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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著名的佛学家赵朴初
先生说：“魏晋南北朝以来,中
国传统文化已不再是纯粹的儒
家文化,而是儒释道三家汇合
而成的文化形态了。”

儒释道文化影响着中国人
的生活，也影响着中国文化的
哲学、文学、史学、绘画、音
乐、雕塑、建筑等等，而在文
学中对诗歌的影响尤大，而且
其中写及佛道内容的诗作占有
很大的比重。这类诗歌，不仅
僧人道士写，文人士大夫也
写。涉道诗歌的著名代表写手
唐代有李白、李贺等，宋有吕
洞宾、苏轼、陆游等，元明清
相继有邱处机、张雨、杨维
桢、张三丰、徐渭、龚自珍等
等。道教，是中华大地上土生
土长的本土教，道家思想、道
教文化一直影响着古代诗歌，
自然也包含古代地方诗人的

“涉道诗”创作。
光绪《慈溪县志》有清道

观的记载。清道观位于县东南
三里，唐天宝八年建，宋代尚
书楼钥扁其入观之路曰“列仙
游馆”。自唐而后，清道观历
经修建。宋元间，慈北有著名
道院崇寿宫，洪武间执政者将

其与另一道观，同时并入清道
观。清道观不仅是邑郡之名
观、胜迹，在东南也颇具声名。

清代慈北鸣鹤场叶氏一
族，尤受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
诗学熏濡，擅诗者众，诗作中
不乏有反映佛道文化的。叶氏
族人大概缘于对当时县城稍东
的清道观有浓浓游兴与对道教
文化的青睐，他们分别为后人
留下了在清道观的游吟之作，
至今仍能诵得。

叶燕：《偕诸友游清道观
仍用前韵》——

列仙游馆喜同寻，翠磴危
楼掩日阴。宿雨收回让儿女，
残春留住管山林。接来但有星
辰气，到此全非缥缈心，图画
天开果何在，菜花黄过豆花深。

叶炜：《和白湖游清道
观》——

去年我亦到龙山，游遍三
清水石寰。四面楼台出天半，
六朝图画落人间。白云堆里钟
声静，红雨香中花事闲。今日
追思如梦寐，输君独趁夕阳
还。

叶元堦：《古列仙游馆八
景》——

半塘春晓

行行入村树，乍闻啼鸟声。
游骑堧东郊，山气西自清。菜花
间麦穗，野色何分明。侧耳听田
唱，溪云过山亭。

灵坛古柏
不荣亦不枯，净土培其根。

藤萝绝攀附，历劫犹独存。参天
力似屈，盘结弥精神。永垂兹山
荫，无令鼯鼠蹲。

杰阁飞帆
一去碧无尽，回影荡空际。

片云逐轻风，疾迟岂自计。气爽
明远目，神游寄微意。泛泛何当
息，凭高谢尘蔽。

桂馆秋香
老干郁秋色，霜飚倏摧萎。

抱质寡幽赏，千岁心不死。旁枝
培更发，古芬托嫩蕊。何伤新旧
殊，空山月华在。

竹坞闲云
径邃偶忘远，入云如无云。

但觉数竿竹，散淡得吾真。因思
出山者，风雨徒纷纷。谁能具灵
质，老与木石群。

管江潮汐
层峰欲西转，一水趋而东。

水回山忽隐，弥觉青无穷。真气
不外溢，潜跃神其中。吾生岂浮
泊，览之以自雄。

后岭层松

深秀拥天半，络绎奔远目。
细径没复出，断烟暗相续。仰立
发孤啸，恍恍答虚谷。日夕安所
期。层冈隐寒绿。

云亭夕照
古树栖暗烟，亭亭带寒色。

楼阁忽在地，层层出金碧。云态
幻未已，鸟飞倦亦息。回头失危
梯，霜钟乍一击。

叶元壁：《雪霁至清道观登
三清阁》——

满地瑶华白，夹道松枝青。
飘飖上阶级，恍疑朝玉京。积素
辉绀宇，残香栖丹楹，杰阁景俱
集，心迹映双清。纹理江势显，
脉络山态明。薄阳时微露，烟霭
缕缕升。隐见郡西山，模糊如云
停。一雀带余雪，去风落纵横。
冷境无浮气，默识来远情。暮岁
日已速，仙人不我迎。小海徒自
歌，大还何日成。桂树已憔悴，
淹留嗟吾生。

