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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征稿启事刊发后， 我们陆续收到了热心读者的大量来稿， 很多作品反映了教育界在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

所起的积极作用以及受到的熏陶和教育， 反映了党对教育的关怀， 抒发了自己对党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赞美和热爱。 文化专刊自即日起以 “我们

在党旗下成长” 为题刊发相关文章， 敬请关注。

长沙出土东汉简牍

整理研究工作启动

■

刘国忠

近日， 湖南省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清

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 中国文化遗

产研究院及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四家单位举行了

长沙五一广场出土东汉简牍合作整理签约仪

式。

这批东汉简牍发现于

2010

年。

2010

年

6

月

22

日凌晨， 在长沙地铁

2

号线五一广场站东南

侧的地下水管改造工程 （地下横穿施工） 中发

现一口埋藏有大量简牍的古井。

2010

年

7

月

10

日， 在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公司、 市交警支

队、 市政有限责任公司、 中铁十二局等单位的

支持下，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古井所在位

置的五一大道上开始进行围档作业， 自地表开

挖

6

米

×8

米的方坑， 由上而下按照考古操作规

程依次进行发掘， 先后发掘了

15

层文化堆积，

清理了清代、 明代、 宋代、 隋唐及魏晋南北朝

时期的文化堆积层， 并发掘出土了一批各时期

的文物。

8

月

5

日， 方坑发掘至地表下

3.8

米时，

古井井口露出。

2010

年

8

月

6

日 ，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

所组织对古井开展考古发掘。 参加发掘的

有考古专业和文物保护专业人员十余人 。

发掘步骤按考古遗迹清理方法 ， 先清理古

井东部一半， 从上往下先后清理三层文化

堆积。 接着发掘古井西部堆积 。 第三层堆

积因主要以简牍文物及其残片为主 ， 考虑

到更科学有效地保护简牍， 采取了分块整

体提取的方法。

2010

年

8

月

26

日， 考古发掘

工作基本结束。

埋藏简牍的古井平面为圆形 。 井壁规

整， 微呈袋状。 井口直径

3.6

米， 井底直径

约

4

米。 井口距地表深

3.8

米， 井深

1.5

米， 井

底平整。 井内堆积共分三层： 第一层为灰色

土堆积， 土质粘软， 夹较多炭末和红烧土颗

粒， 包含物以木质文物和陶瓦片为主； 第二

层为灰黄色土堆积， 质地较疏松， 包含物较

少， 以青砖碎块和陶瓦片居多； 第三层为灰

黑色堆积， 质地疏松， 包含物丰富， 以简牍

和竹木残片为主。

古井内出土了较多的漆木器和陶瓷器。

特别重要的是出土了大批简牍， 简牍有竹简

和木简两类， 总数近万枚。 其中木简较完整

的约

2000

枚， 形制有大木简、 木牍、 封简、

签牌等。 这批木简质地好， 上面字迹清晰规

整， 内容丰富， 有 “长沙大守”、 “临湘令”

