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斐
年末的祭祀献上牺牲，中元的祭祀献上鱼肉
关门闭户。
独在中秋之夜捧出果盘，这是一个浪漫的节日
月亮成为一个阴性的词，嫦娥和月兔让冷辉顿含温情
慈母在月下捧出丝线
一针一针挑弄思远的白发。 祭灶和祭月的红烛
檀香、月饼、水果、干枣
小夫妻收拾烛火，入闺房点起久旱之鱼的甘霖之灯
大姑娘吃罢半个五仁
取出妆镜慢捋了半边青丝，趁月色轻描了他也极爱的
樱桃的唇红
人间月半，是李白床前有韵脚的霜
颠沛的途中、遥远的边地、黄河封冻的前夜、燕山嚎呼的风中
乍梦还醒的故乡辞、思母谣、越人歌和盼夫泪
吴刚还在高处殷勤地吆喝：归来哟
归来吧
抡起大斧砍树的马蹄，得得锵锵，似从容似仓促似凌乱
想他抡快点吧，砍完最后的三斧即可团圆
想他抡慢点吧，过完今夜，须等来年的月圆
□

舌 尖 上徐仁的
故乡
鸿
□

每年冬至过后， 故乡句容农村里家 水耗完， 腌制品收干， 就算大功告成了。 的是那锅底的锅巴， 因为那里似乎锁住
家户户的房前便陆陆续续地挂起了各 大锅里煮饭， 蒸上点咸鹅或者咸肉， 起 了那一抹清香。
式各样的咸货， 阳光下， 琳琅满目， 最出 锅时洒上些许蒜花， 那味道自然是再美 八九月份的瓜果飘香， 是句容的最
名的当属“ 茅山老鹅” 了。 离乡十几年， 味不过的。
大亮点。 每到这个季节， 这个没有什么
我仍然不习惯外地的腌制品， 大概是因 年后最近的一个家人团聚的日子 像样工业的县城， 全城都会在讨论一个
为内心里只接受老家腌咸货的工艺所 就是清明了， 老家的习俗是要吃“ 七个 话题—
萄。 驱车来到葡萄盛产的地
—— 葡
留下的味道吧。
头”： 马兰头、 香椿头、 枸杞头等便悉数 方， 你会产生这样的疑问： 是不是到了
自家喂养的猪和放养的鹅是制作 上桌。 父亲喜欢香椿， 房前屋后栽了好 欧洲的葡萄庄园？ 丘陵地区的田地有点
咸货最好的原材料， 宰杀并处理干净 多， 红红的嫩芽在开水里翻烫过后切 类似梯田， 远远望去， 葡萄架一道道鳞
后， 肉品的颜色很是新鲜。 年底的腌制 碎， 用来煎鸡蛋或者凉拌莴苣， 那种唇 次栉比， 若不是路边的果农的招呼声，
大戏就开场了， 记忆中父亲的腌制方法 齿留香的感觉简直太好了。
恐怕还真有误入庄园的感觉了。 老家的
很是独到， 抹盐入缸腌制肉品时， 他总 四月初八， 故乡有吃乌米饭的习 葡萄每年上市都很晚， 等8 月中旬江阴
是要加入一定量的冷开水， 据说这样做 俗， 这个时候人们会自己上山去采乌饭 的葡萄都快罢市了， 她才缓步登场。 恰
可以使腌制过的肉品也保持着腊香中 草， 采多了就分点给来不及去采的人 恰因为如此， 充足的光照和良好的无污
的鲜嫩。 腌制三四天后就开始了挂晒、 家。 节气里， 似乎不吃乌米饭就少了点 染的环境才使得句容葡萄远近闻名。
浇卤。 烧卤水是腌制过程中很重要的一 什么似的， 乌亮乌亮的乌米饭， 飘着午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即使你不是吃
环， 烧开的卤水要撇去血沫， 完全凉透 饭草的奇异清香， 对于儿时的我们来 货， 离开那方水土， 估计你都难忘舌尖
后才能浇卤。 如此每天反复， 一直到卤 说， 实在是再美味不过了。 但我更惦记 上的故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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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昭
桥头》
首诗， 你又能接受到多少这首诗的“ 能
一个人必定是带着他（ 她） 全部的
《古
经历、幻想、梦、眷恋、疼痛、疲倦、兴奋、
杨键固执地把自己的诗歌写作放 量” 呢？ 一种真正的“ 解放” 在诗人身上
失眠的夜…… 去阅读一首诗的； 所以， 在一个“老朽”的伦理框架内。 说杨键是 发生， 是“ 解放”， 而不是弗罗斯特意义