上引诗作的叙事描景抒情
中，反映着诗作者受道家思想与
道教文化的影响，此或许还可代
表与他们思想近同之人士对道教
文化的意绪。但叶氏一族中体现
受道教文化负面影响的叶焕虽然

因故未见有游清道观的诗作，却
有“祥云五色下蓬莱，归锦堂前
席正开。扶老底烦鸠饰杖，学仙
真有鹤衔环。香山重溯耆英会，
金殿还思羽服来。莫羡瑶池桃结
子，九重早已待春回”之诗表达
了对学仙“养生长寿”的想往。
由于素信仙丹，为此而付出了生
命代价，才六十四岁上，就在嘉
庆二十五年二月初十“仙逝”
了。他的弟弟叶炜以极度伤痛的
心情悲吟《哭四兄谱山诗》，表
达了对兄长因好服“仙药”而终
至弃世，深以为憾。诗云：“痛
杀成行雁，于今尽别离。流年遭
岁厄，服药受仙欺。犹幸辞官
早，惟嫌得子迟。眼前多少事，
老我独支持”，诗题中表注诗成
于庚辰二月，是年即嘉庆二十五
年，公历1820年。

随着这些涉道诗在诗人乡里
或更广空间的传播，道教文化也
自然会熏染和渗入当地社会。此
外也有当地诗人对慈北淹浦道士
宫、阳觉殿等在未毁期间有过的
游吟之作，涉及道场存在、宗教
活动和氛围，反映着道教文化的
存在和影响。

道教文化在鸣鹤叶氏诗作中的反映
王清毅

浙江，古越之地，民风
比较强悍，大禹治水，越王
复国，自古以来，就有捍卫
家邦的优良传统，潞王降清
后，不少州县的士绅和百姓
不愿归顺清朝。阴历闰六月
初 ， 清 政 府 推 行 “ 薙 发
令”，强迫汉人依从满族习
俗剃发梳辫，严厉规定：汉
人必须剃去前半部头发，后
半部则削发垂辫，并宣称

“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
头”，严重伤害了汉人的民
族自尊心和文化传统，遭到
汉人尤其是以传承儒家文化
和思想为使命的汉族知识分
子的抗争。

浙东地区以孙嘉绩余姚
起义为起始，掀起了轰轰烈
烈的反清复明运动。

当时的余姚知县王曰俞
畏敌如虎，置职责于不顾，
弃官逃走，训导王元如迎降
清兵，自署县事，这种丧失
气节的行为遭到夫役的抵
制。孙嘉绩闻知消息，在阴
历九月初九，率领健勇，击
鼓突入县署，擒斩了王元如
（1992年版《慈溪县志》写
作王元如，顾诚《南明史》
写作清朝委署知县王玄如，
本文从县志），然后毁家纾
难，广告乡民，民众纷纷相
应，队伍迅速扩大，达数千
人之多。孙嘉绩将义兵分为
左右两军，自己亲自指挥左
军，同时邀请自宁波募兵归
来的熊汝霖加入，执掌右军
指挥权，两人在浙东共同举
起抗清义旗，并派遣使者联
络会稽、鄞县等地。

会稽章正宸、郑遵谦起
兵反清。宁绍台道于颖起兵
反清。鄞县董志宁、林时对
拥戴钱肃乐起兵反清，隶属
于海防道的两营兵和城守兵
响应，宁波府城鄞县光复。
浙江防倭总兵王之仁起兵反
清。浙江人总兵方国安率部
众一万多名至钱塘江东岸，
和王之仁部构成反清武装的
主力。慈溪县沈宸荃、冯元
骝起义。慈溪知县王玉藻、
定海知县朱懋华、奉化知县
顾之俊、鄞县知县袁州佐、
象山知县姜圻召募义兵反清。