等称署， 初步推测是当时的官方文书档案，

可填补这一时期简牍史料的空白， 对研究东

汉时期的政治、 经济、 文化等诸多方面具有

极高的历史价值。 目前这批简牍保存在长沙

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库房内， 正在开展清洗和

科技保护工作。

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说， 我国已经出

土了多批重要的战国简 、 秦简和西汉简 ，

1996

年在长沙五一广场还出土了大量的三国

简牍， 东汉简牍却很少发现。 长沙东汉简牍

的面世， 使我国从战国到三国时期的简牍发

展历程得以完整呈现。

李学勤先生指出， 简帛学这个学科的研

究从来就和湖南特别是长沙有着密不可分

的关系， 长沙对于简帛学的研究有着重大

的贡献： 长沙是现代最早发现古代帛书的

地方，

1942

年 ， 在长沙子弹库发现了楚帛

书 ； 长沙是现代最早发现楚竹简的地点 ，

1950

年至

1952

年在长沙五里牌、 仰天湖、 杨

家湾等地最早发现了战国时期楚国的竹简；

长沙是第一次大量发现汉代帛书的地方 ，

即

1973

年发现的马王堆帛书 ； 长沙是第一

次发现三国简的地点 ， 即

1996

年的走马楼

吴简； 长沙也是第一次大量发现东汉简牍

的地方 ， 即

2004

年发现的东牌楼简牍和现

在这一批东汉简牍。

据专家估计， 由于东汉简的数量大， 内

容丰富， 整个整理研究工作将持续十多年。

教育使人性更美好

■

高闰青

“一切有生命和爱的生物、 一切生存

着的和希望生存的生物之最基本和最原

始的活动就是对幸福的追求。人也同其他

一切有感觉的生物一样，他所进行的任何

一种意志活动，他的任何一种追求也都是

对幸福的追求。” 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这

样说。这是因为，一方面，人类群体自身不

时会遭遇战争、饥荒、洪水、地震等灾难；

另一方面，个体也都会遇到社会、经济、文

化、婚姻等困扰。这些因素使人们深切感

受到了生活的沉重与痛苦，从而激发了人

类对彼岸世界， 即幸福生活的憧憬与向

往。 追求幸福不仅是人类发展的动力所

在，也是人之为人的根本特征。教育，作为

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将受教育

者培养成为一定社会（或阶级）所需要的

人的活动， 不仅要让学生掌握知识和技

巧，更要让学生懂得什么是幸福，如何追

求幸福，即成为一个健康的、幸福的、真正

的人。所以，关照学生的幸福，构建幸福教

育，就成为教育“育人为本”的一个重要体

现和必然追求。

应鼓励学生个性化的幸福追求 。 教

育不可能允诺人一生的幸福， 但幸福的

人生却从早期的教育体验开始。 正如苏

霍姆林斯基所说： “教育必须保护孩子

们心灵中巨大的 、 无可比拟的精神财

富———欢乐和幸福。” 自进入工业革命以

来， 班级授课制以其无可替代的优势迅

速占据了主体地位， 为现代工业体系源

源不断地输出着合格的产业工人。 班级

教育具有规模和效率的双重优势， 却具

有无法照顾到学生个别差异的先天局限

性。 在应试教育影响下， 这种局限性又

被无限放大， 学生沦为课业的奴隶、 知

识的工具 、 流水线上的产品 。 事实上 ，

每个社会个体都是与众不同的 “这一个”。

黑格尔说， “实际生活中的人物都是有特殊

性和个性的”。 苏霍姆林斯基说： “每一个

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 基于 “这一个” 独

特的生活体验和思想观念， 每个人所追求的

幸福也必然因人而异。 德国哲学家康德说：

“幸福的概念如此模糊， 以至虽然人人都想

得到它， 但是， 谁也不能对自己所决意追求

或选择的东西， 说得清楚明白、 条理一贯。”

