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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观察新观察

“

新时代审美文化新时代审美文化
与审美教育与审美教育

如果仔细观察一下如果仔细观察一下，，许多社会矛盾都缘于没许多社会矛盾都缘于没
有好的语文有好的语文。。可以看看网络上的那些所谓可以看看网络上的那些所谓““喷喷
子子””，，就是不想好好说话就是不想好好说话，，就是想发泄就是想发泄，，就是想激就是想激
怒别人怒别人，，这已经成为一种话语常态这已经成为一种话语常态，，这是一种很这是一种很
不好的语文态度与语文心理不好的语文态度与语文心理。。看上去国民教育看上去国民教育
程度提高了程度提高了，，社会成员的语文水平提高了社会成员的语文水平提高了，，但为但为
什么没有一个好的语文交往气氛什么没有一个好的语文交往气氛？？人们都被一人们都被一
种怨怼的话语风格裹挟了种怨怼的话语风格裹挟了。。

美育与语文生活美育与语文生活
□□汪汪 政政

一

先从语文说起。
前几天与高中语文教师就普通高中语文选

修课进行交流，在说到“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
讨”这一任务群的学习时，我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现代文不仅是我们教学的内容和对象，也是我们
教学的途径与归属。我们是以现代文的方式教
学现代文，也在以现代文的方式教学外国语文作
品和古诗文，这是在汉语语文教育环境中的必然
选择。在语文教学材料中，外国语文作品经过翻
译，呈现出来的已经是现代汉语作品。我们不可
能进入原著语种的语言文本，更不可能进入原著
生产的文化情境，这是世界上所有母语教育在进
行非母语语文作品教学时的通行做法。在这类
教学中，不但是语种的转换，也是文化的类比甚
至转换，说到底，我们是在汉语现代文中学习和
欣赏它们。古诗文的教学也是如此，现代文化与
古代文化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现代人在学习
古代诗文时不可能回到学习对象当时的情境中，
文言文只是其中的障碍之一。事实上，对古诗文
的意义的掌握，对其审美效果的欣赏是在经过现
代文转化后达到的。现代人直接阅读甚至书写
文言文不过是种幻觉，它其实在内部完成了一个
逆向的转换。

之所以这么说，是基于这样的语文生活前
提，现代语文与现代人是共生的，我们就生活在
现代语言的环境中，以现代语文的方式生活。现
代日常语言呈现了我们所有的经验，包括审美在
内。也就是说，我们的语文审美经验首先是在日
常生活中形成的，是在日常的语言交流，包括书
面语与口语交流中形成的。每个个体的语文经
验与语文能力的获得都是在其原语言环境中生
成的。正是这种与我们的生命成长，包括知识、
意志、情感等等共时性的语文生活是我们形成语
言美感的源头活水。因此，可以说，现代汉语审
美是我们的第一语言审美，其他都是由此派生
的。我们对现代汉语以外的语文品种的审美认
识都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是这第一美感的生
发、类比和迁移。即使随着语言教育的升阶与语
种的增加，它依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所以，语文生活的质量决定了语文审美的水
平，我们在怎样的语文环境中生活，以怎样的语
言进行思维、表达和交际决定了我们语文审美能
力的生成及其发展，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觉
醒、积累、改变，总之，是永远的习得。所以，要高
度重视语文的学习，这种学习当然是在语文课
堂，但又远远大于语文课堂。语文无处不在，家
庭、社会，一切语文行为发生的地方都是语文对个
体施加影响的地方，也是个体进行语文学习的地

方，即使个体独处的时候，语文生活也以独语和内
心自白的方式进行，并且不断地修正自己的话
语。这儿不可能展示语文审美的变迁史，也不可
能铺陈语文生活的丰富多彩，但有一点可以确
信，人们的语文审美水平受制于一定的语文环境。

