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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临漳北吴庄佛造像
埋藏坑是中国佛教考古的重
要发现之一。2012年，经过
16天的抢救性发掘，该埋藏
坑出土文物 2985 件 （块），
时代跨越北魏、东魏、北齐、
隋和唐代，大部分是东魏、北
齐时期造像。邺城考古队经过
多年的整理、拼合，完成了200
余件造像的修复工作。目前正
在国家博物馆展出的“和合共
生——临漳邺城佛造像展”即
这批佛造像修复、保护工作的
阶段性成果，也是邺城遗址考
古的首次系统性展示。

邺城有着丰厚的历史底
蕴，在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史上
具有重要地位。邺城佛造像
有白石和青石两种材质，风格
各具特色。白石石质细腻，便
于雕刻者施展才艺。北齐的

“弥勒七尊像”和“菩萨坐像”
等均利用了白色大理石温润

洁白、质地柔软的特点，运用
娴熟的镂空雕刻技术，是邺城
佛教造像的巅峰之作。邺城
地区的青石造像较少，北齐的

“弟子立像”“菩萨三尊像”的
雕刻风格明显有别于白石造
像，突出了造像服饰线条的变
化。

本次展览选取171件展
品，其中佛造像精品131件，
突出表现了在中国审美影响
下，邺城佛造像蕴含的艺术价
值。中国古代佛像注重对造
像形神之美的刻画，通过对
佛像身形的塑造，显示其脱
俗潇洒的风貌，通过对佛像
面容的塑造，传达洞悉哲理
的智慧精神。作为十六国北
朝时期北方政权的中心，邺
城集中了大量能工巧匠，在继
承传统雕刻技艺的基础上，
因材施雕，赋予造像不同的
神韵。

佛韵至美
缇妮

⦾艺事⦾文苑

夏日的周末，在胡桃里音乐酒吧，伴着老师们的祝福和期
望，一首童声合唱《乘着歌声的翅膀》拉开了午后音乐会的序
幕，这是由北京彩虹公益基金会为即将毕业离团的昌平区燕丹
学校彩虹合唱团举办的一场音乐会。学生们表示，在合唱团中
获得的不仅仅是知识，还有合唱的乐趣，有音乐的生活是美好
的。 （王佳）

暮夏时节，笔者与同窗好友自贵阳出
发，前往黔西南之地的兴义、安龙等处避
暑纳凉。从兴义出发，车行约一个多小时
后便来到了安龙县城，从县城往东北，我
们很快便到达了招堤。踏上堤坝，举目四
望，一池碧水，满眼荷叶，亭台楼阁，青山
环绕，凉风习习，顿觉舒爽。脑中立刻涌
现出杨万里描写西湖的诗句：“接天莲叶
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就是著名
的‘十里荷塘’了！”我不禁脱口而出。听
说这里的荷花是张之洞的父亲亲手所栽，
算起来已有170多年的历史了。

据记载，安龙县城东北原是一片泽国
水乡，俗称陂塘海子。每年雨季，山洪下
泄，陂塘水涨，直涌城厢。清道光二十八
年（1848年），兴义知府张锳（张之洞的父
亲）将堤加高5尺，又于堤畔培柳、水中植
荷，使原先祸害城垣的陂塘海子变成安龙
一道亮丽的风景。清代著名学者朱逢甲
以“水色涵山色，荷香杂稻香”的联语描绘
它的景色。新中国成立后，安龙政府重修
了曲桥、湖心亭等景观，在岸边广植花木，
招堤风景区更是远近闻名，往观者日盛。

沿着弯曲的荷塘曲桥，我们进入荷塘
深处，这里游人稀少，十分静谧，一阵微风
袭来，仿佛能听到荷叶摇动的沙沙声。这
里的荷花面积大约53000多平方米，站在
观荷亭，我和好友在密叶中寻找荷花的倩
影，“众里寻他千百度，荷花偶尔露峥嵘”，
大概是初秋的缘故，荷花多已开败。这里
的荷花朵大瓣多，色深艳绝，虽不似西湖
荷花那般妩媚娇艳，却另有一番古朴沧桑

