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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仁德大和尚
!

王 欣

仁德大和尚示寂十周年纪念日将至! 九华山佛教协会来函
约我写篇纪念文章" 阅函沉思! 浮想联翩! 和大和尚相处的情
景历历在目#$

眼前这张照片摄于
!""#

年
$

月
#%

日% 是我到九华山风景
区管委会工作不久和市宗教局的同志一道专程赴北京看望在中
日友好医院住院治疗的仁德大和尚时拍下的" 当时大和尚重病
在身! 但神态安祥! 见到我们很高兴! 对我到九华山工作表示
欢迎! 并寄以希望" 我对大和尚并不陌生! 早在

#&&'

年我在池
州地区建设局工作时! 因分管风景区规划& 建设的缘故! 就经
常来山! 多次拜访大和尚! 就寺庙建设等问题听取老人家意见"

有时也陪一些远方客人来上客堂拜访" 每次见面! 大和尚都非
常和蔼可亲! 不厌其烦" 有时也留我们在上客堂就餐! 但菜肴
普通! 分量不多! 且每餐必吃干净" 大和尚的居室也仅

(")

!左
右! 真可谓方丈之地" 作为一代高僧! 万众景仰的大和尚! 生
活如此俭朴! 崇敬之心让人油然而生"

仁德大和尚是在参加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期间! 因感身
体不适到北京中日友好医院治疗的"

*

月
+

日大和尚在医护人
员陪护下返回九华山" 我当即到上客堂看望! 大和尚不顾旅途
劳累! 留我共进晚餐! 并拉着我的手与我合影留念! 使我倍感
亲切" 大和尚回山休养一段时间后! 因病情转重! 于

+

月
(%

日
转合肥安徽中医学院附属医院治疗" 我曾多次赴肥探望! 见到
老人家病势渐重! 心情沉重"

+

月
!*

日大和尚离肥返山"

,

月
*

日经安徽省委保健委安排! 大和尚前往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
院诊疗"

,

月
(%

日我和安徽省委统战部& 省宗教局& 池州市
委& 市委统战部& 市宗教局负责同志和安徽省佛教协会& 九华
山佛教协会代表专程赴沪到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看望大和尚" 老
人家身体非常虚弱! 见到我们面露微笑! 强撑着伸出手来和我
们一一握手! 让人心酸"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东方肝胆外科医院
院长吴孟超亲自向我们介绍了大和尚病情和治疗情况" 吴院士
慈祥平和! 大家风范让人印象深刻"

,

月
(*

日仁德大和尚由上海返回! 我带管委会有关人员和
九华山佛教协会几位法师一起到山下五溪迎候" 下午四时许大
和尚车队到达" 听到大和尚回山的消息! 山上老百姓自发地到
祗园寺迎接达上千人之多! 令人感动"

仁德大和尚患病治疗过程中!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都非
常重视" 全国政协& 中国佛协和中央有关部委领导! 安徽省&

池州市几大班子和有关方面领导! 多次听取治疗情况汇报! 协
调& 安排治疗事宜" 安徽省委保健委员会派出专人负责治疗工
作" 北京中日友好医院& 安徽中医学院& 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
院安排了最好的医生! 尽了最大的努力" 九华山佛教界同心协
力! 全力配合" 在大和尚前往北京& 合肥& 上海治疗期间! 圣
富法师等昼夜相伴! 不辞劳苦! 令人敬佩"

仁德大和尚病情转危!

,

月
!!

日晚! 我和中国佛协& 安徽
省佛协& 九华山佛协诸位法师! 大和尚在家亲属代表! 省& 市
有关领导等在祗园寺方丈室守候" 夜一时许! 大和尚呼吸困难!

已说不出话来! 但神志清楚" 弥留之际! 大和尚仍牵挂地藏菩
萨大铜像工程建设! 并希望道源法师把祗园寺管理好"

!-"(

年
,

月
!%

日 '农历七月初五( 上午
,

时
!!

分! 仁德
大和尚圆寂%

仁德大和尚示寂后! 社会各界同感震悼 % 各级领导 ! 佛
教各名山名刹& 诸山长老! 大和尚生前友好 & 皈依弟子 ! 佛
山百姓及海内外各界人士 ! 纷纷来山吊唁或以唁电 & 花圈 &

挽联等形式表示了深切的哀悼 % 大和尚治丧活动历时
,

天 !