要实现学生对幸福的追求， 教育必须重

视学生幸福观念的差异性。据《论语》记载，颜

回针对物欲横流、人心逐利的社会弊端提出了

这样的幸福观：“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

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曾皙针对战乱频仍、

民不聊生的政治现状提出了这样的幸福观：

“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

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颜回之幸福重在

个人品行修养， 曾皙之幸福重在社会政治愿

景。孔子正是认识到了存在于颜回与曾皙之间

的差异性，所以才对两个看似极端的幸福观持

肯定的态度。教育要实现学生的全面、健康成

长，就要尊重学生的选择，允许学生有不同的

幸福追求和个性化的生活方式，不能以牺牲个

人的全部丰富性、个别性而为其设定一个统一

的、固定不变的目标。同时，教育要启发学生认

识自我，反思自我，帮助学生找到自己的存在

价值，鼓励他们努力追求符合自己天性和意愿

的幸福观和实现途径， 让学生在幸福中生活，

在生活中获得幸福。

教育过程须使学生获得幸福。 “人通过

劳动把他的目的、 观念实现在劳动产品中，

使对象成为人化的对象， 使人的本质对象化

了”， 马克思这段话启示我们， 幸福不是一

个抽象的、 空洞的概念， 而是存在于人的全

部生活过程中， 并通过生活过程显示出来。

教育是现代人生活的一部分， 更是学生生活

的重要组成部分，感受幸福、追寻幸福、创造

幸福不仅要体现在教育的结果上， 更要体现

在教育的过程中。 古往今来， 无论持什么观

点、什么立场、什么目的的教育思想家，他们

几乎都认为应当让对象通过实践来实现其设

定的教育目标。荀子认为，“《礼》、《乐》法而不

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

教材与教育内容和现实生活的矛盾常在，所

以更为便捷的办法便是“近其人”。让学生在

教育实践中增进对生活目的、 生命价值和人

生意义的理解， 积极地感受和体验属于自己

的美好生活和幸福人生。 让学生在教育实践

中增进对生活目的、 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的

理解， 积极地感受和体验属于自己的美好生

活和幸福人生。它是教育的应有之义，不是学

生看到“红色数字”所引起的短暂的欣喜，而

是让学生在教育的过程中幸福地获取着知识

的甘露， 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 与快乐相

比，由教育而获得的幸福更为持久而深入，它

是感性与理性的交织， 是生命在自由蠕动中

获得的一种满足。

康德曾说： “人的天性将通过教育而越

来越好地发展， 而且人们可以使教育具有一

种合乎人性的形式。 这为我们展示了一种未

来的、 更加幸福的人类前景。” 教育的本真

就是对人类真善美的追求， 而真善美就是引

导人们走向幸福、 获得幸福的源泉。

在现代社会， 当人生理想、 青春梦想，

对于生命意义的追寻被击得粉碎， 教育更应

负起自己的使命， 关注学生的身心发展， 以

人性为出发点， 将关怀意识渗透于教育过程

中， 突出人的价值主体地位， 实施人性化的

教育， 培养具有完满人性的人， 让学生在教

育过程中获得幸福， 实现对幸福的追求。

（作者单位： 河南省焦作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

■

学人随笔

■

历史现场

侯一民 著名油画家、美术家、美术教育家。

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 曾任中央美术学院第一

副院长等，现任中国壁画学会会长、中国美术家

协会常务理事、全国壁画艺术委员会主任等。

刘少奇与安源矿工 侯一民 绘

青年地下工作者 侯一民 绘

我们在党旗下成长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征文

我们在党旗下成长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征文启事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 ， 文