之美。沿观荷亭木梯上得二楼，凭栏四
顾，十里荷塘尽收眼底。这里三面环山，
一面傍城，十里平畴，一堤横亘。堤南是
一片连着青山的碧水，堤北是十里荷塘，
正是“四顾山光接水光，凭栏十里芰荷
香”。

沿招堤行至西端，连接着一座小山，
名曰“金星山”，山上花木扶疏，掩映着历
代修建的亭台楼阁，错落有致，布局天
然。亭阁石柱上题咏甚多，或描青山秀
水之佳趣，或发思乡怀古之幽情。据工
作人员介绍，这里便是有名的“半山
亭”，是张之洞11岁时作《半山亭记》
的地方。据传，张锳加高招堤的同时，
在金星山东麓修建“半山亭”。亭竣工
时，他邀请群僚著文记事，在半山亭大
宴宾客。时值七月十六日，招堤两岸，
垂柳迎风，新辟池塘，荠叶荡青，年仅
11岁的张之洞凭栏纵目，文思泉涌，挥
笔写下《半山亭记》，洋洋洒洒，700余
言，一气呵成。更为难得的是，小小年
纪，竟有“德及则信孚，信孚则人和，
人和则政多暇”的见解，在场宾朋大为
震惊，无不心悦诚服，齐称“神童”“奇
才”。《半山亭记》后刻石嵌于亭内石壁
之上，供后人赏读。

此时，游客甚少，半山亭更显幽静
恬然。我们径直来到亭内，逐字逐句地
品阅镌刻在石壁上的《半山亭记》，体味
张之洞当年的激扬文字，观赏半山亭内
外的古今美景。

“万山辐凑，一水环潆，雉堞云罗，
鳞原星布者，兴郡也；城东北隅，云峰
耸碧，烟柳迷青，秋水澄空，红桥倒影
者，招堤也；缘是数里，蒹葭苍苍，有
阁巍然，峙于岩畔者，魁阁也；穿绿
阴，梯白石，禅房乍转，画槛微通，石
壁一方，茅亭三面者，半山亭也。作亭
者谁?吾家大人也。翠萝红蓼，罗列于轩
前；竹榭茅檐，欹斜于矶畔，太守之

意，得之半山，而志以亭也。”
晚清重臣张之洞，字孝达，号香

涛，河北南皮人。他祖籍虽为北国，但
生长在西南贵州。张之洞1837年出生在
贵阳六洞桥边的一个官宦家庭。张家世
代为官，“家世以儒学显”，亦是书香门
第。张之洞天性好学，博闻强记，4岁开
始入塾读书，9岁已读完四书五经。十一
二岁期间，从其父挚友胡林翼、韩超就
学，他的史学、经邦济世之学功底，主
要得益于胡、韩二人。12岁时，他的文
名已为贵州全省之冠，并在贵阳刊印了
他的第一本文集。1850年，13岁的张之
洞考取秀才；1852 年，回原籍参加乡
试，拔得头筹，获得“解元”；1863
年，张之洞进京参加会试，金榜题名，殿
试时又得到慈禧的赏识，拔置一甲第三，
中探花。此后，张之洞开始步入仕途，历
任教习、侍读、侍讲、内阁学士、山西巡抚、
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军机大臣
等职。为政46载，他广开新学、改革军
政、振兴实业，作为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
他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为晚清

“四大中兴名臣”。毛泽东对其在推动中
国民族工业发展方面所作的贡献评价甚
高，曾说过:“提起中国民族工业，重工业
不能忘记张之洞。”

