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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精神文明 探索现代理念 营造文化氛围 弘扬传统美德

一场场"心灵之约# 为城市留驻历史!"#$

!% 第 !"届亚澳公墓火化协会#$%%$&年会纪实

!& 寻找新的动力与平衡
2013年中国殡葬协会（公墓）会员年会召开

———福寿园人文纪念系列活动掠影

文化集锦
'

!%#$年 ##月 $%日

媒体解读

周国平说!"人最宝贵的东西#一是生命$二
是心灵$而若能享受本真的生命$拥有丰富的心
灵$便是幸福% &

'寻猫奇遇记(就是一个滋润心灵的好故
事%这是一部为儿童写的小说$故事发生在二战
期间$盟军为了向占领法国的法西斯发起反攻$

征用了英国海边的小镇和一个叫斯拉伯顿的农
场作为演习地点%村民在撤离了这个小镇后$一
个 89岁小姑娘莉莉为寻找自己心爱的猫$不顾
危险几次返回已经成为禁地的旧家园寻找%

故事背景是二战$但故事里没有战争场面$

没有生死格斗$却又深深吸引了我% 细细品味$

是故事中那浓浓的爱滋润着我的心灵% 作者除
了让读者感觉到战争带给人们的灾难和毁灭
外$ 更多的是描写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日常生
活%在灾难和死亡面前$是一颗颗澄明善良的心
灵带给我们的温暖%爱是生命和心灵的雨露$没
有爱$生命和心灵都会枯萎%

让我们回忆那些爱的片段吧%

对家乡)对祖国之爱!当盟军需要使用莉莉
家的农场时$莉莉的爷爷不肯搬走$因为这个倔
老头深爱自己的家乡$没人能强迫他搬走%而莉
莉的老师$一个单身的女人布鲁菲尔德$向爷爷
讲述了自己的身世$ 告诉他为什么自己背井离
乡$离开了祖国荷兰$讲了法西斯的残暴$丈夫
为打败法西斯毅然参加盟军投入战斗$ 直到牺
牲%这些话打动了莉莉的爷爷$让老头改变了想
法%同时也使莉莉从厌恶女老师$最后与她成了
好朋友%

亲情之爱!莉莉妈妈每次收到丈夫的来信$

眼中都饱含着泪水$总是又高兴又难过%妈妈还
把丈夫的信读给莉莉听$ 使莉莉由不理解爸爸
为什么离开家离开妈妈去打仗$ 转变为爸爸而

感到骄傲%

还有朋友之爱$ 莉莉和她的同学巴里之间
的友情%巴里的家在伦敦$为躲避敌机的轰炸疏
散到乡下$转到莉莉的学校% 开始$莉莉对巴里
并没有好感$后来巴里借住在莉莉家中$两个孩
子也在共同的生活学习中$由陌生到熟悉$建立
了深厚的友谊% 巴里冒着生命的危险帮助莉莉
找猫$ 而莉莉则在巴里最想家最难过的时候陪
伴在他身边%

美国大兵艾迪和哈利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
朋友$他们来到莉莉的家乡参加反攻演习$和热
情好客的莉莉也成为了好朋友% 他们帮助莉莉
找回了心爱的猫$ 在莉莉家做客让远离家乡的
艾迪找到了家的感觉%在演习过程中$哈利牺牲
了% :;年后$艾迪为了悼念牺牲的朋友哈利$又

来到莉莉的家乡$ 正巧遇到已经成为奶奶的莉
莉$使三个好朋友的友谊得以延续一生%

还有奇特而纯洁的爱情% 89岁的莉莉与艾
迪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深深爱上了艾迪%但艾
迪离去$这段感情只好深深埋在心底% :;年后$

两个有情人居然又相逢$ 并且把一生的友谊升
华为爱情%

故事通过一个 89岁少女的日记展开$通过
莉莉的纯洁眼睛$我们走进了小镇$和这些学生
和老师)士兵和农夫一起欢笑流泪$人们才发现
在那些我们熟视无睹的日常生活中$ 有那么多
闪闪发光的金子***爱%生活是物质的$更是心
灵的% 你想让心灵沐浴阳光吗+ 那就读读这本
书吧%

$文 ' 连中国 摘自%文汇读书周报&'

爱，让心灵沐浴阳光

(作为全球年度最引人注目的爱情小说$

'无比美妙的痛苦(一年销售超 8;;万册$版权
销售到 <=个国家和地区% 书中讲述 8:岁生病
少女海蓁与同病相怜的男孩奥古斯塔斯之间的
爱情故事$短暂的爱情中涉及一系列终极命题!

,我会不会被人记住+ &,我的生活)我的死亡有
什么意义+ &

( 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西班牙国宝
级作家胡安-拉蒙-希梅内斯的作品'生与死的故
事(首次与中国大陆读者见面% 在这本抒情诗加
人生小品中$ 希梅内斯用诗样的语言将乞丐)退
休老人)醉汉)小孩)女家庭教师和小贩等世间各
色形象尽收笔底$令读者恍若亲临亲见%

( 哈佛大学心理学界福尔摩斯送给所有年
轻人的心灵指南***'因为迷茫$所以叫人生(%

心中的梦想还要坚持吗+ 脚下的路还能继续走
吗+所做的选择后悔了吗+未来的方向还看得见
吗+ .. 如果你感到迷茫了$恭喜你$说明你
进步了% 因为只有进入新环境或接受新事物时
才会迷茫$若只是简单复制$一万个不会迷茫%