二

语文审美不等于文学审美，不等于好词好
句。它有三个层次，套用古人的话来描述就是，
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首先是立德，具
有审美力的语文作品一定是可信的，符合人性与
道德的，否则，它就是丑的，也就是坏的语文。坏
语文的问题许多学者都谈过，英国作家奥威尔对
毫无生气、陈陈相因的语文进行过猛烈的批判，
一些政客只顾兜售自己的主张，却不知道那些虚
伪的概念、抽象的说教对语文造成了多大的伤
害。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对专制始终保持警
惕，他认为语言中也存在等级和专制，而这些语
言中的等级与专制扼杀了生机勃勃的语文创
造。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对图像时代的语言充
满了忧虑。如果这个世界被图像所包围，甚至形
成了图像崇拜，那将是语言的灾难，而语文作品
的创造将会断裂。毛泽东也多次批判过坏语文，
《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等等都是批判
坏语文的。在现代社会，人们的语文环境越来越
趋向于同一，正因为如此，人们对现在的语文环
境心存忧虑，我们面对的不是偶然的坏语文作
品，而是一种坏语文的风气。如果仔细观察一
下，许多社会矛盾都缘于没有好的语文。可以看
看网络上的那些所谓“喷子”，就是不想好好说
话，就是想发泄，就是想激怒别人，这已经成为一
种话语常态，这是一种很不好的语文态度与语文
心理。看上去国民教育程度提高了，社会成员的
语文水平提高了，但为什么没有一个好的语文交
往气氛？人们都被一种怨怼的话语风格裹挟
了。从历史上看，如果我们语文作品中充斥着专
制、虚伪、狡诈、阴谋、构诌、谩骂、张狂、愤怒、威
胁……那不仅是语文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在这
样的社会，人的语文人格是扭曲的，也不会出现
优雅的语文作品。

语文的目的是沟通，美的语文要于社会有
益，也就是“立功”。一个人的语文审美水平的高
低一定包括了他的语文应用能力，在实际生活中
运用语文来解决问题的能力。人们为什么喜欢
和尊敬袁隆平、张文宏，其中之一就是他们的语
文水平高，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都能成功地运用语
文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人们只要一听张文
宏说话，心就定了，就放心了，不再焦虑和恐惧。
他的真诚、他的真实、他的理解、他的善意、他的
耐心、他的幽默、他的自嘲、他的喜剧式的话风，

都充满了堂堂正正的语文精神，又充满了语文的
魅力，他将语文的交际功能发挥到了极致。这是
一个语文水平极高的医生，他能用语文解决他面
临的医学与医疗问题，能将社会关注的公共医疗
难题用语文进行普及。这样的人不仅在本专业
成就卓著，而且能享受高质量的语文生活。每一
个社会成员都应该意识到这一点，你的生活首先
是语文生活，你所进行的所有活动，从日常起居
到劳动创造，从个人独处到社会交往，语文无处
不在，语文无时不用。你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你的语文能力，而和谐的社会关系更是每一
个社会成员用语文营造出来的。所以，从大处
说，语文的好坏事关一个社会建设的成功与否。

第三层次才是狭义的语言审美，也就是“立
言”。这里面最为重要的是两个层次，即规范与
趣味。而这两方面都受制于立德与立功。如果
我们的语文生活缺乏道德与人性的约束，流于浮
华而无用，那在立言层面就很难有雅驯的语文，
我们的趣味也会因之而恶俗。语言总会因时间、
地域、族群、行业等因素而多样，但是，又总会有
一种语言处于核心的位置，规范着语言的制度与
风格。现在的问题是，没有哪个时代像今天这么
大量地生产着语言，也没有哪个时代如今天这样
对语言如此“宽容”，更加费解的是，曾经的主流
语言，乃至国家语言意志显得如此的若有若无。
所以，还是要强调普通话的主导地位，强调国家
语言文字法的地位，强调经典语文作品的规范、
经典与审美的榜样与引领作用。

三

好像到这儿才说到本文的中心，即语文生活
在整个审美中的核心作用以及在美育中的基础
地位。这无需证明，因为人是语言的动物，正是
语言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动物凭本能生活，所
以，蜂巢再美，它的建造者也不是艺术家，只有人
是按照美的规律来造型的，而这所有的活动都离
不开语言。现在说到美育，人们都倾向于艺术教
育，甚至将两者画上等号。其实，这种误会忽视
了语言在审美活动中的关键作用。没有语言的
参与，一切审美活动都无法发生，语言活动贯穿
了审美的全过程。中西方美学史多多少少都夸
大了审美直觉，甚至有人将不涉语言的直觉奉为
审美的最高境界。其实，在任何活动中，直觉都
是最初的，需要将其自觉化、语言化。事实证明，
许多直觉是不可靠的。审美活动是包含了直觉、
认知、体验、情感的综合心理活动，但归根结底是
语言活动。德里达说，除了文本，世界再无它物，
审美活动说到底就是对文本的审美化解读。事
物美在何处，最终都要转化为语言认知。不管这
样的认知是自我的语言转化，还是通过语言表达