和一首诗最好的相遇方式是邂逅。 但吊 当代挽歌式的诗人，我想他本人也会同 上的“ 救赎”。
诡之处是，你若没有充分的准备和大量 意。 杨键诗歌里所穿透出的“悲悯”、“同
保罗
兰的诗
·策
的阅读准备，就不会有那样的“邂逅”出 情”“深刻的理解”是这个时代中国诗人 推荐孟明的译本。 策兰的诗是石头
现。
所普遍缺乏的。 杨键的诗歌文本也是这 做成的梦。 凝固成冻血般的梦。 阅读策
兰，需要的不是耐心和理智，而是意志。
因此，我断定自己没有资格向年轻 个时代的一个最佳纪录者。
只能尽量就
沃尔科特的短诗
诗歌可以融化幽暗的人性吗？
人们推荐诗歌读本—
—— 我
我阅读过的诗歌做稍许的引荐， 记住：
他的诗没有看到好的译本， 黄灿
孩子的诗》
《给
当我们在阅读诗歌之时，诗歌也在阅读 然和西川翻译过一些他的短诗， 很棒；
这本诗集被广泛地宣传过，我该对
就仿佛有人试图去触碰一 程一身翻译的《 白鹭》 大多属于沃尔科 出镜率太高的人和事保持警惕，包括书
我们—
—— 这
段命运，之前任何的劝谕或古训都是无 特的晚期诗歌， 长度大多超过20 行， 籍在内。 这本诗选集之所以被推广的很
效的，触碰一段命运的最好方式就是把 对没有诗歌阅读基础的朋友来说， 读 多，在一定程度上不是因为这本选集里
脸贴近它； 而读一首诗， 就是试图把脸 这本诗集可能还读不出沃尔科特的魅 的诗歌选的有多么的出色（诗歌选集的
力。 沃尔科特很多短诗都有炫丽和出 “功夫”在选的眼力上），而是因为“缺”。
贴近一段命运。
朗斯特罗姆诗歌全集》
人意料的意象， 推荐大家去读一首黄 对，我们很多有相当阅读视野的诗人不
《特
推荐李笠的译本， 董继平的译本 灿然翻译的《“ 飞翔” 号纵帆船》。 在黄 屑于做这种编选的工作（他们觉得创作
也可以找来（ 对照） 阅读。 任何有过唐 灿然的公众号里有一组他整理的各个 是一个更高级的工作），所以，到目前为
诗阅读经验的朋友都能很顺畅地进入 译本的沃尔科特的诗歌， 每一首都很 止，市面上还没有一本让人信得过的现
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 在很多方面， 特 经典， 可以找来阅读。
代汉语诗歌的精选本，这在某种程度上
朗斯特罗姆都是那种具有“ 典范” 意义
米沃什的诗
也阻碍了现代诗歌向大众推广。 北岛做
的诗人， 比如他在诗歌中所创造出的 推荐台湾译者杜国清的译本。 不 了一件很好的工作，让现代诗歌先走向
比例、 空间、 质量等都达到了几何般的 推荐睡前读米沃什， 否则你会失眠。 米 孩子。 但，我们成年读者依然可以从这
精致， 在美学上是没有“ 破绽” 的大师。 沃什， 是一生都读不完的诗人， 你每增 本诗选集里读到很多诗歌“ 启蒙” 意义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某种人性上 长一岁再读， 仿佛就在读一个陌生的 上的东西。 同时，你们可以循着这本诗
的完整。 特朗斯特罗姆会让我们联想 诗人了。 我想大家都多少听过他的一 选集里所列的诗人，去找更多的关于这
到中国诗人杜甫和王维。 他们都属于 首经典之作《 礼物》， 但是， 当你们不能 个诗人的作品来读。 我想这本书对成年
本” 的诗人， 长时段地阅读他们的 带着整个20 世纪的人类苦难去读这 读者最大意义在这里。
“基
诗歌， 也会很好地领会我们自
己的生存之“ 基本”。
中空地》
《林
杨铁军翻译的一个弗罗斯
特的诗选集， 曹明伦的译本也
可对照阅读。 阅读弗罗斯特的
诗歌是对我们日常之“ 平庸” 的
一种慰藉。 你与其想摆脱生活
的“ 苟且”， 不如就把它视为“ 远
方” 和开满鲜花的“ 田野”。 如何
做到？ 读弗罗斯特的诗。 先读读
尘》、 《 割草》、 《 幸福用高度
《雪
弥补长度的短缺》， 接受“ 诗始
于愉悦， 终于智慧（ 弗罗斯特）”
的震撼。
行诗》
《数
任何卓越的诗人除了试图
发明独属于他的“词”、“ 语气” 和
气”之外，他还会发明一种独
“天