顺 治 二 年 （1645 年）
阴历闰六月廿五日，在台州
的鲁王朱以海被各路抗清义
军恭迎至绍兴，拥立为监
国。鲁王朱以海是在浙江的
明朝亲王中唯一没有投降清
朝的，他坚持了民族气节，
毅然肩负起了监国抗清的重
任。在举行了简约的监国就
任仪式后，鲁王下令改明年
为监国元年，封大将方国安
为镇东侯，王之仁为武宁
侯，郑遵谦为义兴伯，以大
学士张国维为督师，统率各
部兵马。孙嘉绩任兵部侍郎
兼右佥都御史，次年晋兵部
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总视义
师，熊汝霖升佥都御史，督
师江防，沈宸荃擢右佥都御
史督师，继而升为兵部左侍郎
兼副都御史。可以这样说，鲁
监国政权是靠孙嘉绩、熊汝
霖、沈宸荃、钱肃乐等官绅士
民凭借民族正气，在百姓支持
下建立起来的。

鲁监国政权的军队分为
两种，即正兵和义兵。大将
方国安、王之仁将自己的部
队和浙东原有营兵、卫军统
一编制，自称正兵；孙嘉
绩、熊汝霖的部队，以临时
召募的市民、农夫为主，称
为义兵。相对而言，无论在
装备、军饷和军事训练上，

义兵皆处于劣势。孙嘉绩就毁
家产来解决粮饷的短缺，他对
部将说：“身体是先人留给我
的，就应该与国家共存亡。怕
只怕举事不成，死后无颜面对
君亲！”

当时鲁监国政权在陈兵钱
塘江南岸与江北清营相对峙的
同时，派方国安、王之仁等部
渡江配合当地义师收复富阳、
于潜，一度还进攻杭州城，虽
然未能成功，但是大大提振了
民心士气。之后，鲁监国政权
基本上采取了划江扼险的守
势。孙嘉绩与熊汝霖率领义师
驻兵瓜里，协防江岸，每次作战
均是熊汝霖当先、孙嘉绩殿后，
人称“孙熊兵”。由于孙嘉绩、
熊汝霖在战斗中均身先士卒，亲
冒矢石，故而“孙熊兵”士气高
昂，极具战斗力。“孙熊兵”曾
渡过钱塘江和清军作战，清军将
领瑚密色和骑都尉色赫等击败

“孙熊兵”的前队后，轻敌猛
进，追至江中，不料这时
“（熊）汝霖兵殊死战，瑚密色
中枪战死。”清军溃败，

几乎在鲁王朱以海被拥立
为监国的同时，唐王朱聿键在
福州称帝，改元隆武，史称隆
武帝，于是，在时局混乱消息
不同的状况下，出现了两个南
明政权。由于隆武帝和鲁监国
在血脉上地位一样，故而鲁监
国得知唐王称帝的消息后，并
没有马上退位归藩。隆武朝廷
建立时间早，又得到其他各省
南明地方政权的支持，隆武帝
遣使携十万赏银前往绍兴颁
诏，希望鲁监国退位归藩，统
一抗清力量，并许以鲁监国朝
臣可以到隆武朝廷中担任同等
官职，鲁监国政权处于进退两
难的境地。

鲁监国政权中接受隆武帝
和不接受隆武帝的大臣大约各
占一半，熊汝霖和大学士张国
维、大将王之仁、国舅张国俊
等坚决反对。熊汝霖说：“主
上原无利天下之意，唐藩亦无
坐登大宝之理。有功者王，定
论不磨。若我兵能复杭城，便
是中兴一半根脚，此时主上早
正大号，已是有名。较之闽中
乘时拥戴，奄有闽越者，规局
更难倒论，千秋万世，公道犹
存。若其不能，而使闽兵克复
武林，直趋建业，功之所在，
谁当与争？此时方议迎诏，亦
未为晚。”鲁监国在熊汝霖等
人的支持下，决定拒绝接受隆
武政权诏书，他在给隆武帝的
回信中，称隆武帝为“皇叔
父”而不称“陛下”，明确表
示不承认隆武政权。

对于鲁监国政权而言，迅
速收复失地是当务之急，正如
熊汝霖所说“若我兵能复杭
城，便是中兴一半根脚，”若
能进占杭州，继之攻下南京这
个极具政治意义的城市，那么
鲁监国政权的存在乃至鲁监国
称帝自然名正言顺，比远在福
建的隆武政权更加具有正统
性。可是鲁监国政权的兵力较
弱，加之内部矛盾重重，众将
争权夺饷，屡次渡过钱塘江进
攻杭州而未能如愿。