后的审美交流，它都是语文作品。如果只是感受
到美而不能将这样的美表达出来，那这还是初始
的朴素的审美。只有上升到理性，按照一定的审
美标准用语言将感受到的美进行归纳、比较、总
结，这才是成功的审美，也才是一次完整的审美
活动。所以，审美教育一方面固然要鼓励审美者
进行审美体验，在对审美对象的观照中唤醒音乐
的耳朵、绘画的眼睛，但更重要的依然是通过语
言告知审美者什么是美，什么是美的标准，审美
对象美在何处。只有审美者在语言层面懂得了
什么是美，才能真正地进行审美活动。所以，美
学史上的审美大家无不是运用语文审美的大师，
他们为美立法，用自己的语文为美塑型，哪怕许
多美的事物、风景、生命、艺术品已经不复存在，
但是它们却长存在这些审美大师的语文作品中，
让后来者想见。

美育的本质就应该是生活的，它最重要的意
义是人的全面发展与健康成长，是一个人应该获
得的幸福生活，以及在这种生活中体验到的自我
价值的实现。所以，美育应该培养美的发现者与
创造者，而美的创造是人的自觉的审美活动，从
对生活的体验到创作的萌发，再到构思、创作，最
后是创作的反思，所有的过程都统摄在语言之
中，它首先是一个或完整、或零碎，或显或隐的语
文作品。郑板桥题画云：“江馆清秋，晨起看竹，
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
勃遂有画意。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
也。因而磨墨展纸，落笔倏作变相，手中之竹子
又不是胸中之竹子也。总之，意在笔先者，定则
也；趣在法外者，化机也。独画云乎哉！”虽短短
数语，却是对创作的全程描述，哪个环节没有语
言参与？需要强调的是，杰出的艺术家都是存在

的发现者与人文精神的倡导者，而称得上发现与
倡导，就必须是语文层面的自觉表达，因为思想
是语言的直接现实。所以，顺便说一句，中外艺
术史上的著名艺术家无不是思想家与审美理论
家，他们对世界万物的勘探，对艺术的思考，对自
己生命与艺术创作经验的总结和升华，其贡献和
影响绝不在理论家们之下。

美育的最终目的不是培养纯粹的审美者，而
是好的生活家。只有将审美与生活有机地融合
起来，使我们的生活成为美的生活，这才是美育
最终的达成。如何使美不仅是对象而是我们自
己？如何使美进入我们的生活？如何使我们生
活中的事物、生活中的元素美起来？也就是如何
使我们的生活既合规律又合目的？这些问题看
上去好像就是美与生活的结合，其实，认真地思
考，语言活动在其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从形
而上对规律与目的的发现与表达，到形而下的具
体生活的规划、设计，无不需要通过语言。不妨
远看苏东坡，近看汪曾祺，看看这些既是审美大
师又是生活大师的生活艺术家，他们是如何美化
生活的，这些美化又是如何体现在他们的语言作
品中的。正是语言，使他们拥有了优雅的生活。

回到开头，还是语文，还是我近来常说的一
句话，一切问题说到底都是语文问题。美育，也
不例外。

”

■评 论

丁晓晴的长篇小说《永丰里》具有强烈的时代印记
和地域特征。作品讲述了我国工业题材小说中很少涉
及的纺织企业故事，描述了上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
之间，永丰里布厂工人在改革大潮中的兴旺、衰落、重
生的悲壮历程。丁晓晴没有回避国有企业所经受的巨
大阵痛，也没有掩饰其间频现的激烈矛盾。小说艺术
地再现了国有企业转轨中生发的激烈而复杂的矛盾，
深刻地揭示了改革攻坚的艰难程度，同时为纺织企业
的浴火重生留下了生动的形象记录。

