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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 集集团团工工会会组组织织职职工工品品茶茶抄抄经经感感悟悟中中国国传传统统文文化化魅魅力力

讲解员为职工讲解藏品的来历

职工们抄写经文感悟禅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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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藏馆馆素素以以传传承承中中国国传传统统文文化化而而闻闻
名名于于南南城城，， 馆馆内内设设置置约约22000000平平方方
米米的的艺艺术术展展厅厅，， 陈陈设设中中国国古古代代艺艺
术术精精品品万万余余件件 ，， 包包含含书书画画 、、 瓷瓷
器器、、 家家具具、、 玉玉器器、、 杂杂项项等等中中华华艺艺
术术瑰瑰宝宝，， 意意在在为为公公众众搭搭建建一一个个集集
展展览览展展示示、、 文文化化艺艺术术交交流流、、 各各种种
形形式式的的传传统统艺艺术术教教育育培培训训于于一一体体
的的美美学学文文化化艺艺术术学学习习平平台台，， 传传承承
中中国国传传统统文文化化核核心心价价值值，， 探探索索当当
代代人人的的新新型型生生活活方方式式。。 在在大大得得珍珍
藏藏馆馆，， 可可以以欣欣赏赏到到京京城城独独一一无无二二
的的艺艺术术生生活活盛盛宴宴，， 可可以以通通过过预预约约
参参观观的的方方式式欣欣赏赏到到一一流流的的沙沙龙龙

展展，， 可可以以接接受受一一次次新新国国学学的的文文化化
洗洗礼礼，， 可可以以流流连连于于广广阔阔的的自自然然美美
景景与与精精致致园园林林之之间间欣欣赏赏处处处处生生动动
的的景景观观建建筑筑小小品品。。 身身处处这这里里，， 便便
能能够够拥拥有有绿绿色色清清新新的的自自然然环环境境，，
灵灵动动隽隽永永的的建建筑筑形形态态，， 浪浪漫漫唯唯美美
的的主主题题定定位位，， 丰丰富富多多彩彩的的业业态态设设
置置，， 为为京京城城高高知知高高尚尚人人群群提提供供一一
个个滋滋养养心心境境、、 休休闲闲放放松松的的优优雅雅之之
地地。。 未未来来，， 我我们们将将以以大大得得珍珍藏藏馆馆
的的建建设设为为契契机机，， 充充分分发发挥挥传传承承民民
族族传传统统文文化化的的卓卓越越实实力力，， 全全力力惠惠
及及国国民民的的生生产产生生活活。。 立立足足槐槐房房、、
辐辐射射丰丰台台，， 以以点点带带面面，， 成成为为京京南南
的的文文化化地地标标。。

“诗写梅花月 ， 茶煎谷雨
春。” 每年的四五月份， 谷雨一
过， 便进入了一年一度的春茶上
市交易高峰期。 国人尤爱茶， 借
此良机， 中曌集团工会组织职工
踏上茶艺之旅， 旨在品茶帮助大
家了解茶艺， 丰富生活。 活动内
容主要有关于茶叶基础知识、 冲
泡基本技法及茶道礼仪知识和静
心抄经放空自我体验等。

在大得珍藏馆内极具宋代简
约风格的 “紫东草堂”， 大家伴
着沁人心脾的茶香或品茗议事，

或详读经典， 怡然自在。 茶艺师
优美的茶艺展示， 行云流水般的
动作， 一步步将一泡新茶递送到
职工的手中， 请职工先品为快。

接下来， 茶艺师对中国八大
茶做了简概的介绍， 着重对黑茶
普洱做了重点介绍， 从种植开始
到采摘晾晒 ， 如何分辨茶品档
次 。 再从基本知识到品茶礼仪
等， 如何才能在落落大方的情况
下将茶沏好。 茶艺师耐心的细节
讲解， 让大家更加深刻地感受到
中国茶的独特魅力。 高雅的茶道

艺术深深吸引了众人， 职工纷纷
上前动手操作， 并为在座的茶友
沏茶、 敬茶， 运用刚学到的品茶
方法细细品味茶的清香和甘甜，
一时间忘记了工作的辛苦和家务
的劳累， 感受到的是美的享受和
情操的熏陶。

品一杯茶， 似朗朗清风自心
间流过， 心静如水， 容于茶香之
中， 风景不在远方， 而在杯中。
“容予茶舍” 的鸟语花香， 潺潺
流水， 让大家置身于自然与悠然
的浸润中， 心旷神怡。

