
堤路段上各不相同的情韵。

走在越堤上，春夏秋冬都有不
一样的感觉。比如春天的时候，走
在越堤上，一路上花开不断，特别是
越堤两边的垂丝海棠，粉粉连着一
片。到了夏天，杨柳依依，绿草青
青，一阵风吹过来，柳枝随风扭动，
那又是另外一种感觉了。还有秋
天、冬天，也都是各有各的风景。

本报讯 （记者 高艺炯） 萧山历史
悠久，历史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
历史上不仅名人辈出，还拥有众多脍炙
人口的经典故事。为进一步讲好萧山历
史文化故事，保护和传承优秀历史文化，
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和文化影响力。中
共杭州市萧山区委宣传部、杭州市萧山
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决定面向全社会
开展“萧山经典历史文化故事”征文活
动，现将活动通知如下：

征文主题
萧山经典历史文化故事

参赛对象
参赛人员不受地域、年龄、职业等条

件限制，以个人、团体名义均可参赛。

征文要求
1.主题要求：围绕主题，立足萧山。

内容须与萧山的人或事具有密切关联
性，且具有历史性、文学性、通俗性。

2.题目建议：征文题目自拟，题目要
形象醒目、概括凝练，既能揭示文章主
旨，又能让人看了眼睛一亮。以四字题
目为宜。

3.选题建议：所写的萧山历史文化
故事为近代及以前的故事。所写的历史
文化故事须是经典的，能体现萧山文化
底蕴。

4.字数要求：1500字左右。

征集方式
参赛作品以附件形式，自即日起至

2022 年 8 月 15 日之前按要求进行投
稿。投稿渠道：

1. 所 有 参 赛 作 品 均 通 过 邮 箱
602051776@qq.com进行投稿，电子邮
件主题请注明“萧山经典历史文化故事”
主题征文投稿。若出现上传等问题，可
电话联系：0571-22806718。

2. 征文投稿方式为电子文档。
Word文档命名：“姓名+作品名称”，稿
件文末须标明作者姓名、单位、电子邮

箱、联系电话等相关个人信息。不得使
用网名或假名。

3.学校等单位组织征文的可参与组
织奖的评选。学生自行投稿的，请注明
作者姓名、学校、班级、电子邮箱、联系电
话等信息。

评选使用
1.征文结束后，将组织专家团对作

品进行评选。为确保大赛的公平、公正,
所有参赛征文都将在隐去作者姓名的前
提下进行评选。

2.奖项设置。本次大赛将设一、二、
三等奖及组织奖若干。

3.获奖稿件将择优在萧山主流媒体
刊发，并视来稿情况，结集出版。获奖作
品版权归主办方所有。

其他事项
作品若涉及著作权、版权或者名誉

权纠纷，均由作者本人负责。

一个手艺人的故乡情怀

1.能形容一下你眼中的萧山吗？
我工作在萧山，我生活在萧山，我儿时的伙

伴也在萧山……萧山对于我来说一切都是最好
的，无需理由！

2.请你推荐一下最有萧山味道的地方？
南阳赭山村，我的第二故乡，所以我要为它

代言。

3.除了工作，你最爱做什么事？
我喜欢去湘湖散步，那里很安静，那里能感

受到大自然的随性，感悟造化天道，那一草一
木，都能给我灵感。

问答

扫一扫二维码
查看更多内容

本报讯（记者 贺一萍）读《论语》可
静心，亦可修身。韵味萧山牵手同建书院
开启公益国学课堂，由同建书院院长蒋建
丽主讲，带着大家同习圣人经典，从《论
语》开始感悟圣贤智慧，男女老少都能参
加。在韵味萧山App广场#国学课堂#打
卡可获积分，每日打卡者将获得精美礼
物，后续还有线下国学读书会等活动，入
场券将由韵味萧山App打卡积分兑换。