接待来山吊唁宾客
$

万多人% 近
%

万人参加了
,

月
%"

日的追
悼会和出殡仪式! 其规模之大 & 规格之高 ! 几十年一遇 % 由
于各级领导高度重视& 正确决策 & 周密部署 & 精心组织 & 统
一指挥! 整个治丧活动庄重& 肃穆 & 安全 & 有序 ! 得到了各
方来宾和广大僧众的好评% 由九华山风景区管委会和九华山
佛教协会共同组成的仁德大和尚治丧委员会办公室在治丧委
员会领导下! 具体承担了治丧活动的组织实施工作 % 僧俗两
界团结一致 ! 紧密配合 ! 积极主动 ! 各负其责地做好工作 !

保证了治丧活动的圆满成功% 在合作共事过程中 ! 我与九华
山佛教界人士 ! 特别是佛教协会的诸位法师 ! 加深了了解 !

增进了友谊! 获益匪浅%

最后! 不能不提的是仁德大和尚对
&&)

地藏菩萨露天铜像
工程的贡献% 自

(&&$

年大和尚发心建造地藏菩萨大铜像工程以
来! 老人家上北京& 去海外! 为大铜像工程立项& 设计& 筹资&

奠基殚精竭虑! 四外奔波% 最为难能可贵的是老人家病重之时!

仍然牵挂大铜像工程 ! 提出了大铜像工程重新选址的意见 %

!""(

年
,

月! 九华山佛教协会向管委会报告了大和尚的意见
后! 我深为感动% 在向市委& 市政府和省有关领导汇报后! 我
们充分尊重大和尚的意愿! 立即组织力量在风景区范围内为大
铜像工程重新选址% 重新选址工作得到各级领导& 各界人士的
关心& 支持! 省& 市有关领导和佛教界人士多次到选址地段察
看& 指导% 初步选定九华乡刘冲和蛇冲之间的狮子峰地段后!

我又带九华山风景区建设局同志专程赴天津大学请来著名学者
王其亨教授为新址定位! 并主持编制地段规划% 新址得到了广
大僧众& 各级领导和各界人士的广泛好评和充分认可% 时任市
人大城乡建设委员会主任的一位老同志在察看新址后即兴作词)

*龙虎手& 狮子靠& 一印三进& 米粮照+! 形象地描述了大铜像
工程的新址特点%

为了推进大铜像工程建设!

!""%

年
$

月
!!

日池州市政府
召开市长办公会议! 经慎重研究! 同意接受九华山佛教协会的
委托! 决定成立池州市九华山地藏菩萨露天铜像工程建设协调
小组和工程建设指挥部! 并决定由九华山风景区管委会具体负
责大铜像工程的代建工作%

!""%

年
((

月
(%

日 '农历
("

月
!"

日(! 在经过
$

个多月的紧张筹备 '签订委托代建协议! 组建工
程建设班子! 论证设计方案! 征地拆迁和施工场地的三通一平(

后! 九华山风景区管委会同九华山佛教协会隆重举行了盛况空
前的地藏菩萨露天铜像工程开工典礼! 揭开了大铜像工程建设
新的一页%

大德西去! 风范犹存% 仁德大和尚示寂前不久示现的九华
山天然睡佛使仁公长住九华! 受万众景仰, 将要建成的

&&)

地
藏菩萨大铜像犹如一座丰碑! 让我们永远缅怀一代高僧为实现
其 *愿为南山孤臣! 誓做地藏真子+ 的悲心宏愿! 而修持谨严&

一生苦行的大德风范%

每个人都有影响力
!

查一路

时下! 欧洲的一些媒体! 都承认布
吕尼非凡的影响力% 这几年! 布吕尼确
实利用法国第一夫人的身份! 不遗余力
地发挥自己的影响力%

布吕尼热心慈善事业! 尤其是弟弟
在

!""*

年死于艾滋病之后! 多次亲赴非
洲! 成为世界艾滋病防治项目的最重要
代言人, 去年

,

月! 她联络法国女影星
阿佳妮等女性写信给联合国! 要求伊朗
释放因通奸罪而被判石刑的

'%

岁伊朗女
人%

意大利阿奎拉发生地震! 比照布吕
尼的赈灾之举! 意大利政府因无所作为
而难堪! 讽刺布吕尼这是想当特蕾莎修
女, 名模出身的她! 在成为第一夫人之
后! 每当挑选服饰时都尽量支持法国品
牌和设计师! 第一夫人的 *时装爱国主
义+! 让法国的时尚产业激动得痛哭流
涕%

喜欢布吕尼! 不仅因为她的非凡魅
力! 而且还因为她的善良之心 % 固然 !