小说以秦天这位来自小镇底层的贫穷的青年劳动
者为主人公，刻画了他渴望用知识改变命运、用奋斗
改变地位的心路历程，作者将国家宏观形势的变化
揉入普通人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变迁中，展现出
平凡人从追求物质生活到追求精神生活的巨大转
变。不仅如此，丁晓晴还在小说中高度浓缩了苏中
平原一个小镇国有企业的历史变迁，表现了当代城
乡社会生活的真实样貌。在刻画社会各个阶层普通
人的生活中，他将农村与城市、挫折与追求、爱情与
现实、失败与成功、喜悦与悲伤杂糅到一起，一点一滴
地释放社会冲突对人性的考验，展现时代更迭背景下
平凡人生的蜿蜒曲折。

《永丰里》中书写的大多是劳动人民，如纺织女工
闫霞、女挡车工罗绣文、染色车间副主任张大头、师兄
王均儒、政工处长钟鸣等，他们都出生于普通家庭，没
有过人的天赋。他们只是芸芸众生，沧海一粟。他们
展现的美是来自普通人的温暖和互助、勇敢和坚持，是
受到挫折之后的坚定，是摔倒之后的站立，是每个人在
平凡生活中所做出的努力。这种美因为微小而不起
眼，所以容易被人们所忽视，而丁晓晴恰恰抓住了秦天
这个“不起眼”的小人物来大书特书。主人公秦天“满
脸单纯但意志刚毅”，他的坚持、坚守、坚定，令人动
容。秦天全家4口人，只有父亲秦吟秋一人工作拿工
资，家里经常处于寅吃卯粮的状态。秦天初中毕业时
已经16岁，他也渴望坐在课堂安心学习，但上高中不
足一周，他再也不想因为学费和衣着破旧而被人耻笑，
便主动辍学，到居委会办的加工组做了一名挑夫。

做挑夫实在太苦，每天凌晨4点就得起床，要忙到
天黑才能回家。长期的营养不良，使秦天的身材如同
豆芽一般，一下子挑这么重的担子，他几乎是摇摇晃晃
地完成的。做挑夫近两年后，永丰里布厂招工。秦天
从报考的500多人中脱颖而出。因为能写会画、能说
会道，在染色车间锻炼之后上调政工处，做了厂党委书
记、厂长关栋梁的“临时秘书”，从此脱胎换骨。但他还
是保持吃苦耐劳的本色，在工作中兢兢业业，任劳任
怨。就这样，秦天从一个高中辍学小青年、染色车间一
个普通工人、政工处一名小干事，逐渐成长为一名共产
党员、团委书记、合资企业副总，成了国营单位的正科职

干部。这是他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尤其值得欣赏的是，无论处于何种境地，秦天都对

自己的精神世界一丝不苟，是非分明，不改初心。他知
道，在是与非、关栋梁书记与蒋凯厂长的角逐中，自己
不但只是一个棋子，而且还是争夺或者抛弃的棋子。
作者善于将人物置身于简单而又复杂的环境中，淬炼
人性的坚强与柔弱、坚硬与圆滑。永丰里的世界只是
一个平凡的世界，秦天也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人，
他的成功只是沧海一粟，甚至他的成功在很多人眼
里只能被称之为生活。面对这些普通而平凡的生
活，秦天们想要通过竭力奋斗，走出这片泥沼。这种
在平凡生活里的挣扎和奋斗，才更能够激发出人性
顽强不屈的美。

在秦天成长的道路上，有三点不可忽视。第一，他
始终有贵人的相助：文字师傅方昌领、染色车间师傅张
大头、政工处长钟鸣，都能够在他人生的关键时刻给予
真诚的帮助。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人，以及他们经历的
苦难和支撑着他们的家人和朋友，秦天才能负重前行，
百折不挠。第二，他始终有爱情的青睐：暗恋许多、钟
情姚媱、情定江晓虹，使他在丰富的感情世界里尝到了
幸福与甜蜜。秦天与江晓虹的爱情故事是这部现实主
义小说中最为浪漫的一道彩虹。江晓虹对于秦天来
说，是一股清风，一缕阳光。尽管生活中有些磕磕碰
碰，一地鸡毛，但二人还是恩恩爱爱，令人羡慕的。第
三，他是一个爱惜羽毛的人，始终有拒绝的定力：他拒
绝林佳欣的美色诱惑，极有分寸，无懈可击；他拒绝合
作方的钱物贿赂，全部交给刘司务长记入食堂账目，未
雨绸缪，有备无患；他面对姚坚厂长的力邀、关栋梁书
记的指责、妻子江晓虹离婚的要挟，还是义无反顾，毅
然决然地拒绝担任副厂长职位，只要实现自己最初的
也是最纯洁的梦想：当一名能够秉笔直书的记者。