属于他的“诗意”。 诗人庞培无疑
完成了这项工作。 在庞培的诗歌
里，我们看到的是一名少年眼睛
里的“ 清晨”、 “ 傍晚”、 “ 露水”、
巷”、 “ 田野”、 “ 爱情”、 “ 春
“街
天”、“运河” …… 这并非是我们
日常所见，而是一位持重的诗人
作
创造出的最有质感的“ 日常所
者
见”， 并且他把那双眼睛稳妥地
《
荷 冯
放在了“16 岁” 之上—
么干
—— 多
塘 萍
净的世界， 让人惆怅、 让人想到
》
美丽的死亡的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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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的输送中心”、“ 技能人才的培训
中心” 和“ 技术创新的服务中心”，
不断扩大对江阴经济社会的贡献
度。 学院围绕现代班组长型人才培
养目标， 以“ 订单班”、 “ 冠名班” 等
多种形式开设了兴澄特钢班、 海澜
服装班、 远景风能班等， 为企业输
送高素质、 高技能的一线劳动者和
管理者， 毕业生就业率连年保持在
上。 同时以构建学习型城市
98% 以
为宗旨， 全面推进200 万江阴市民
的素质提升教育。 当然， 学院在发
展的过程中， 也面临着办学经费不
足、 发展用地受限等客观问题。 陈
书记对学院走产教融合的道路给
与了高度肯定， 对学生富有创意
的科技产品兴趣浓厚。 他强调， 江
阴要坚定不移地走产业强市、 科
本报讯 7 月14 日上午， 无锡 的富媒体中心和学院科技展厅， 为 技兴市的道路， 学院要紧紧围绕
市委常委、 江阴市委书记陈金虎一 学院的持续发展提振信心、 加油鼓 江阴的产业提升， 充分发挥自身
的人才优势、 智力优势和科技优
行来到学院走访调研， 听取了学院 劲。
党委书记、 院长钱红关于学院发展 在参观交流中， 陈金虎书记了 势， 在人才培养、 科技创新、 文化传
情况的汇报， 了解了学院在人才培 解到： 作为江阴唯一的高等学府， 承等方面充分发挥高校应有的作
养和服务社会方面的具体做法和取 江阴学院始终以服务江阴的经济 用， 为江阴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
雪梅）
（方
得的成效， 还参观了计算机科学系 社会为导向， 致力于打造“ 一线人 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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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两个国家级项目成功获批

本报讯近日， 我院两个国家 实践与研究》 成功获批， 获资助经
级项目成功获批。 电子系沈灿钢 费2 万元。 化纺系陈亚萍老师与
老师申报的2016 年度全国教育 南京工业大学联合申报的国家自
育部 然科学基金项目《 新型共掺杂稀
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
—— 教
青年基金立项资助项目《 中外合 土上转换发光配合物设计、 合成
作国际职业资格认证背景下高职 及构效关系》 成功获批， 获资助经
自动化专业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 费20 万元。
亚娟）
（周

学院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活动
本报讯为推动“ 两学一做” 学 识竞赛活动， 共有225 名教职工参
习活动，院党委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教 加了竞赛活动；5 月31 日， 面向学生