她有独特的位置! 但她能利用影响力而
行善举! 还是令人感佩的%

非但只有明星或政坛人物! 可以左
右潮流或掌控政局! 我们普通百姓! 也
都有各自影响力% 只是普通百姓的影响
力! 往往不够显性! 或者不常在荧屏前
暴露! 不够闪光和耀眼! 结果的显现不
够立竿见影! 而需要时间% 但千万别忽
视了普通人的影响力%

日本农学博士远山正瑛!

(&,"

年来
中国种树! 一直种到九十七岁! 每天在
中国的恩格贝种树十小时% 在他的影响
下! 日本

+%""

志愿者来恩格贝种树! 种
下树木

%""

万棵! 染绿黄沙四万亩% 一

个人! 二十年! 让茫茫的沙漠一角! 奇
迹般地冒出绿洲---这就是影响力%

日常生活中! 一个人不经意的行为
或者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 足够影响一
件大事% 这种影响力往往是隐性的! 不
去细心体察! 往往还不被发现%

前不久! 一位从沿海回来的朋友准
备到内地投资! 重点考察

.

城和
/

城%

在
.

城! 他坐在街头擦皮鞋! 擦皮鞋的
一个大婶的动作! 让他对这个城市死了
心% 那大婶把他的一只鞋带解下来! 擦
好付了钱后再系上! 一个细节瞬间让他
悟出 ! 这个城市市民的道德水准成问
题---定是有人擦好鞋后不付钱借故跑

了% 在
/

城! 他搭了五次出租车! 下车
前! 五位司机都提示! 先生! 请带好您
随身物品%

最终! 他把企业放在了
/

城!

/

城
因此有五千人上岗就业!

/

城的税务部
门每年也因此收到上亿的利税! 这就是
一位擦鞋大婶和几位出租车司机的影响
力%

我儿子在饭前便后都得很认真地用
洗手液洗手% 有时候! 时间紧! 我试探
着和他商量! 就不能稍微马虎一点. 他
很果断地摇头! 这怎么可能! 我从上幼
儿园的时候就养成了习惯/

可想而知! 这是一位幼儿园老师的
影响力% 在有些人的意识中! 幼儿园老
师不就是带孩子玩玩嘛! 影响力有限吧.

其实! 错了! 她们的影响力足以影响一
个人一生的行为习惯%

看 荷
!

章小兵

都说芜湖陶辛荷花好看!我
没有看过!也不知道好在那里%几
日前!几位文友带着*长枪短炮+!

特意开车去看!回来!都说好% 我
专门拐到几位文友的博客里!转
了转! 觉得他们拍的荷花好看是
好看!但感觉绮艳得离了谱%我不
知道这种感觉是他们有心附会上
去的!还是那里的荷花!就是这样
的绮艳%

花中!我还是喜欢荷花的%只
是我有些懒散!专门去看荷花!我
觉得还是没有那个兴致%就近!有
一个夏天! 我到童埠圩看过荷花%

那也不是刻意去为了看荷花!而是
因为一件与荷花无关的采访!让我
与联翩灿然绽开的荷花不期而遇%

不知道这荷花有多少亩!只是知道
她肯定不是为了讨好摄友而存在
的% 她的存在丝毫没有炫耀的成
分!朴素得就是一朵普通的花% 偌
大的水面中!荷花并没有像我想象
那样亭亭玉立! 正午的阳光暴晒
下!田田的叶子耷拉着脑袋!平躺
在水面上!有些无精打采% 偶尔有
几朵露峥嵘的花雩!也没有那种妖
冶的神气!冷艳逼人!天生的朴拙
反而让人生出无限亲昵%我的脑海
中许多荷花艳丽的词句!完全被眼
前的荷颜花容颠覆了%好在一场不
期而至的暴雨!如同给这些荷花打
了一剂强心针!她们精神抖擞地像
睡美人那样! 伸一个慵散的懒腰!