可以这么说，有了三个“始终”，秦天方得善终。作
者用有血有肉的情节刻画了普通人真挚又无奈的感
情。秦天对贫困的羞于启齿、他对世界的疑惑不解、他
对温暖的感激涕零，都能引起年轻读者的共鸣。而后
他从书本中、从工作的历练中认识到大千世界，开始了
对理想生活的向往和实践。这样的思索无疑是一种激
励人心的力量。对于有志青年秦天来说，拥有诗意的
理想和不泯的良知，才是对抗庸常生活的最好方式。

作品还以较大篇幅展示了苏中平原上的风土人
情、生活习俗、地方特产以及特色明显的地方方言。小
说中描摹写照的生活场景和艺术氛围，都带有原汁原
味的故乡的印记，丁晓晴依照故乡模样还原建构了一
个令人着迷的文学地理空间。故乡既是他生命的起
始，又是他创作的源泉。离开了故乡，他的灵魂就无所
归依，创作的源泉就会枯竭。从这个意义上说，《永丰
里》的创作，无疑是丁晓晴一次致敬青春的精神还乡。

致敬青春的精神还乡
□孙建国

（上接第1版）
“基层作家身在一线，和乡村的联系最为紧密，有着较为丰富

的生活阅历和创作基础。但文学不是简单的听闻，也不是靠几次
采风就能取得成效，作家需要深入其中，回到乡亲们中间，多听、
多看、多走，把自己活成他们的一部分，感同身受、将心比心，才
能创作出真实、可信、丰满的文学形象。同时还需要向前辈们学
习，学习他们把群众当亲人的品格和执着的创作精神，进一步拓
宽和延伸他们走出的道路。”王选说。谈及未来的创作计划，他
表示，自己更关注人才振兴的话题，乡村如何留得住人、回得去
人。“人是一切的根本，我所秉承的关注普通人和平凡者的写作态
度不会改变。”

吉林作家翟妍表示，“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呼应了基层
作家的心声，有助于推出更多优秀作家，鼓励更多有经验、有能力
的作家投入到这场书写中，真实全面地从不同角度诠释山乡巨
变。“要书写好新时代山乡巨变，一定要身在其中，从上到下充分地

经历和体会。要充分认识过去的乡村，了解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期
间国家做出的努力和共产党人付出的艰辛，还要充分理解乡村人
在巨变中的种种变化。”在她看来，作家写作的目光不能只局限于
乡村本身，而是要在内心树立起大历史观、大时代观，有更广阔的
视野，作品才不会隔靴搔痒。新时代是城乡互融的时代，作家的书
写也要体现乡村和城市互融，在乡村和城市之间找到文学的碰撞
点，才会给新时代书写注入新的力量，充分反映新时代山乡巨变之

“巨”与变化之“大”。
“写作以来，我一直关注东北乡村大地，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

即取材于我和我先生的工作。他曾在扶贫办任职，和所有的扶贫
干部一样经历了非常艰辛的5年，站在他的角度，我非常清楚这场
巨变的来之不易。”翟妍表示，自己接下来会继续关注东北乡村的
变化和乡村人内心的焦灼，也会继续扎根基层，结合这些关注点，
书写大时代下能够反映乡村变化、反映乡村人物内心、有温度、有
高度的文学作品。

本报讯 8 月 2 日至 4 日，
2021 年度十佳诗集评选暨 2022

“荡口古镇”诗会在江苏无锡举
行。活动由中国诗歌网、无锡市锡
山文商旅发展有限公司、无锡荡口
古镇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共同主办，
霍俊明、滕国良、孙隽、金石开等主
办方代表，宗仁发、王学芯、张洪
波、任白、张况、黑陶等诗人以及部
分获奖者参加活动。