4岁时，张之洞跟随父亲来到安龙，
直到18岁进京参加会试，在安龙生活了
十几年。张锳出任兴义知府的13年间，
干成了不少得民心的政事，可谓文治武
功，政绩卓著。有这样一位“为官一
任，造福一方”的知府作父亲，其有口
皆碑的政绩，对少年张之洞来说，自然
是耳濡目染，得到了最好最直观的教
育。张锳特别喜欢荷花。他在招堤遍植
荷花，就与其从政生涯、政治抱负有
关。晚清的官场，污浊一片，要像荷花
一样虽身陷污泥却能保持“中通外直，
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的气

韵，他把种植荷花当作一种精神寄托。
张之洞也同他父亲一样，特别喜爱荷
花。每到荷花绽放时节，他都要沿着招
堤观荷赏荷，有时随同父亲一起来，有
时随老师一起来。通过了解荷花的生长
习性，观察荷花的不凡姿态，品咂前人
吟荷的名句，学习入世做人的道理。一
次，张之洞与恩师胡林翼畅游招堤，老
师故意刁难学生，出古怪上联：“驼背桃
树倒开花，黄蜂仰采。”张之洞看了看池
中的荷花，略加思索，对道：“瘦脚莲蓬
歪结子，白鹭斜观。”正是通过年年到招
堤观荷赏荷，张之洞提升了自己的才
情，寻找到人生的真谛。据史料记载，
在污水横流的晚清官场，他十分清廉。
《清史稿·张之洞传》记载：张之洞是个
清官，且又“爱才好客”，做了数十年的
封疆大吏，到死，“家不增一亩”。

岳阳楼因为范仲淹的一篇《岳阳楼
记》而广为人知，滕王阁因少年天才王
勃的《滕王阁序》名扬天下，黄鹤楼由
于诗人崔颢的“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
千载空悠悠”的著名诗句而名垂千古。
长江边的这三座楼阁因了才子们的著名
词句而名满天下，然而这几座名胜早已
不是诗人才子们作词赋诗时的样子，如
岳阳楼曾经烧掉过几次，目前的岳阳楼
是乾隆五年由总督班第集资修复，因此
范仲淹所云“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
上”已不可见，而滕王阁、黄鹤楼更是
新中国成立后重新修建。眼前的半山亭
虽历经晚清民国的连年战火却“亭亭玉
立”，我想也许应该归功于其所处偏僻，
地处西南贵州大山之中，使它得以偏安
一隅、完好保存吧。

“快6点了，该走了。”好友的一声提
醒把我从遐想中拉回到现实，不知不觉
间，太阳已接近山头。倚栏望去，云峰
耸翠如画，十里荷塘镀金，正是“荷立
清波映斜阳，山亭倒影浸池塘”。

十里荷塘半山亭记
梁杰

安龙半山亭安龙半山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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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活力”建设硬队伍
推进党员素质整体提升

坚持严管与厚爱结合，激励与约束并重，
着力建设一支政治过硬、素质优良、结构合理
的党员干部队伍。一是坚持理论武装。学院大
力推进“大学习”“大宣讲”工作，运用“三
会一课”、专题研讨、主题党日等形式，把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切实
将新思想新精神学深悟透。2018 年与漳州市教
育工委、漳州市教育部门共同举办“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培训班，有
效提升党员干部统领全局、攻坚克难、服务师
生的能力和水平。二是坚持严管干部。学院通
过选优配强、精育细培、管严察实等工作加强
干部队伍建设，健全动态管理机制，出台 《干
部选拔任用实施办法》 等制度在“管”中育、
在“用”中管。同时，通过专题化培训和常态
化学习等形式，推进“新思想”入脑入心，提
升干部专业化水平。三是坚持抓关键少数。严
格执行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出国 （境） 审
批等制度，开展廉政谈话，认真履行好“一岗