含情脉脉地扭动纤纤的身姿!那紫

红的&粉红的&粉白的花朵!玉雕一
般迎着你一起绽放% 此时!水面上
仙鹤飞翔!不远处一抹彩虹横跨青
山!让人感到这是不是芙蓉仙子下
凡了%

小城的别称叫蓉城! 是不是
适宜养植荷花. 还是从古到今小
城人爱养荷花.这不得而知%但蓉
城应该是与荷花沾上边的! 荷花
的别称也叫芙蓉%

家住在三楼! 二楼有一个很
宽敞的平台% 二楼的主人在二楼
平台上!养了不少花%最让我眷恋
的还是那盆荷花%在冬春二季!那
盆荷花就像一个深藏不露的人!

一点花的信息也不透% 到了春深
处!才露出一点行色来%夏天渐渐
来了!她先亮出亭亭玉枝!绿叶也
渐行渐随!相伴如伞% 接着!花儿
如粉拳那样!先紧紧地握着!等到
发力之后!就抻开了%我几乎每天
清晨早起第一件事!拉开窗户!就
俯视着那盆荷花% 看到荷花那样
清新明丽!我那一天的心情!也必
然会是碧空如洗%我不懂花事!但
我感到那盆荷花有些特别! 似乎
能开几轮%第一轮花谢了!我还在

惋惜之中! 第二轮又悄然绽放起
来%这可能与生命力旺盛无关!也
许!这样次第地开放!仅是生命的
延续%对于我这个看客来说!美的
延续!比美更美%

看荷花要有缘有境! 九华山
上看荷花与缘与境!都是绝配%九
华山上的荷花池! 就在聚龙山庄
的停车场边% 好多次下榻在聚龙
山庄! 我都特意选定靠在荷花池
边的房间%深夏浅秋之际!那里的
花事正盛% 入夜!寺庙檀香缕缕!

钟楼钟声悠悠!花池荷花田田!此
时!看那一池微风轻拂的荷花!仿
佛感到观世音菩萨高居莲花座
上!手持莲花!注目对你凝思% 那
种特有的宁静& 愉悦& 超脱和微
笑!让你纵有千般忧愁万般烦恼!

也是一斩而尽% 套用曹寅的一句
诗!那就是*池边不用关窗睡!夜
夜凉风香到家% +

看荷!只有那种莲在身边&佛
在心中的日子! 才能叫心安理得
的日子% 岁月静好就如荷花的叶
卷叶舒!卷起来心静!抻开来!美
好!都拥有了!那一个人的人生才
能说)完整和幸福/

妈妈! 再爱我一次
!

吴晓燕

每一个孩子都是上帝牵着手送到人间的天使! 每一对父
母是守护天使的翅膀% 最后一个从*

+

0

!%

+甬温线特别重大铁
路交通事故中被救出来的*奇迹女孩+小伊伊才两岁八个月!

但她的父母却永远地离她而去了%没有了父母的守护和爱!不
知道小伊伊要如何过下去. 每一次在电视和报纸上看到小伊
伊醒来就喊*妈妈抱+的新闻!作为一个母亲的我都会心痛得
泪流满面%

那个没有星星的夜晚! 小伊伊跟着父母坐动车从杭州回
家%晚上八点三十分左右!小伊伊也许还躺在妈妈温暖的怀抱
里!听着妈妈给她讲*小兔子乖乖+的故事!也许坐在爸爸的肩
膀上!开心地唱着*小燕子穿花衣+%但悲剧就在那一刻毫无声
息地降临! 前后两辆动车撞在了一起! 随着最后一声相撞巨
响!一阵黑色的恐惧漩涡如潮水般袭来%在黑暗之中小伊伊也
许还在喃喃叫着*爸爸妈妈+!小伊伊所在的车厢脱轨%也许爸
爸还在抱着小伊伊拼命用血肉之躯保护着她! 也许妈妈还来
不及亲亲她的小脸!也许如果没有也许!小伊伊的一家跌入万
丈悬崖% 没有阳光!没有空气!没有呼吸!没有爸爸妈妈!小伊
伊惧怕惊恐伤心痛哭!只有哭才是唯一的力量和支撑吧/也许
小伊伊一直在叫着*爸爸妈妈+!没有人理会!小伊伊想我最亲
爱的爸爸妈妈究竟到哪里去了!他们是在和我玩着躲猫猫吗.