中国诗歌网“年度十佳诗集”
评选活动是为了更好地扶持与激
励诗人们的写作与翻译而设立
的。今年，“2021年度十佳诗集”和
2022“荡口古镇”诗会诗歌奖同步
启动征集，得到了诗人们的积极参
与。经过初评、终评等环节，海男、
陈人杰、叶丽隽、安琪、龚璇、陈灿、
慕白、王单单、麦豆、谈骁10位诗人
的诗集入选中国诗歌网“2021年度
十佳诗集”，邹弗、卢艳艳获得“荡
口古镇”诗会诗歌奖。在颁奖仪式
上，宗仁发、王学芯、滕国良等分别
为获奖诗人颁奖。陈人杰、卢艳艳
作为获奖代表发言，感谢评委的肯
定，并分享创作上的甘苦。

其间，诗人们参观了华蘅芳生平事迹
陈列馆、钱穆旧居、会通馆、电影博物馆、王
莘故居、华氏义庄等地，全方位了解荡口古
镇的历史文化与风土人情。在朗诵会上，
安琪、慕白、卢艳艳、邹弗等诗人纷纷上台，
将自己的悠悠诗韵化为满含深情的朗诵。

（欣 闻）

本报讯（记者 王觅） 8月10日至14
日，由大麦Mailive出品、“当然有戏”制作
的音乐剧《我在时间尽头等你》在北京天
桥艺术中心上演。舞台上，多层次的透视
景片在声光电交错中营造出梦幻般的视
觉冲击感，点明了“时间漩涡”的主题概
念，让观众跟随主人公们的故事在多个时
间维度中穿梭。

音乐剧《我在时间尽头等你》根据作家
郑执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落魄作家卢晨
和他笔下的人物、也是他最好的朋友林格
通过“逆转时间”，为一段早已淡忘的恋情
重新续写结局的故事。该剧在原著基础上
加入了新的人物和情感线，爱情、友情、亲
情三线并行，立体式呈现出四位主人公的

自我蜕变和成长，在更深层次上挖掘着
“爱”的意义，希望为每一位观众抚慰时光
的遗憾、唤醒青春的乐章。全剧的故事跨越
几十年，在舞美设计上通过富有年代特征
的元素及色调体现着时间的流逝。剧中的
音乐旋律优美、朗朗上口，主题曲《爱情从
遗忘开始》为剧情增添了动人的情愫。

《我在时间尽头等你》集结了中韩两国
经验丰富的主创团队和一批优秀的青年演
员，石路执导，朴海琳编剧，闵灿泓作曲、编
曲，陶象驹、苗春雨、包尔温分别担任舞美、
灯光和多媒体设计，林彦俊、阿拉丁、王瀚
宇、赵晏伯、潘艺琳、李雪银、严小北等主
演。北京首演后，该剧还将前往全国多个城
市巡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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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剧《我在时间尽头等你》首演

本报讯 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倡导原创文学创作，培育发掘职工文
学创作新人，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活，推
动天津职工文学事业高质量发展，近日，
由天津市总工会与天津市作协联合主办
的天津市职工文学征文评比活动圆满结
束。征文活动共收到来自天津市141个单
位的189名职工来稿406篇。其中，76篇
入围作品在《工人日报》客户端进行了为
期一周的展示和投票，参与投票职工达
166357人次，部分作品择优在《天津工人
报》“职工文苑”刊发。经过线下评委评审

和线上读者投票，《他们，是天使也是战
士》等90篇作品分获一、二、三等奖和优
秀奖；天津市西青区作协、滨海新区总工
会、天津石化公司等20家单位获得优秀
组织奖。

此次征文活动参与的文学爱好者人数
众多、覆盖范围广，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所征集到的原创文学作品题材丰富多样，热
忱描绘了新时代新征程的恢宏气象以及津
沽大地的发展变迁和辉煌成就，突出反映
了天津市各行各业的先进典型与普通职工
的奋斗故事和幸福生活。 （津 闻）

天津市职工文学征文活动结出丰硕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