化专刊特推出纪念征稿活动， 以启迪对

历史的思考 ， 激发对党和祖国的热爱 ，

凝聚对事业的忠诚 ， 坚定对未来的信

心。

欢迎广大师生积极参与， 踊跃投稿。

主题和内容： 一 、 以重大历史事件

为背景， 以个人经历和故事反映教育界

人士在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所起

的积极作用。 二、 以重大历史事件为背

景， 通过具体事例和感受， 反映党的领

导和重大决策对教育工作者、 教育基层

单位如学校等命运存亡兴衰的影响以及

在党的领导下受到的熏陶和教育 。 三 、

抒发对党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赞美

和热爱。

体裁 ： 记人 、 记事的回忆性散文 、 随

笔， 诗歌， 书法、 绘画作品等。

字数： 散文、 随笔在

2000

字左右 （如附

历史照片最佳）。 来稿请注明作者出生年月，

附个人简历 （

100

字以内）。

征文至

2011

年

6

月底。

电子邮箱：

zhengwen902@126.com

来稿请寄： 北京市海淀区文慧园北路

10

号中国教育报文化新闻中心 纪秀君收

邮政编码：

100082

请在邮箱 “主题” 栏和信封上注明 “纪

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 字样。

侯一民和邓澍夫妇在作画

我把“艺术为人民服务”当作生命

■

侯一民 口述

■

本报记者 杨桂青

实习生 黄萤雪 整理

1948

年， 我在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

（简称“北平艺专”，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

北平是北京的旧称）学习时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 并担任了北平艺专地下党支部书

记，如今已经有

63

年的党龄了。我们当年都

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投身革命的，几次经历

生死，我始终没有放弃我的信仰。

作为一位老共产党员， 我信奉得很简

单，我学的就是最基本的社会发展史，我认识

的就是最基本的唯物论， 我用的方法就是最

基本的辩证法。 当真正懂得最基本的东西以

后， 你就有生活的信念， 你就知道人生是节

日，人死也是节日，生命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挽留一批大艺术家留在北平

我本来是学国画的，

1946

年考北平艺

专的时候，我考了国画科第一名。后来为

什么转到西画科了？因为那时候国画科有

个大学长是中统特务，他说到国画科的人

都得加入国民党。那时候我已经是地下党

外围组织一个剧团的成员了， 我说我不

入。训导处的人也跟我说，你要获得公费

学习机会的话，就得加入三青团，我说那

我也不入。就这样，我就转习西画了。我们

同班的一些同学也因此转了专业。

战争时期，作为党员，我们面对的是

监狱，是屠杀。所以，有人害怕，溜掉了。但

是，多数同志都非常英勇。那时我

18

岁，在

这之前， 我还是一个进步艺术青年联盟的

组织者。那时候我五音不全，但是我组织过

合唱团，还组织过黄河剧团。我们演过郭沫

若的历史剧《棠棣之花》，其中有几句大家

传唱，“不愿久偷生，但愿轰烈死。愿将一己

命，救彼苍生起。”剧团条件很差，但是得到

了徐悲鸿先生的支持。 为了把北平艺专办

成一所“左”派学校，徐悲鸿不惜与国民党

当局派遣的伪文人较量、 斗争。

1947

年，北

平艺专开除了

4

位进步教授，如高庄、冯法

祀等人，开除并通缉

8

位进步学生，如李天

祥、华夏、李宗津、李翰祥、杨辛等，徐悲鸿

先生后来又设法将他们找回来了。

在一份进步艺术青年联盟成员的名单

中（解放前期发展的一个名单），大学里的成

员有四十几个人，党员只有

8

个，我是书记。

名单里有我的老师，如冯法祀老师，但在工

作中，他要通过我向我的上级汇报，因为他

不认识我的上级。北平解放前夕，为动员徐

悲鸿先生留在北平，冯法祀老师几乎是以党

员身份公开出面劝说徐悲鸿先生的。徐悲鸿

先生很坚定地表示，要留在北平。