面对渡江作战失利的局面，
熊汝霖认为：“江面迎攻甚难，
不如间道入内地为攻心策”，于
是率领一千多人来到海宁等地，
招募兵员，达万人之众，声势浩
大，成为鲁监国政权中的一支生
力军，号称“熊军”。

与此同时，孙嘉绩升为兵
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继续督
师，徐图进攻杭州。沈宸荃升
为兵部左侍郎兼副都御史，督
师如故。

慈溪历史上的南明忠臣（之三）

浙东起义 共辅鲁王
周忠庆

史事钩沉 多少年来，翠屏山脉下的
住民靠海吃海，从徒手采捕、
棒打石击、芦竹围拦、钢叉袭
戳、镖钩扎钓，到驾船网捕获
取海鲜，创造出不同海域环
境、不同捕捞对象的各种渔
具。

渔船浮行于水，直挂云
帆，是海洋捕捞的主要渔具。
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三北
弄潮儿，立于船头，在翻动的
浪花中捞出了一个个金银色的
希望。

前人“刳木为舟，剡木为
楫”，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
了6支7000年前有柄、叶的木
桨，可见余慈一带船只制作和
应用历史之悠久。慈溪古为越
地，后隶于明州，《越绝书》
说越人驾舟行水如履平地，

“水行山处，以舟为车，以楫
为马，往若飘风……”唐宋
时，明州以建大型海船著称，
至开庆元年 （1259 年），慈
溪、定海 （清康熙时改为镇
海） 县一丈以上船隘分别有
65艘、387艘。据1991版《慈
溪县志》《慈溪市志》记载，
1956年全县有 10吨以下的木
帆船100余艘，至1988年近海
作业渔船增至 398 艘，吨位
2786吨。21世纪以后，加强
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停止了部
分网捕作业，串网等渔船匿
迹。2019年，我市在册登记
的海洋捕捞渔船为 94艘，多
为“定置张网”作业类型。

过去，当地渔人请来本土

或外地的船匠，根据需要，设
计、制作各式渔船。船匠可细
分为大木、小木、油漆3个工
种，大木师傅负责打样、选材
落料、制作船壳，小木师傅制
作甲板、鳖壳及其他配件，漆
工从事嵌缝、油漆、图描，他
们统筹经营，分工合作。有的
渔人则从外地购置、租贳船
只，进行捕捞作业。上世纪
50 年代，各地成立木业社、
船厂，制造渔船及运输船、农
船。1976年7月，组建了慈溪
县渔机具修造厂。现在，三北
渔民仍然有人自备材料，请本
地和外地师傅造船、修船，也
有人从象山、平湖、上海等地
租借来大马力铁壳船，用以抛
钉张网作业。

当地在海上捕捞的渔船，
可分为人力驱动的小船、风力
人力结合驱动的木帆船和机械
驱动的木质或铁壳船。

泥鳗船
海上和潮涂中的人工驱动

无帆渔船，船体小，载量少，
结构简单，作业时一人掌控，
如泥鳗船、横流竹筏及皮划

艇。
泥鳗船也叫“泥马”“扫

桶”，滑行于海涂和潮头薄水
上，轻巧灵快，犹如潮涂中海鳗
游动、林海里雪撬滑行。据传，
泥鳗船是明代戚继光将军为了消
灭海上倭寇而发明的，后被当地
渔人用作撮泥螺、捡螺蛤以及涨
弹胡、踏赤鳝、勾尖鳗、抲小串
等“靠小海”的代步、运载工
具，至今仍常能见到它在滩涂上
滑行中的飒飒风姿。

泥鳗船由木板制成，平底，
船身前窄后宽，船首稍翘，长度
与成人身高相近。其制作较为简
单：取长约 175厘米、厚 1.5厘
米的杉板3块，拼装成头部底板
宽约 20厘米、尾部底板宽 35厘
米左右、两侧舷高12-18厘米的
船体。船内分成三舱：船头 30
厘米处为一舱，摆放衣食物品；
船体中部稍后处设一段舱木，竖
立两条斜向外侧、高约 50厘米
立杆，上安一根 50厘米长的横
档；尾部栏板6厘米厚，上面中
间处挖一弧形缺口；渔货及筐篮
等器具放于中舱及后舱。船体、
底板、船舷、立杆、横档、首尾