双责”，强化廉洁履职意识，激励干部队伍始
终保持奋进姿态和昂扬状态，形成“关键少
数”带动“重点半数”、引领“最大多数”的
管理格局。

聚焦“高标”建设好阵地
推进活动阵地整体提升

学院以“三墙二室一融合”为重点打造党
建活动中心，把该中心建 设 成 为 集 组 织 建
设、党员管理、群团服务、学习教育、展示
交流等为一体的多功能党建活动阵地，以党
建为引领，进一步激活基层组织活力，充分
发挥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党组织的战斗
堡垒作用。“三墙”，指党员宣誓墙、发展党员
工作流程墙、先进党组织及个人展示主题墙，
主要用于新发展党员宣誓、学习先进榜样事迹
等活动。“二室”，指党建活动室、研究室。通
过营造党史党建、廉洁反腐等文化氛围，为师
生党员日常开展“两学一做”“不忘初心 牢
记使命”等各类党建主题教育活动提供专业化
场所，可以学习、沙龙、休闲、娱乐，业余学
习交流十分便利。“一融合”，指以“党员和师
生群众牵手，红色与医学特色融合”为理念，
做好党员的组织管理和教育培训工作，线上线
下联动，促进师生党员主动对标先进，利用专
业优势开展医疗卫生志愿服务，引导党员亮身
份、立标尺、树形象，充分发挥“党员之家”
作用，增强党员归属感，将党建活动中心建设
成为学院的红色地标。

聚焦“核心”建设强支部
推进支部功能整体提升

学院牢固树立一切工作到支部的鲜明导
向，积极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让基层
党支部真正成为干事创业的“领头羊”。一是
健全党建工作机制。做好基层党组织书记抓基

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工作，把思想政治工作、
意识形态工作、党风廉政建设作为述职评议考
核的重要内容，推进党建工作责任制落实。严
格执行党政联席会、总支委员会议事规则和请
示报告制度，进一步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
任。二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坚持“三会一
课”、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民主评议党
员、谈心谈话等制度，全面推行支部主题党
日，逐项细化流程和具体要求，充分运用红色
资源开展党性教育和党性锻炼，夯实组织生活
基础，提高党内政治生活质量，让党员、干部
在党内政治生活中经常接受政治体检，增强政
治免疫力。三是丰富党建管理措施。坚持重在
运用、重在管理、重在实效的原则，加强“两
台两群”的管理使用。即“学习强国”平台、

“党员 E 家”平台，微信互动交流群、QQ 党务
管理群。每个支部由支部书记或者组织委员担
任联络人，每周进行提醒、每旬进行督促、每
月进行通报，实现党建工作在线部署、在线落
实、在线督查、在线考核。

聚焦“常态”建设活载体
推进载体效果整体提升

学院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
能，注重创新思路抓党建，丰富党建工作载
体，打造具有医学特色的党建品牌，不断增强
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一
是坚持以学为基。着力构建道德讲堂、文化
讲堂、励志讲堂和健康讲堂四大平台，邀请
师德标兵、思政专家、励志校友和劳动模范
等开讲，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
增强党性修养。开展青年学习会、医学青年
说等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新颖的党日
活动，增强党内组织生活的吸引力，提高学
习成效。依托青年马克思主义学社，加强青
年马克思主义人才的培养。学院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读书社入选福建省
高校第二批马克思主义理论读书社，在福建

省高校“学习新思想”知识竞赛中获高职组
团体总分二等奖，在第二届和第三届福建省
高校大学生“一马当先”知识竞赛中，分别
获得了团体总分二等奖和一等奖的好成绩。
二是筑牢服务宗旨。组织各党总支与 4 家街道
党工委和 2 家单位签订共建协议，协同开展
城市基层党建工作。发挥专业优势，成立多
支医疗志愿服务队，常年定期进社区、进公
园、进学校、进福利院、进残联、进企业开
展义诊咨询、健康宣讲等服务，深受群众好
评。学院被确定为福建省中医药文化宣传教
育 基 地 建 设 单 位 ， 面 向 社 会 举 办 “ 小 中 医
大健康”“奔跑吧 小神农”“小牙医 大梦
想”“我是爱眼小卫士”等各类具有卫生健
康特色的亲子活动，传播中医药文化，树立
大 健 康 理 念 。 三 是 强 化 创 新 意 识 。 学 院 以