受党的委托，我安排了党代表田汉先

生和徐悲鸿、吴作人等先生会面，商讨迎

接解放之事。我通知冯法祀老师，请他去

接田汉先生。

1948

年

12

月，田汉先生见到了

徐悲鸿先生和吴作人先生。田汉先生和徐

悲鸿先生是老朋友，他来是要向徐悲鸿先

生传达毛泽东主席的一句话，在任何情况

下，都不要离开北平，并且希望他在文艺

界多做工作。徐悲鸿先生毫不犹豫地接受

了这个建议， 第二天就去找齐白石先生

了。原来，北平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给了

徐悲鸿先生两张机票， 齐白石先生也有，

并且造谣说，共产党要杀有钱人。徐悲鸿

先生亲自去做了齐白石先生的工作，齐白

石先生也留下来了。这些消息第二天我都

知道了，马上向上级作了汇报。

用画笔和敌人战斗

那个时候， 我做这些工作很有劲儿，

很来劲儿。我觉得自己了不起，其实，我那

时才

18

岁 。那时候 ，人都早熟 ，让形势逼

的。日本投降以前，满街的饿殍，很多人连

一碗粥都吃不上，就那么慢慢地死掉了。

我的业务不错，徐悲鸿先生很喜欢我。

但是，我得做很多事情。我常常骑一个自行

车，上头挂着一双溜冰鞋。不知道的人以为

我去溜冰了，其实我是执行任务去了。

临近解放的时候， 我们的组织决定印

发一张传单，是用一个纸条传给我的。李华

建议把它刻成木刻，只有这样才便于传播、

便于印刷。董希文找到《新民报》印刷厂一

位朋友，秘密地用大机器印了

10

万张。印完

后半夜里运到我的住处来了。 我把它们藏

在学生宿舍的楼顶顶板上。这里头，还藏着

周令钊、董希文、叶浅予等人的画稿。

瞿希贤是音乐家、作曲家，她也是地下

党员，宣传单的木刻是在她家里刻的。那时

我们有木刻训练班， 周令钊等人在训练班

学了几天后就开始刻， 几个人刻得满手都

是血。 叶浅予的妻子戴爱莲看了之后挺心

疼的，就给他们准备夜宵，还为他们准备棉

衣，给他们盖上。戴爱莲那时候中国话说得

不太好，经常闹笑话，会说出“昨天碰到一

只狗在我腿上开饭”这样的话来。

那时候，生活真的很有意思。我们那时

候跟很多教授打得火热， 跟徐悲鸿先生走

得很近。还有很多教授，包括董希文、周令

钊、艾中信等，一解放就入了党，这和那时

候我们建立了一种很深厚的师生关系有

关。所以，我对老一辈艺术家，感情特别深。

那时候，地下党的交通传递工作也是

相当困难的， 我们要想出很多方法来克

服 。我们那时有本名为 《老残游记 》的读

物，封面上印着“老残游记”，头两页是《老

残游记》的目录，“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等，

第三页就是战报了， 有晋南战役的总结、

粟裕的讲话等。我们有一个交通员，他长得很

矮，永远长不大。这些书，我们拿回来以后，互

相传递。我把它们存到教室地板缝里头，有一

根绳头儿露在外面，我一拽绳头儿，那书就出

来了，拿棍子一送，就送进去了。还有各种传

递办法，比如，我们印刷了很小的小册子，纸

比现在的薄很多， 小字刻得比蝇头小楷还要

小。在危险的时候，小册子能吃下去。

我画过一幅回忆北平艺专地下工作的

画———《青年地下工作者》， 画的是人们在印一

个宣传品， 内容是那位青年地下党把从短波收

音机里听来的一些解放区的消息记下来， 让那

个女孩传达出去。画面上有一个炉子，炉火即将

熄灭，上面烤着一块窝头，还没顾上吃。这种事

都是我们那时候常干的。

我们在解放以前办过一份漫画杂志，设

计了漫画壁，在美院礼堂外面转了一圈，大部

分是我跟刘小岑画的。 当时的一个国民党特

务把原画送到“剿总”去了，现在保存的画和

原画不太一样。在一幅画上，蒋介石、宋美龄

坐在飞机上，蒋介石拿着一个望远镜远望。底

下画了一幅中国地图，地图北边全红了。这幅

画的意思是，上观美援不到，下看战火燃烧。

第二天，这幅画就被撕下来送到“剿总”了。刘

小岑面临被捕的危险，我就赶紧安排他转移。

我给他做了假证件， 让他通过唐山那边往解

放区走。结果，半路上被看破了，他被抓起来，

差点被装进口袋扔到河里。出来以后，刘小岑

回到家乡。解放以后，他到了中央美术学院。

那个漫画壁，我们画得特来劲儿，壁报一

直办到解放以后。我现在喜欢画一些讽刺性的

国画，可能跟这段经历有关。当时国民党想查

封漫画壁，徐悲鸿先生说，这个阵地是学生练

习画画的好地方，不许查封。其他的类似壁报

都被训导处查封了，唯独这个漫画壁保留着。

一生信奉“艺术为人民服务”