近900天的坚持
用国学强音暖人心

近日，在智慧城市馆举办了一场“孝
亲尊师·感恩明志”诵读经典仪式。正衣
冠、正仪容、正言行、端身正立，双手齐
举，躬身下腰，以至诚之心敬拜大成至圣
先师，表达对先贤的敬重之情。在同建
书院院长蒋建丽的带领下，学子们一起
诵读《论语》选段、观看“跪羊图”视频、学
习拜师礼仪、击鼓明志，在琅琅读书声中
聆听圣人教诲。

像这样的线上线下公益国学课堂，
同建书院已经举办了3年。近900天的
日子里，蒋建丽建了多个诵读经典群，吸
引了一大批师友跟读学习。

“亲爱的师友们，早上好。美好的一
天从诵读经典开始……”这是蒋建丽数
年如一日的领读开场白。2020年1月，
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那时候大家聊
的三句不离疫情，紧张的氛围甚至蔓延
到了新年。蒋建丽清楚记得，2020年1
月30日她建了第一个国学读书群。“没
想到一下子就进来两百多人，大家都想
在这个‘空白’的时间里做点其他的事。”
在这之前蒋建丽就有早起读书的习惯，
自从有了群她录音后会配上原文、译文
做成微信笔记分享到微信群。

一周时间她读完了《大学》，虽然那
时跟读者寥寥，但是群友一个没少，“起
码大家都在，我也读得不算孤单。当时
有朋友说我，你想让80后和90后跟你读
书，这事做不成。”但是蒋建丽不管，就算
只能影响一个人，她也要坚持下去。

渐渐的，群里的师友们反馈多了起
来，有人说每天起床听蒋老师的课成了
习惯，也有人说，自从进群听课，心静了
不少，孩子跟着听，都会背诵几句了。2
月9日—4月3日《中庸》、4月4日—4月
6日《尚书·傅说》，4月7日—4月30日
《礼记》中的《学记》《乐记》《礼运》……这
一读就读了一整年，到2021年1月20日

蒋建丽一日不落，以《孟子》给第一年的
国学课堂收了尾。

“一天不听蒋老师讲国学，就全身不
自在”“一年多时间，每日早读经典一小
时，竟然读了那么多本，《论语》达一百多
遍”，师友们的鼓励与支持让蒋建丽非常
感动。经过一轮简单复习回顾后，蒋建
丽发布了“三年读完《十三经》”的线上公
益课计划。《周易》《尚书》《诗经》《春秋公
羊传》《礼记》……诵读至今，按日计划算
目标竟能提前好几个月完成。

“从一个群到社区群、企业群，甚至活
动群，每一个都有不同的主题。唯一不变
的就是每日打卡的习惯。”蒋建丽说这不
仅是自己的事业，也是对父亲的承诺。

学习国学不分年龄和身份
哪一天开始都不晚

蒋建丽原本是名护士，但是在她的
心里一直有个老师梦。

“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知之”是
父亲从小教她的一句话，可她当时并不
解其意。研学国学经典，经过了那段晨
读苦学的日子才让她真正明白了父亲的
苦心。“要珍惜读书的机会，也是我对孩
子的启蒙教育。”今年4月中旬在上海工
作的女儿也建了个诵读《论语》群，在里
面每日领读。最好的教育是家庭教育，
老师只是引路人。这也是为什么蒋建丽
在读书打卡或者线下活动中会多次提及
父母要做孩子的榜样，无论是陪伴还是
学习，请放下手机。在同建书院的线下
读书会，常能见到10后、90后、80后、70
后和60后齐聚一堂的场景。

父亲在世时的那句“刀在石上磨，人
在事上磨”的教诲始终萦绕在她心头。

2020年4月，蒋建丽与数位师友合力整
理了一本《论语》注音版，当年9月《孟子》
注音版出炉，再后来《大学中庸论语孝
经》注音版合集付梓，同建书院公益课有
了自己的教材。多做事把自己磨砺出
来，当个好老师不能辜负学生，是五年前
父亲得知她要辞职做老师提出的要求，
蒋建丽以此为训并一以贯之。