育活动，确保学习教育活动实现常态 入党积极分子开展了纪念建党95
化、实效性与全覆盖。
周年知识竞赛活动。
院党委定期召开党委中心组 9 月22 日， 学院召开“ 两学一
大） 会议， 如3 月8 日院党委书 做” 学习教育和迎检工作推进会， 对
（扩
记钱红用心解读“ 两学一做” 具体内 “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工作进行再布
容，6 月27 日组织学习毛泽东同志 置、 再推进。 党委副书记董泽民在推
委会的工作方法》 重要论述，9 进会上回顾了上学期我院“ 两学一
《党
月22 日学习省委书记李强同志在 做” 学习教育活动所取得的阶段性
学一做” 学习教育工作推进会上 成果， 并对下一阶段任务进行了部
“两
的讲话精神等。 党委领导班子成员 署， 要求各支部扎实开展“ 两学一
还深入各联系点， 如6 月8 日班子 做” 学习教育活动， 确保学习不走过
成员深入全院13 个党支部， 给党员 场、 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他还要求
们上了一堂思想深刻、 内涵丰富的 各党支部书记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
党课； 全体科级以上干部赴江阴市 意识， 对本支部学习教育情况开展
警示教育基地现场学习；5 月30 自纠自查， 不断提炼特色做法， 总结
日— 6 月3 日， 学院面向教师开展 典型经验， 完善台账资料， 确保圆满
了“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微信平台知 完成迎检工作。
艳萍)
（王

图片
新闻

9月
12-23
日， 学院2016
级新生由73055
部队承训， 顺利
完成了队列练
习、 喊口号、 匍
匐前进、 军体拳
等规范训练， 为
大学第一课添
上了浓墨重彩。

58 名学子添彩 G20 峰会
本报讯在举世瞩目的杭州G20 生参与志愿者服务工作。 11 旅游管 学也是杭州开元名都酒店的高级宴
峰会上，学院管理系58 名学生参与 理专业的徐庆龄同学目前是杭州开 会服务师， 意大利总理伦齐在开元
志愿服务，以其扎实的专业功底、 严 元名都酒店的高级宴会服务师队 名都酒店召开新闻发布会， 陈小旭
谨的服务态度和靓丽的青春形象获 长， 此次被选为9 月4 日国宴的现 担任接待工作。 而学院管理系的56
场服务人员， 为参加峰会的各国政 名学子则担任环境志愿者工作， 尽
得了广泛好评。
本次峰会上， 学院有2 名毕业 要、 国际机构负责人送上了精心的 职尽责地完成了主会场清扫、 试音、
生担任正式工作人员，56 名在校学 服务。 13 旅游管理专业的陈小旭同 道路引领等服务。
艳宇）
（吴

我院师生在江苏国际服装节上喜获佳绩
本报讯9 月10 日，2016 江苏
时尚创意周开幕式暨江苏省十大服
装设计机构（中心）作品发布会在南
京国际博览中心5A 登陆厅隆重举
行，我院王银明创意工作室携“LESS
个
IS MORE ”、 “MORE IS MORE ” 两
系列服装设计作品参加该赛项的评
比，最终我院被授予“江苏省十大服
装设计机构（ 中心)” 称号， 同时我院
服装专业赵晓菲同学在“ 乐鲨杯”
苏省服装院校童装设计大
2016 江
赛总决赛中喜获银奖。
江苏省十大服装设计机构（ 中
心） 评选活动由江苏国际服装节组
委会办公室主办、 江苏省服装设计
师协会和江苏省服装协会承办。 专
家评审组根据申报机构的设计效
果图及相关材料， 评出21 家单位 “2016 江苏省十大服装设计机构 品中选出入围作品22 份， 产生金
进入江苏省十大服装设计机构（ 中 （ 中心) ” 称号。
奖1 个、 银奖2 个、 铜奖3 个、 优秀
心） 的终审环节， 组委会邀请国内 同日， “ 乐鲨杯”2016 江苏省 奖5 个。 我校艺术系陶颖彦、孙斌老
