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初文人兼刻书家张潮在其《幽梦
影》中说：“有工夫读书谓之福；有力量
济人谓之福； 有学问著述谓之福。 ”此
前我关注的是读书与著述， 很少顾及
“有力量济人” 的福气。 近年行走各地
古民居，发现很多门楣上刻着“为善最
乐”，才意识到此民间智慧之深入人心。

在广东潮汕， 这点表现尤其突出。
因人多地少，早年漂洋过海，外出谋生，
已然是常态。于是，所谓潮汕人，本地一
千万，国内一千万，海外一千万。这一人
口构成， 直接影响了那个地区的政治、
经济及文化生态。我曾专门谈及：“改革
开放以后，原籍潮汕的港澳及海外华人
回家乡捐赠学校医院， 投资办实业等，
这同样值得认真研究。 这是一段非常
独特的历史，除了政府表彰，学界应该
铭记与阐释。 ”40年过去了， 弹指一挥
间，本地民众生活已步入小康，不再急
需远游在外的乡贤资助。 再说，那些乡
贤也都或凋谢，或年迈。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注意到1919
年出生于广东省潮安县沙溪乡 ，1936
年毕业于广东省立韩山师范学校的陈
伟南先生。 改革开放后，在香港事业有
成的陈先生，经常为家乡做善事，范围
包括教育、医疗、体育、文学等。 大凡他
觉得是好事的，经常临时起兴，抢着要
“共襄盛举”。 老家民众说起陈伟南先
生，眉飞色舞。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陈
先生可敬且可亲，乃隔壁或邻乡的“老
叔公”，不时能见到他奔波的身影，也欣
赏其慈眉善目。

30多年为家乡做善事，项目有大有
小，捐款有多有少，但从不间断，持续时
间如此之长，实属罕见。我回家乡，会在
公众场合偶遇陈先生，但更多的是听说
他刚来过，或刚离去。 前年大型纪录片
《陈伟南》开拍，接受采访时，我引用毛
主席的话，“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
的是一辈子做好事” ……编导当即打
住，说这段不算，因早有崔颢题诗在前

头。我马上补充，除了持之以恒，陈伟南
做好事还有两点值得表彰，一是承传有
序，二是兴高采烈。

慈善家的后代， 愿意接着做的很
少。 或许正是有感于此，陈伟南把出生
在香港、曾任香港潮州商会第四十七届
会长的儿子陈幼南带来潮州，要他接着
往下做。

有能力从事慈善事业的，大都是忙
人，把钱捐出去，尽到责任与心意，这样
就行了。可陈伟南不一样，因年事已高，
企业早就完成交接班，可以全心全意做
善事了。 另外，陈先生很享受行善的乐
趣———坦坦荡荡做慈善， 既不夸张炫
耀，也不故作谦虚，心安理得地接受家
乡民众的爱戴与表扬。

虚龄百岁的老人，为做善事不时往
返香港与潮州，实在太劳累了。 我提醒
陈幼南，要他劝劝老爸，好多事没必要
亲力亲为，心意到了就行。 没想到幼南
说，劝不住的，老爸回家乡心情愉快，身
体比在香港时还好。

心情好，身体就好，这可是我从没
想到的“行善”的乐处。摘自《人民日报》

““为为善善””真真的的““最最乐乐””

沈阳故宫“金銮殿”
修复后重新开放

沈阳故宫崇政殿彩画保护修复
工程日前竣工 ， 重新向观众开放 。
崇政殿是清太宗皇太极时期的 “金
銮殿”， 是沈阳故宫中等级最高的建
筑。 此次崇政殿油饰彩画修复工程
包括内檐彩画的现状保护和外檐彩
画的修复， 是沈阳故宫油饰彩画保
护修复工程的重要内容。

新疆固沙工程
巨网“罩”住沙漠

11月29日， 航拍镜头下的新疆
且末县固沙工程如同巨网 “罩” 住
塔克拉玛干沙漠。 地处塔克拉玛干
沙漠边缘的且末县沙漠面积约占到
其总面积的四成， 生态绿洲被浩瀚
的沙漠所包围， 风沙危害十分严重，
生态环境极其脆弱。

11
2017年
12月9日
星期六

劳
动
者
周
末

文
摘

版
式
设
计
刘
红
颖

版
式
校
对
张
旭

责
任
编
辑
博
雅

■看天下

“兵爸爸”退伍
军犬紧咬行李不放

兵与犬之间， 虽然没有语言沟
通， 但是通过眼神的交流， 时间的
磨合， 情感的碰撞， 让兵与犬之间
早已成为了亲密的战友。 临离队的
前一天， 王旭乐戴上大红花准备寄
送行李， 多多咬着行李箱不放。