“亮点”带动“重点”，突出医学特色，采取
“请进来”“走出去”“示范带”等形式，创

新学习方式、活动方式和主题教育的内容，
进一步拓展师生党员服务社会的能力。通过
建 设 漳 州 市 首 家 红 十 字 会 应 急 救 护 培 训 基
地、推行职教周校园开放日等活动，进一步
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服务功能，实
现“有形”覆盖和“有效”覆盖相统一，不
断增强党组织辐射力和影响力。

聚焦“示范”建设优品牌
推进党建水平整体提升

学院立足职业教育和卫生事业的特点，主
动融入健康中国发展战略，充分发挥医学专业
优势，按照典型示范、全面规范、巩固深化的
思路，促进党建工作水平全面提升。一是打造
示范亮点。目前学院已创建“党旗飘扬 铸就
七彩药学”“立德树人党引领 健康中国我先
行”等 7 个党建品牌，通过实施“两优一先”
示范引领工程，用先进典型和榜样人物引导和
教育广大师生。暑期社会实践项目连续 3 年获
评为全国“千校千项最具影响好项目”、社会

实践团队连续 8 年获得福建省大中专学生志愿
者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优秀团队，健
康运动团队为各地赛事提供医疗保障，是福建
省仅有的马拉松运动医疗保障队伍。参加福建
省高校党建工作“十百千万”创建活动，培育
创建了 1 个党建工作标杆院系和 5 个样板支
部，充分发挥引领示范作用。组织开展基层党
支部达标创星活动，共评选出漳州市五星党支
部 2 个，四星党支部 5 个，以点带面，整体推
进基层党建工作规范化、标准化。二是创新特
色制度。学院实施教师党支部书记“双带头
人”培育工程，促进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的深
度融合。持续开展党支部“立项活动”，鼓励
各 支 部 围 绕 专 业 建 设 、 党 员 管 理 、 提 升 效
能、推动发展等方面创新党建载体。学院选
送的 《发挥师生党员正能量，情系母婴健康
微行动》 获 2016—2018 学年福建省高校党支
部工作“立项活动”优秀成果。学院设置党
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项研究课题，加强党建
理论研究，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三是强化
宣传力度。学院实行二级管理，所有院系均
建立院系网站和宣传公示栏等。各院系指派
信息员负责建设管理，专题宣传报道工作动
态、经验做法等，树好重党建、抓党建的旗
帜，推动学院各项事业稳定发展。同时，注
重通过主流媒体扩大社会影响力。如通过福
建省教育部门网站、漳州市职业教育微信公
众号、漳州新闻网、新浪网、漳州电视台等
媒体发布学院新闻，通过 《中国教育报》《福
建日报》《闽南日报》 等主流报刊对学院教育
教学等多方面进行专题报道，充分展现学院
主动融入和服务漳州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责
任与担当。

学院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以创建
省示范校为契机，切实发挥党委领导核心作
用，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引领学院各
项工作全面科学发展，实现专业内涵建设有突
破、校园文化建设有实效、和谐校园建设有提
升。学院的党建工作焕发出了新的活力、打开
了新的局面，为健康中国唱响新时代的好声音。

漳州卫生职业学院

高举党建旗帜 唱响健康中国

全国教育大会指出，加强党对教育工
作的领导，是办好教育的根本保证。漳州
卫生职业学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
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着力构
建“三全育人”工作体系。学院结合医学
专业特色，通过建设硬队伍、建设好阵
地、建设强支部、建设活载体、建设优品
牌的“五建”措施，推动党的建设和思想
政治工作水平全面提升、全面过硬，努力
为建设特色鲜明的优质高职医学名校提供
坚强的组织保证和人才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