外服装界知名人士及专家对入围 服装院校童装设计大赛总决赛隆 师指导的赵晓菲同学设计的作品
服装设计机构（ 中心） 的服装设计 重举行。 大赛由江苏省教育厅、 江 《Number Game》， 从诸多优秀作品
作品实样及综合条件进行评估， 最 苏国际服装节组织委员会办公室 中脱颖而出，荣获总决赛银奖，陶颖
终海澜之家、 圣迪奥、 波司登等8 主办， 以“ 初心
创” 为主题， 从 彦、孙斌两位老师获“优秀指导老师
·童
家企业设计单位与常州纺院、 江阴 全省包括南京艺术学院、 苏州大学 奖”，我院荣获“优秀组织奖”。
学院2 所省内院校设计工作室获 在内的38 所院校的799 幅初评作
银明）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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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起 读 诗

从小到大、 从年轻到年老， 工程专业， 跳动
一直能让自己快乐的事情是读 幅度太大， 原来
书。
的专业知识基本
家里姐弟四人， 我排行老 报废，重新开张。
二， 从小不受父母宠爱， 唯一能 毕竟没有基础，
让自己在家里有地位的是学习 就像空中楼阁，
成绩优秀， 所以在读书上下功 唯一能弥补的是
夫， 乞求获得父母更多的赞许和 自己对读书的热
重视。
爱， 让我在一年
从小学到中学， 我每年都是 的时间里完成了
三好学生， 中考的时候也是非常 本科段和研究生
顺利地考入当地最好的中学。 读 段所有管理学科 曹
书能解除烦恼。 有一年大年初 的课程学习， 并 红
一， 我因一些小事受责骂， 心里 且高分通过。 卫
不痛快， 就独自一人来到学校，
全国学位
从虚掩的窗户跳进教室， 看了整 统考也是非常
整半天书， 心里的郁闷便烟消云 权威的。 学位统
考分两门， 专业
散了。
读书的成就让我的虚荣心 和英语。 专业课
得到满足， 同时也让我的人生有 考试有四个方
了目标， 我一定要考上大学。 然 面的知识， 运筹
而考大学的时候只达到中专分 学和统计学都
数线， 我毅然复读一年， 进入重 属于数学类。 数
点大学。 于我来说， 如果能永远 学是我的强项， 另外两个方面的
呆在学校里读书是最幸福的事。 知识都是管理的。 考前看三遍
小学三年级， 我看了《 红 书。 第一遍仔仔细细， 边边角角
岩》、《 林海雪原》， 四年级又看了 都不放过， 做好笔记。 第二遍找
国演义》 繁体竖版本， 从此走 重点， 笔记上做好重点记号。 第
《三
上了看小说之路。 母亲每过一段 三遍看重点背重点。 考试顺利通
时间会借一批书回来， 我都偷偷 过， 我这个半路出家的比他们一
地看过， 暑寒假都会去母亲的学 竿子学到底的分数还要高。 会看
校借很多小说。 父母还经常让我 书的人会考试， 恐怕就是这样的
们写读后感。 不过看书舒服， 写 吧。
读后感很痛苦， 每次都憋不出 英语考试没那么容易了。 第
来， 就从书上抄一段交差。 中外 一次没有通过， 就埋头苦读， 每
名著都是在中小学时段看完的。 天早上5 点就开始背单词， 到凌
到了大学， 因看书多、 杂， 经常可 晨还没睡。 节假日更是不能放
以在同学中吹嘘。
过，就差头悬梁锥刺股了。 6 级词
大学里看得多的是金庸的 汇前后通背， 词汇多了看书就轻
武侠书， 刚刚接触此类书， 感觉 松， 练习做多了自己就能找到规
很新奇， 风格和名著完全不同， 律，后来果然考试顺利通过。
所以也是经常通宵看， 甚至于拿 这样的学习精神成为了孩
着扫把当武器， 时不时舞弄两 子学习的榜样。 女儿小时候就是
下。 琼瑶阿姨的书看得不多， 中 在童话故事中睡着的， 《 十万个
毒不深。
为什么》 至今还在书柜里摆着。
工作后完全脱离了读书的 女儿开始读书起始于巴金的
环境， 整天和工人在一起上班和 《 秋》， 她一下子爱上了读书， 于