老农种出238斤“红薯王”
5人合力搬上车

11月30日， 四川省简阳市，61岁
的周才慧骑着三轮车刚刚驶出小区，
就被人群团团围住。人们都冲着他三
轮车上的一颗红薯去的，这颗红薯占
据了三轮车厢的绝大部分位置，刚挖
出时重量达到238斤， 被围观的人们
呼为“红薯精”。

正正定定县县机机关关大大院院
开开放放以以后后…………

正定县委、 县政府大院内免费停
车提示牌。

今年7月， 河北省正定县一些机关
单位拆除围墙， 让社会车辆免费停放；
单位内部厕所对外免费开放。 常山路
和恒山路两条主干道沿街的县财政局
等20多家机关事业单位 ， 敞开大门 ，
抹平道牙， 提供车位共3000多个。 此
举当时就引发热议， 许多人点赞， 也
有人质疑： 有的地方群众到机关办事，
大门都不容易进。 正定这么做， 能坚
持多久？ 是不是作秀？

那么， 这一新举措落实情况如何？
11月3日上午， 记者到正定实地探访。

10： 00， 县财政局。 该局办公楼
直接临街 ， 楼前有 13个车位 ， 仅剩
3个空位。 一个年轻人开着牌号为冀
A6CF××的汽车 ， 停在县财政局门
口 。 记者以车主身份问他： “这里能
停车吗 ？” 年轻人说 ： “随便停 ， 免
费 。 ” 过了一会儿 ， 又一个年轻人
把 车 停 在 这 里 ， 然 后 进 了 对 面 一
家超市。

财政局门口立有一块提示牌： 内
设厕所对外开放 。 记者走进办公楼 ，
以游客名义找厕所。 一位保安直接给
指明方位。 出门时发现， 门口有一个
水壶， 旁边放着纸杯。 记者问： “这
水能喝吗？” 保安说： “随便喝！” 接
上一杯， 还热乎乎的。

10： 20， 县旅游局。 门口有11个

车位， 都已停满。 一位姓闫的老人在
附近的常山公园散步， 他是县电力公
司退休工人， 家住附近。 “过去县财
政局、 旅游局都有围墙、 铁栅栏， 有
人看大门， 除非进去办事， 不让外边
人停车。” 老人说， “今年夏天， 他们
都把围墙拆了， 对外免费停车。”

为实地验证， 记者从网上约了一
辆 “快车”， 牌号为冀A0V0××， 车主
张师傅。 张师傅来自石家庄市， 说起
正定机关大院可以免费停车 ， 他说 ：
“小单位估计没问题， 县委、 县政府大
院恐怕不行。”

11： 10， 县委大院。 县委、 县政
府等 “四大班子” 都在一个院里， 门
口临街处竖立一块双面提示牌： 机关
院内免费停车。 张师傅把车开到县委
大院门口 ， 3名保安在值班 ， 没人拦
车。 汽车开进大门后， 一名保安才示
意靠边停。

张师傅问： “院里能停车吗？”
保安： “可以停， 你们干吗？”
张师傅： “到对面子龙广场玩。”
保安 ： “登记一下 ， 按箭头停

好。” 张师傅下车， 登记了车牌、 姓名
和手机号。

张师傅： “停车限时间吗？”
保安： “白天不限时间， 免费停，

不能过夜。”
我们开车在大院绕了一圈， 车位

几乎占满， 办公楼主楼前还剩三四个

空位。 其实， 县委大院对面子龙广场
也有免费停车场 ， 张师傅由此感叹 ：
“保安没把咱们支到对面的停车场， 没
想到， 县委大院真让停！”

11： 30， 县公安局。 县公安局所
在街上的小餐馆很多， 停车吃饭的人
也多。 公安局门口有提示牌： 院内面
向社会免费停车 。 张师傅靠近牌子 ，
看了又看， 疑惑地说： “敢进去吗？”
记者： “开进去试试。” 张师傅压着速
度， 把车 “挪” 进公安局院子。

门卫出来一个穿便装的， 开口就
问： “你们是吃饭的？” 张师傅先是一
愣 ， 然后指着门外边 ， 顺口答应 ：
“在那边吃饭， 停车收费吗？” 穿便装
的说： “免费的， 按箭头停车。” 张师
傅找车位停下。 “真不可思议！” 他吐
了吐舌头说， “县公安局都让免费停
车， 别的单位就不用再试了。”

县委大院门口没看到 “内设厕所
对外开放” 的提示牌， 记者想 “考验”
一下。

下午3时许， 记者径直走进大院，
对门口一个保安说： “厕所在哪里？”
保安指着大门内左侧的县政法委办公
楼说： “一楼就有。” 记者进去， 很容
易就找到了厕所。 再出县委大院时发
现， 对面的子龙广场就有公厕， 距此
约600米。 “保安没有把人拒之门外，
他们不是在作秀！”

摘自 《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