舱板之间采用铁钉和榫卯固定。
驾行时，双手握住横档，以

操控方向，一腿膝盖跪于尾部弧
形槽内或站立于后舱中，另一腿
的脚掌用力后蹬，使船体在泓
埭、涂滩上滑行。其速度根据后
蹬力度大小和涂面软硬、干湿而
定，一般与自行车速度相当。

串网渔人用的泥鳗船，中间
无横档。滑行时，船上放以两只
专盛渔货的“串网篮”，渔人手
把“篮甩”以把握方向。

竹筏
驶于潮海上的竹筏，为当地

渔人抲“横流”的一种专门渔
具，合伙作业的渔人各置1个。

竹筏由4支老毛竹插入几道
木销联成，阴燥后吃透桐油。筏
长 6米，筏头上翘，首宽 60厘
米，尾宽约 1.4米。中后部再钉
上几道横档，供渔人站立、撑
行。离船头 2—3米处的筏竹上
扎 1 只高、宽各为 1 米的方竹
筐，存放鱼篓、网具，及渔人躲
风避浪所用。

抲横流多在炎夏和初秋，于
夜间涨潮时作业。届时，几个合
伙人带上网具，各背一只竹筏，

踄涂行至由竹梢插成的横流
处，分别将竹筏系于各自的脚
凳旁，点亮头灯，撑开缉网在
潮水深处及脚凳上进行捕捞。
捕抲结束，大家一起撑筏回岸。

上世纪 70年代后，三北海
域“横流”渐減，竹筏也不用
了。现在，能制扎、操作竹筏
的渔民，已寥寥无几了。

崇寿一带，过去也有渔人
带着一只 4支毛竹 （后为 8支）
扎成的竹排，在3米高的三脚梯
凳用腰网捕捞渔货，吃、睡都在
竹排上。

皮划艇
21世纪初，当地渔人研制

了一种皮划艇，应用于近岸游丝
网、推缉网等小型捕捞作业。

皮划艇由直径 1.5米以上的
大型货车车轮橡胶内胎作船
体，充气后放入一只特大号木
质或塑料、不锈钢面盆 （桶），
扎牢，盆檐上搁一段木板，航
行时人坐在板上，双手划动两
支短柄桨，有点像内河里的采菱
桶。

抲游丝网渔人驾艇在浅水作
业时，将捕获渔货盛在一只小网
袋内，系于艇边，拖浸在海水
中；渔货多时，再置一只稍大网
袋挂于附近的桁杆上，将小网袋
里渔获物适时寄存在那里。由于
网袋浸入潮水中，有利于保持渔
货鲜活。

有些缉网渔人，也随带皮划
艇，作业时系拖于身后，作存放
物品、水中运行及救生器具之
用。

翠屏山外打鱼船
邱雄飞 赖金华

靠海吃海之二十九

本版投稿信箱 939901613@qq.com

蒋墨仙 （1916-约 2005 年），
祖籍慈溪县，生于江苏淮安县。幼
年师事江苏书法家周蜷庵，擅行、
楷，《中国当代书画家大辞典》称
其：“初学柳公权，数年后兼习
王、赵，得其刚劲婀娜之姿，后加
习李北海，以壮气势，遂成古朴厚
重、幽雅遒劲、气韵开朗、风神清
俊之风格。”作品参加第一届全国
书法篆刻展览，获全国职工业余美
术书法摄影作品展览三等奖，全国
峨嵋杯迎春书画展一等优秀作品
奖，柳州市立新杯书法大赛一等
奖，编入《烛光颂中国当代书画名
家作品集》等。曾任柳州市书法家
协会顾问，柳州市老年书画研究会
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现代书法家蒋墨仙
童 心

慈溪书画家

在抗日战争时期，我父刘
宝康是福山乡抗日民主政府乡
长，三五支队慈溪市武工队长
郑侠虎将我家作为红色联络
点，一些穿着灰军衣的游击队
员经常在我家出入。一九四九
年我的家乡福山乡解放了，解
放军准备去解放台湾，部队要
集结在浙东一带，每天有走不
完的穿着黄军装的解放军整天
整夜地路过，我和许多村民就
在路旁欢迎、观看。我瞧着解
放军帽子上的红五星，情不自
禁地萌发出朴素的奇想，赶到
家中，用红纸剪了个五角星，
贴在帽子上，继续站在路边欢
迎，路过的解放军战士注视着
我笑笑，还高声地说道：“小
革命”“小革命”。我这个“小
革命”朴素的心灵中萌生着：
热爱解放军，热爱祖国，热爱
共产党。当时慈溪市土地改革
在福山乡搞点，乡政府就设在
我家邻近，我们就组织了儿童