这里好黑好闷!腿被压得好痛呼吸不过来!爸爸妈妈!快来救
救我/ 渐渐地!脸上挂着泪的小伊伊沉沉地睡了%

爸爸妈妈在去往天堂的路上!他们变成了天使!长出了一
对翅膀!一直往天上飞% 小伊伊拼命地向上飞!可惜她没有翅
膀!她在哭喊着)*爸爸妈妈!等等我/+爸爸妈妈的眼泪止不住
往下流!他们轻轻地说)*宝贝!爸爸妈妈不能带你走!你就是
我们生命的唯一!你要好好地活着%+爸爸妈妈扑着翅膀!最后
一次舍舍不依地抱抱亲亲小伊伊! 爸爸妈妈的眼泪和小伊伊
的眼泪落在一起!汇成了一片伤心海% 爸爸妈妈还是飞走了!

像一阵风一道光一样地消失了!*宝贝! 来世我们还要在一
起% +爸爸妈妈变成天使!在天上静静地守护着小伊伊%

在事故发生后的二十小时后 ! 消防和特警叔叔在对
0%(($

次列车的最后一节车厢进行破拆清理时! 在一个缝隙
里!看到了一双小手!右手手指在颤动的小手%小伊伊得救了!

爸爸妈妈在天上哭着笑了% 手术后! 小伊伊一直在喊 *妈妈
抱+!但她不知道爸爸妈妈已经飞上了天!变成了一颗守护星%

许多好心人都去看望小伊伊!为她送去了最真切的关爱%

小伊伊以后该怎么办.爸爸妈妈走了!小伊伊如何接受这
个残酷的事实. 没有爸爸妈妈的晚上! 小伊伊怎么能安然入
眠. 没有父母的呵护与关爱!小伊伊如何长大. 我多想去抱抱
小伊伊!就像抱着自己的女儿!这是多么需要人用千倍万倍的
爱去疼去呵护的小天使啊.我多想去亲亲小伊伊!就像小伊伊
被妈妈亲吻一样! 只有妈妈的吻才能让这个受伤的小天使尽
快康复啊%我多想用我全部的爱去爱小伊伊!就像小伊伊的妈
妈从来没有离开过她%

*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娃娃想妈妈$$+小伊伊坚
强快乐地活着!就是对她父母逝去最大的怀念和恩馈%*宝宝!

别哭!爸爸妈妈去了天堂!漫天的星星都是我们看你的眼睛!

爱你永远爱你$$+

当兵的姨侄儿
!

俞东升

当兵的姨侄儿今年
%-

岁! 在部队里已经服役
&

年! 一
切都挺好的! 就是有一件事让他的爸爸耿耿于怀) 快到而立
之年了! 对象问题还没有落实%

姨侄儿命苦!

(

岁时! 他娘就得病去世! 是我那姨姐夫
一把屎一把尿把他抚养成人% 姨侄儿读完了中学! 姨姐夫就
把儿子送到部队参军! 让儿子到部队大熔炉里去锻炼! 这一
点! 我那姨姐夫想得开% 姨侄儿还算争气! 在部队肯吃苦!

部队首长与战友都很喜欢他%

那些年! 见到姨姐夫! 他的脸上都是笑盈盈的% 他说儿
子在部队混得不错! 经常受表彰% 有一次! 一位中央首长下
基层! 接见姨侄儿所在的连队官兵! 还跟姨侄儿合影了一张
照片% 姨姐夫把这张相片复制了好多张! 逢人就掏出来让人
观赏%

可近两年! 姨姐夫谈到他的儿子! 语气明显低落许多%

他的头不再像公鸡的尾巴那样翘得高高的! 而是像牛尾巴一
样耷拉着% 原来! 随着年龄的增长! 姨侄儿的 *婚事+! 却
成了姨姐夫的 *心事+% 这孩子个性要强! 总说家庭困难!

个人大事暂时拖一拖! 谁知一拖就把年龄拖大了%

家庭困难是事实! 姨姐夫家住皖南一个偏僻的小山村!

房子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建的土坯房% 屋里没有粉刷! 布满
烟尘的油黑墙壁上! 张贴了政府每年春节赠送的慰问信% 在
中堂画的上方! 放置了 *光荣人家+ 匾额% 这些年来! 由于
孩子参军! 姨姐夫一个人在家里种了两亩薄田! 与村里那些
有孩子在外务工的家庭比起来! 姨姐夫家里显得局促贫寒%

现在! 姨侄儿的年龄到了婚姻 *警戒线+ 了! 船上人不
急! 岸上人急得跺脚% 看到邻居家的儿女们! 过年回家成双
成对! 姨姐夫能不急吗. 于是不断地打电话催促儿子抓紧解
决终身大事%

最近传来好消息! 姨侄儿在网上结识了一位姑娘! 还是
省城移动公司的% 姑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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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看到姨侄儿一表人才! 又
在部队负责通讯线路! 有一技之长! 就乐意与姨侄儿交往%

听到这个消息! 我的姨姐夫终于昂起了头! 望着远方笑了%

租 房 记
!