总结我的一生，我想说一句话，作为一位

共产党员，作为一位艺术家，虽然我这一生真

正从事艺术创作的时间只占我生命的

1/3

，很

多时候是在教学， 很多时候是在 “运动”，但

是，总把一个东西当作我的生命，那就是“艺

术为人民服务”。

在“艺术为人民服务”这一指导下，艺术

领域创作出了很多新作品。举《黄河大合唱》

为例，它既融汇了西方的交响乐，也融汇了中

国的民乐，甚至融汇了对口唱、快板。在延安，

产生了最基层老百姓最喜欢的民间年画、民

间版画，等等。

在战争年代，“艺术为人民服务” 主要为

了战争，动员农民上战场，动员解放军打败日

本帝国主义； 在和平年代， 人民的需求扩大

了，服务面扩大了，服务形式增加了，服务样

式也多样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新中国成立以

后，毛泽东主席提出来首先要占领年画、连环

画阵地。 接着我们又发展了中国革命历史画

的创作，产生了一些大画家。在精神上，他们

继承了面向人民，为时代服务，为时代讴歌这

样一个传统。解放以后，“艺术为人民服务”的

思想还在继续传播。

毛主席在建国以后发了第一个关于美术

的指示，就是占领年画和连环画阵地。在这之

前，中国年画是由上海香烟公司生产的月份牌

年画。 我们是第一批占领这个阵地的作者，中

国的第一部小人书《新儿女英雄传》就是冯真、

李琦、林岗、顾群、邓澍和伍必端绘画的。我帮

他们勾线，因为我有国画基础。同时，我们每年

要为农民画一张年画，《

1951

年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30

周年》年画，是我和邓澍合作的。

艺术和生活两者， 我们当时结合得很紧

密，总是在用艺术反映生活，又用生活经历来

谱写艺术。解放以后，中央美术学院教学改革

里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接近人民。美院没有成立

以前，我作为当时的地下党的书记，发起了“红

十月”创作竞赛。

1949

年冬天，徐悲鸿先生向总

理打报告，要求学校参加土改，那年冬天我们

去参加了京郊的土地改革。

1950

年

4

月

1

日，中

央美术学院成立，我是学生科代理科长。我们

用学生科的名义组织了一次“红五月”创作竞

赛，主要是表现土地改革，出现了一些很不错

的作品。那个时候，中央美术学院在酝酿教学

改革，把延安的传统“面向工农兵，面向火热的

斗争生活”提到教学内容上来，规定一年有两

个月的下乡时间，增加了创作课。创作课教员

以解放区来的同志为主，基础课则以北平艺专

的老教师为主。我和邓澍都是创作课教员。

现在有一种理论，认为深入生活没有什么

太多意义，主张所谓“近距离”，就是画自己身

边的一切，画自己的老婆、孩子，在没有意义中

间找出一种意味来。 身边的事是可以画的，因

为生活也包括身边的事，拒绝画身边的事物也

不对。但是，你看看我们是怎么样深入生活的。

1950

年

10

月，朝鲜战争爆发，我们申请去

前线， 亲身体验那转瞬间生死转换的硝烟战

场。我去朝鲜的身份是人民日报特约记者，向

人民日报随时提供战地速写， 用绘画的形式

报道前方战况。

1957

年，我曾为军事博物馆画

过一幅《跨过鸭绿江》，后来不知去向，

2003

年

又重新画了一幅，以怀念那一段经历。

我们在朝鲜战场上， 体验到的真的是一

种人民和战士之间的血肉情感。 我们经常在

一觉睡醒之后， 发现当地老百姓已经把我们

的粮食袋装满了。人民军很艰苦，他们穿着单

衣，大冷天在路边一躺下就睡觉。

煤矿是我一生最喜欢的题材。 我创作过

《毛主席与安源矿工》、《刘少奇与安源矿工》

等作品。 从

1953

年开始， 我就带着学生去煤

矿。我们曾在大同煤矿跟矿工一块救火，办快

报，表彰救火英雄。我给很多矿工画像，那时

候认识的很多矿工和我多少年都有联系。我

在煤矿里觉得特舒服。

1958

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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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受中国人民银行邀请加入

第三套人民币设计小组。第三套人民币中从

1

角

到

10

元券上的工农兵形象都是我创作出来的。

“文革”后第四套人民币上从

1

角到

100

元券上的

人民和领袖像素描，是由我和邓澍完成的。

当我们深入到劳动人民中间， 和战士在

一起的时候，和农民在一起的时候，在坑道里

和矿工在一起的时候， 你会越来越觉得他们

是伟大的，他们是美的，他们是值得歌颂的一

个阶级。我设计人民币的时候，所表现的人民

是国家的主人，是“舜尧”。毛主席说过，“六亿

神州尽舜尧”。我画矿工，歌颂的是他们的最

朴素的美，是他们最伟大的人性。当你真正了

解他们的时候，你会敬畏他们。

作为艺术家，不要忘掉你有责任。这个责

任当然是艺术的责任， 不是一种公式化的说

教。你要锤炼你的艺术，锤炼你的语言，让它

能够真正感动人， 能够真正在人民中间起到

好的教化作用，让人民懂得什么是真，什么是

善， 什么是美。

我为我一生信奉的 “为人民服务” 的这

条路线而终生不悔。 因为我这样做， 会得到

一种满足。 这个过程， 是一种享受， 享受劳

动、 享受快乐、 享受自己的作品给人民健康

的心理带来影响的成果和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