团，我在儿童团里站岗、放
哨、送信。一次为了五村儿童
团胸章上盖乡政府的印章，在
黑夜里我护送乡人民政府大
印，完成了盖印任务并连夜送
回乡人民政府，受到表扬。
1950 年我在鸣鹤小学读书，
老师教育我们，见到升、降国
旗时，要立正敬礼。一次我上
学路过福山益智小学，正好他
们在举行升国旗仪式，我便在
两百米远处自动立正敬礼，

“爱国”，在我心中牢牢扎根。
1951年我在慈溪中学 （今慈
湖中学）读书，光荣地加入了
中国少年儿童队，挂上了鲜艳

的红领巾。那时的少年儿童队队
歌是：“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
们新少年的先锋，团结起来继承
着我们的父兄，不怕艰难不怕担
子重，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
斗，勇敢前进，前进，跟着毛泽
东。”一九五六年我就读慈溪师
范学校，在学校引导下赴崇寿参
加扫盲工作，白天学习，晚上扫
盲上课，有时下雨，往返在福寿
至崇寿的泥泞小路上，生活艰苦
到自己烧缸灶做饭，有时以生的
龙头烤为食，硬是完成扫盲任
务。作为学生，将零用钱已花
尽，时值快过年了，我便步行从
崇寿返回东山头母校。由于经得

起困难的考验，光荣地加入了新
民主主义青年团。步入教育队伍
的行列后，一人当作两人用，一
天当成两天干，为祖国教育事
业，为红领巾事业呕心沥血，出
色地完成了一个个艰难的任务，
1978年被光荣地批准为中国共
产党党员，在我 47岁时，团中
央命名我为“全国青年新长征突
击手”，在整个宁波地区的教育
系统中唯一被授予这一殊荣。自
此，我在教育事业中立志成为名
副其实的“突击手”。特别是高
举立德育人的大旗，受命宁波市
教育局和宁波团市委先后编订了

“宁波市少先队活动分年级提

纲”和《<全国德育纲要>，宁
波市分年级教育提纲》，供全大
市学校试用。通过刻苦的实
践，我承接的慈溪市实验小学
研究的《<全国德育纲要>实验
报告》被评为全国三等奖。我
辅导实验小学大队部组织了一
个个富有特色的少先队活动，
什么“紧跟老红军进行新长
征”“我为七五描星星”“小八仙
大会师”“全童入队”、“自动化
队活动”等。由此大队部被评为

“全国红旗大队”，特别在一九九
二年前后，根据国家教委、全国
少工委要求，在少年儿童中开展
国防教育，创办少年军校，我受
命任市少年军校副校长，筹划全
市少先队员开展军训，我便向
国防部长张爱萍汇报老区孩子
学军事，恳请寄来为军校题名
的墨宝，带领队干部走访参观
四三 00 部队，东海舰队司令
部，聘请快十六支队军官教旗
语，邀请自卫还击战中的战斗
英雄徐渭钿辅导队列训练，组
织全市举行少先队军校大检
阅，试点学校实验小学被评为
一等奖，并即向国防部长汇
报，张爱萍上将当即欣然寄来
墨宝，鼓励孩子：“……高兴极
了，敬祝你们在‘六一’大检阅
获第一名，望继续努力，培养成
有用之才，为祖国未来的优秀建
设者和保卫者……”我在教育工
作的舞台上发挥了“突击手”的
微薄之力，使慈溪市少先队工作
和德育工作列入全国先进行列。
国家教委和团中央命名本人为

“全国少先队优秀辅导员”“全
国优秀教师”，实验小学被评为

“全国德育先进学校”，我这个
刚建国时被解放军喜称为“小
革命”的小孩子和祖国一起成
长，成为新时期的“老革命”。
今日由衷地为祖国的日益强大
而感到无比欣慰。

“小革命”在祖国怀抱中成长
刘瑞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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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之光

小茶亭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