谢海龙

作为一个从小就在城里牌坊
老街长大的

+-

后贵池人! 我的租
房故事缘自城区的旧城改造%由于
城市规划建设的需要!结婚才两年
的我!

!--+

年在南门的房子拆迁
了!我不得不选择在外租房!经历
了一段别样滋味的租房生活%

如今的池州居民肯定能亲身
感受道这些年来池城的悄然改
变!清溪河环境综合治理&水系贯
通工程&路网改造项目$$使得
整个城市的人居环境得到了显著
提高!过去*晴天一身尘!雨天一
身泥+的现象早已不见!随处可见
的是宽敞的马路&林立的高楼&繁
华的商铺%而这些!自然都离不开
城区众多老市民的默默奉献和对
城市规划&改造工程的理解和支
持呀/就这样!从南外环马路边的
南湖苑到和谐家园小区!再到太
阳新城小区!三年时间我租过三
次房!也搬了三次家%

!--,

年初!那时房租涨幅也
很快!市内装潢好一点的房子价
格都不菲!让我这*工资族+望而
却步!跑了好多中介所都找不到
便宜又合适的房子%当时偏远的
南湖苑才建成!很多空房大多是
简单安了门窗&通了水电就帖上

*对外出租+的小广告!便宜得只
要两三百就能租上一套,夫妻俩
思前想后!上班虽然远了很多!但
考虑到经济条件还是选择了这
里! 开始带着幼儿过上了租房生
活 %可没过大半年 !那个房东反
悔! 而我也感到马路边车辆噪音
太大!懒得与其多理论又开始到
别处找房子%骑车连续几个双休
日在各大小区里询问!后来遇到
一位胡姓老乡!很好讲话!就搬到
了他在和谐家园小区顶层的一个
没装修的复式楼%搬家时有个好
友来帮忙!让我忘不掉的是他因
此不慎摔了一下!当时真是吓坏
了大家%而一年租期到时!房东老
胡诚恳地告诉我)他在小区对面
买了一个商铺做生意!因为还少
十几万!只得将此房卖了!不能继
续让我住了%哎!与人方便自己方
便吧,无奈!搬怕了家的我只得到
街边叫上几个拉板车的!就近在
太阳新城小区找了一户简陋的出
租房搬了进去%在我曾租住的胚
胎屋里!只有一些必需的桌椅床
凳&电视电脑等!更谈不上什么装
饰和布置!简单得都不好意思让
亲友到家中做客%因常听长辈们
说起他们在五六十年代时的艰

辛!便会用列宁同志的那句话*面
包会有的!一切都会好起来+来自
我安慰一番啦%

租房让心漂泊不定!难有温
馨家的感觉!偶尔还会茫然若失%

年幼的孩子并不知晓!每次搬家
总会天真的问我)*爸爸!我们干
嘛又要搬呀.+而换了一个新地方
后!他又淘气的玩耍起来了!全然
不知其中愁滋味%何时我的房子
才能建好啊.何时才能住进属于
自己的新屋呀.---如浮云般的
几年租房日子!让我内心更增添
了对家的强烈渴望!每每听说某
位同学或朋友乔迁新居!总会主
动前往欣赏一番!妻子总是在带
着无限羡慕的眼神里叹而观止%

好在今夏康庄花园小区已规划一
新!楼盘整体建成了!过去那片旧
房已成记忆!抽空来到这里!望着
即将交付的宽敞明静的新房!我
的内心总会莫名激动起来%

家是一个避风的港湾%*我想
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

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它%我
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
方!在我受惊吓的时候!我才不会
害怕$$+恰如

!-

年前被广泛传
唱的这首潘美辰的歌曲1我想有
个家2里所说的!社会上还有许多
人在努力想给自己找一个舒适&

温馨的家!它不要太大!也无需华
丽,在此更希望也有过租房经历
的朋友!早日拥有这样的家)不管
在外多累多辛苦!让它真正是您
心灵的归属和情感栖息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