玩耍。 不过自己没有迷失， 找了 是《 家》、《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个英语培训班去听课了， 每周几 《 今天我是升旗手》、 《 我要做个
次， 下班后骑着自行车去学校， 好孩子》等等开始列入书柜。
风雨无阻。 先后学习了英语听 因为爱读书， 每天睡前看书
力、英语口语、 日语， 坚持了两年 成了习惯。 老公也是个爱看书的
多的时间。 即使不再上课， 自己 人， 看书后还喜欢和我分享。 所
的英语从来没敢丢， 经常背诵词 以， 睡前讲故事也成了他的习
汇， 所以后来的职称英语考试都 惯。 别人很羡慕地说：“ 你们的生
是一次通过， 而且只要有机会考 活像童话里的故事。 ”
就绝不放过（ 当时英语职称考试 现在， 一部手机便能知天
有效期三年）。
下事。 然而快餐式的浏览让人
做了老师必然要提升自己， 躁动， 电子产品也在侵蚀着眼
研究生又成了我新的目标。 与原 睛和身体。 所以， 闲暇之时， 在
来的专业相比，自己更喜欢管理， 阳光下， 一杯茶、 一本书， 静静
于是从机械制造专业跳到了管理 地阅读， 已经成了一种奢侈。

坚
定
信
念
迎 无锡市委常委、江阴市委书记陈金虎一行来院调研
难
而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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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学
、9 月
■9 月
14 日
18 日
院邀请南闸街道的专业医生对新
行了初级救护员培训， 通过
下午， 商务部中 生进
■9 月
22 日
重点讲解了创伤救护四项技
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副主任张大 PPT
括止血、 包扎、 骨折及固定、
（包
明、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培训学 术
伤员搬运等）、 示范心肺复苏术以
院院长李伟在江阴市政府办公室 及
常见意外伤害的处理等应急救
副秘书长许伟的陪同下来院交流。 护知
识， 还借助现场实际操作，教
张大明先生介绍了我国电子商务 授学
护技
发展的现状和商务部对电子商务 能。 员具备了初步应急（救
委）
发展的相关政策。 李伟先生介绍了 ■9 月22 日晚， 学院团
春
“青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培训学院 激扬·梦想起航” 迎新晚会
在热
的业务内容，并就与我院的合作模 情洋溢的乐队和舞龙表演中
拉
式进行了探讨。
理系） 开帷幕， 文艺社团、 教官代表和
（管
下午， 江阴中专 校
■9 月
20 日
嘉宾精心编排的歌舞、 器
高职3+3 分段培养班”的88 名 乐、外
“中
语言节目等精彩纷呈，吸引了
学生走进学院艺术系，开展视传专 江
电视台前来报道。 新媒体工作
业的见面交流会， 随后参观了“ 美 室阴
对晚会进行了现场直播，数千名
在赞园”摄影展和教师工作室。 22 家长
在家乡目睹了晚会盛况，与
日， 计算机科学系也为43 名江阴 现场远
观众共同感受了学院自强不
中专“ 中高职3+3 分段培养” 新生 息、立
德树人的人文氛围。 （团委）
开设了别开生面的入学引导课，师
生们参观了学院“江苏省软件与服
务外包实训基地”、 机器人研发工
作室、智慧云创新技术展示体验中
术系、计算机系）
心等。
（艺
大学
，院
■9 月
13 、 16 、 17 日
生讲师团面向新生开展了《 适应:
开启大学生活》、 《 自信与成功》、
液与防艾常识》 等主题的入
《血
学教育活动。 讲师们以饱满的精
神面貌、 风趣智慧的谈吐和别出
心裁的教学形式赢得了广大新
生的赞叹。
（团
委）
简 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