国学教育不分年龄与身份，蒋建丽
的师友群里有不少老年朋友。一次她去
老年大学给老人上《生命教育与危机干
预》的课，下课时几位老人上前来问：“蒋
老师，我们年纪大了，但是还想读读书，
你有什么推荐的吗？”蒋建丽当时就推荐
了几本国学经典。之后在工作之余她应
邀去社区的老年活动中心或是养老院讲
国学，颇受老年人欢迎。“经典诵读对于
老年人来说，是一种生命教育与关怀。”
随着年华老去、力不从心，老人们更需要
自我调节与外界肯定，国学经典中的圣
贤智慧能帮助他们更好地坦然面对，蒋
建丽说：“从每日诵读这件事上看，老年
人对知识的渴望比年轻人更强烈，而且
更有表现欲。”

如果你也喜欢国学，并想借助外部
力量坚持打卡，欢迎加入韵味萧山诵读
经典群。蒋建丽老师的第一阶段课程安
排是《论语》（二十篇），每周读一篇，用20
周时间读完整部。每天用一点点时间坚
持做好一件
事，在“润物
细无声”中
加强自身修
养，收获一
个全新的自
己。

本报讯 （记者 郭钰） 今年全区高
考报名人数为9726人，比去年增加574
人。其中，普通高考报名6955人、高职
报名2771人。高考人数连年增加，竞争
也越来越大，这些牵动着无数家长和考
生的心。对于高考志愿填报以及选考科
目，考生和家长都有很多问题，因此韵味
萧山App开展了两场直播讲座，为大家
答疑解惑。

考完考试并不代表高考结束，相反，
另一场“考试”才刚刚开始，那就是志愿
填报。每年都有部分考生及家长由于对
招生政策和录取规则了解不够导致出现
了高分低投、志愿掉档、志愿顺序错位、
投档后退档等失误情况，最终考生没有
被心仪的学校录取。为助力萧山学子成
功拿到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特别邀
请了萧山区老干部志愿者联合会理论宣
讲队队员、萧山区原高招办公室主任张
永平以及萧山区教育考试中心主任何明

析，为大家解读2022年的招生政策和录
取规则，还有一些填报前应该了解的事
项和容易混淆的概念、填报志愿的技
巧。讲座上，两位老师都提到了要调整
好心态，考试已经过去，不管考得怎么
样，都要好好思考下自己未来的职业规
划，认真填报志愿。学生和家长在填报
志愿时，应当在确保能被录取的前提下，
争取分数最大化利用！

每年都有考生因为选考科目与高校
对专业的考科目要求不匹配，导致无法
填报。考生和家长一定要知道，选考科
目实际上是高考的前奏曲，必须深思熟
虑！而且从2024年（2021级）起，高考选
考科目从六类调整为四类。改革新政的
第一年，如果考生和家长能够准确理解、
把握政策，往往是获取政策红利最多的
一年。浙江高考选考科目实行的7选3
模式，共有35种选科组合，这么多选择
到底谁是高考选科最佳搭档？在2021

级学生如何选择高考选考科目公益讲座
中，张老师从我省高考改革的历程和高
考选考科目的变迁、目前高考的科目设
置、总分组成及赋分办法、分析选考科目
的组合、确定高考选考科目的思路以及
高考选考科目的建议，共五个方面为大
家讲解了高考选科到底该怎么选。

这两场直播，获得了大家的热烈反
响，很多家长和考生踊跃加入群聊，大家
也在群里积极
讨论。直播结
束后，有部分
家长因为时间
关系没有赶上
直播，可以上
韵味萧山App
观 看 直 播 录
像，大家也可
以扫描二维码
进行观看。

韵味萧山牵手同建书院首期《论语》班开读

“萧山经典历史文化故事”征文活动开启

关于高考 这两场直播讲座值得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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