■现场品茶 职工被茶道艺术吸引■

■手抄经文 让职工提升文化素养■
品茶意犹未尽 ， 当茶语离

去， 轻柔舒缓的音乐响起， 众人
纷纷沐手抄经， 将本次活动推向
高潮。

手抄经文是一种自我修持的
方式 ， 书写的过程可以静心宁
气， 养成耐心稳重的良好品格，
且在练得一手好字的同时提升了
文化素养。 经文是一副度人离苦
得 乐 的 良 药 ， 要 人 悟 通 一 个

“空” 字。 自古有中文译本主本，
历经千年， 已有难以估计的人加
以念诵， 抄写传承。 这些经文被
朗诵， 被肯定的次数， 已难以估
计。 由于共同念力， 认为经文具
有教人离苦得乐的能力， 因此每
当念诵、 抄写， 必引起宇宙磁场
的共鸣现象， 产生奇妙的灵场现
象 ， 也就是获得一种奇妙的力
量。 天天背诵、 抄念经文， 会渐

渐感悟经文内的千古真义， 慢慢
性格会开始改变， 态度平和， 人
际关系也越来越好 。 由于看开
了， 笑容也多了， 大家也会另眼
相看。

此外， 经文咏诵、 抄念的越
多， 心胸越开阔。 经文的回向是
积累功德， 是因果的投资， 是爱
的投资。 这种爱超越了所有， 没
什么比布施爱更令人幸福的了。

■身临藏馆 职工感受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
在品茶、 抄经之后， 在大得

珍藏馆工作人员的特别安排下，
职工开始了参观之旅———步入珍
藏馆展厅， 古朴的设计， 优美的
灯光， 精致的展品， 众人被这浓
郁的艺术氛围深深吸引， 仔细地
观看着每件展品， 认真聆听讲解
员讲述馆藏臻品的历史和其中蕴
含的文化故事。 跟随工作人员的
讲解， 大家了解到， 四大文明古

国里唯有中华文明是一以贯之、
连绵不断的。

其中， 青铜器物， 尤是中华
古文化最具科技性的体现。 这说
明， 三千多年前， 当古希腊罗马
人在用石头进行雕刻时， 我们的
祖先就已经使用科学的金属配方
来铸造精美的青铜器了， 那是当
时先进科学技术的展现。 在场职
工感叹， 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

化在世界上独一无二， 这就是我
们文化自信的资本。

在讲解员的带领下， 职工参
观了古玉器、 瓷器、 文房杂项及
三星堆文化等展区。 参观中， 大
家在精美的馆藏臻品前一一驻
足， 拍照留念。 在参观三层专题
展区的半斋时， 大家欣赏了珍贵
的张大千版画， 对其极高的艺术
造诣赞叹不已。

■多样活动 开启中曌“家” 文化模式■
本次活动依托大得珍藏馆绿

色清新的自然环境， 灵动隽永的
建筑形态 ， 浪漫唯美的主题定
位， 丰富多彩的业态设置得以完
美展现， 从茶道礼仪到静心抄经
再到参观之旅， 体现了中曌集团
工会对职工业余生活的关注和帮
助， 为了丰富职工的文化生活，
可谓是下足了功夫。

据了解 ， 中曌集团工会自
2015年成立以来， 秉承贯彻 《工
会法》 为前提， 在提升职工福利

及丰富职工业余生活为切入点，
大力开展多项职工兴趣小组： 茶
艺、 合唱、 舞蹈、 乒乓球、 羽毛
球 、 篮球 、 足球等等 ， 覆盖文
艺、 体育、 生活等多个领域， 集
团职工直接参与程度达到75%以
上。

一直以来， 中曌集团工会通
过开展各项活动， 职工开拓了视
野， 丰富了生活， 更深刻地理解
了中曌 “家” 文化， 理解中曌在
走自己的梦想之路， 在走引领行

业发展之路， 身为中曌人的荣誉
感在渐渐融入心扉。

近年来， 中曌集团工会通过
组织职工喜闻乐见的活动， 有效
地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和责任
感， 为践行集团企业文化、 实现
集团发展规划、 共谋企业健康发
展等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 在维
护职工利益 、 构建和谐劳动关
系、 激发职工劳动热情、 全面完
成企业的生产经营目标等方面，
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主力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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