这就是人生%

("人生从来不是规划出来的$而是一步步
走出来的%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每天做那么一点
点$时间一长$你就会看到自己的成长% & 作为
一本以"文艺&为主题的随笔$尽管它的语言不
是最优美的$ 但它仍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

523*6'这辈子最渴望做的那些事(%

这则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名叫迪文-巴尔
加的以色列摄影记者% 9;;8年他来到中国$朋
友发来的一封电子邮件$尤其是邮件中附载的
两张上海某古董店里正在出售的犹太人墓碑
的照片$引发迪文开始了一段"如同侦探小说&

的生活%

迪文知道$上海是一个二十世纪中期收容
了大量犹太流亡者的城市$其中有相当一部分
人在此终老$相应的墓碑也非常多% 按照犹太
人的习俗$ 墓碑被视作对祖先的无比敬重$是
纪念逝者的神圣之物% 然而$目前的上海似乎
没有人能够找到这些犹太人生存过的见证% 这
些墓碑后来去了哪里+ 带着这些疑问和不解$

迪文踏上了寻找在上海失踪的犹太人墓碑之
路%

"如果告诉当地人这是墓碑$他们就能完
全理解我% 如果没有他们帮忙$我找不到那么
多的墓碑% &几年来$迪文来回奔波于市区和徐
泾镇之间$近乎神经质地寻找每块看似可能的
墓碑$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他的足迹几乎走
遍了这些村子的每个角落% 在水井边$在狗尾
巴草丛里$在农户门前$在屋子的墙根下$在河
边的洗衣石里..只要有可能找到墓碑的地
方$迪文见到一块大理石$就会莫名地热血沸
腾% 当他将沉重的碑身翻转过来$在扬起的尘
土中看到那依稀可辨的希伯来文时$那是他这
一生最激动的时刻% 如今$迪文已经找到了 @:

块墓碑$大部分都是从村民手中得到的%

收集墓碑的故事仅仅是一个前奏曲% 9;;=

年$ 迪文和建筑师克里斯托弗-佐阿邀请现居
上海的部分国际优秀建筑师$以这些重见天日
的墓碑为焦点$进行了一次上海犹太人纪念地
的概念设计$并命名为"镌刻出的历史&%

评论!陈丹燕$著名作家'

上海当时是个移民城市!每个来到这里的

家庭!都有过迁徙的历史!并各自有自己不得

不迁徙来此的原因" 百姓们并不是为了反法西

斯才接纳犹太难民的!而是以己之心!度人之

腹!来理解和容纳犹太难民的" 到了迪文寻找

墓碑的时代!人们也是抱着同样的态度来理解

和帮助他" 当时!被迁徙和毁坏的墓碑并不只

是犹太人!更大量的!是中国人自己的" 后代对

祖先墓碑的感情!是人类共同的感情之一" 上

海这座城市!总是因为它的开放港口的特点而

充满了特有的传奇" 墓园是城市历史非常重要

的一部分证据" 从只有姓名和生卒年月的墓

碑!人们仍旧能在这样简单的符号中读到上海

近代和现代历史的波澜!以及人生在大时代中

呈现出的命运痕迹"

$摘自!%空间(故事(上海犹太人! 提篮桥的过

去与现在&'

历史长廊

镌刻历史

悦读生命
分享感悟

福寿推荐

当我死时
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

之间!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黑土

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

我便坦然睡去!睡整张大陆

听两侧!安魂曲起自长江!黄河

两管永生的音乐!滔滔!朝东

这是最纵容最宽阔的床

让一颗心满足地睡去!满足地想

从前!一个中国的青年曾经

在冰冻的密西根向西嘹望

想望透黑夜看中国的黎明

用十七年未餍中国的眼睛

饕餮地图!从西湖到太湖

到多鹧鸪的重庆!代替回乡

)*""年 !月 !+日于卡拉马如

选自%余光中精选集&

题 记!余光中这位望乡的牧神!对祖国的热爱历来已久!珍藏在心中" 早在他 <@岁壮年时!毫

不忌讳地含泪写了这首遗嘱式的诗篇" 如今!重温这首诗的意境!不但寄寓了诗人的也是万千海外

游子的绵长乡关之思!又真实再现了海峡两岸那段深刻的历史印记"

福寿园景



福寿园集团副总经理伊华致辞

费巩烈士的女儿费莹如女士致答谢辞

!"#$年是我国著名电影艺术家刘琼
先生诞辰 #%"周年! 为纪念他对中国电影
事业作出的积极贡献" 表达对他的尊敬与
缅怀之情"&%月 &'日"由上海市文学艺术
界联合会#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上海
电影家协会联合主办" 上海福寿园承办的
&艺高气正'''纪念著名电影艺术家刘琼
先生诞辰 &%%周年追思祭扫活动( 在福寿
园人文纪念公园钟灵苑隆重举行! 上海电
影家协会主席张建亚# 福寿园集团副总经
理伊华#上影美术师林国樑#上影导演卢萍
等领导# 著名电影艺术家及刘琼先生女儿
刘晓遥出席了纪念活动并致辞!

张建亚代表电影界发言" 刘琼先生的
经典作品是电影界传世瑰宝" 老先生高尚
的品德更是后人需要传承的! 他说)&现在
所谓的明星#大师层出不穷"而真正的明星

应是那些为艺术倾力奉献的人! 福寿园钟
灵苑里躺着的这些老一辈艺术先驱者"他
们才是真正的明星"真正的大师! (

福寿园集团副总经理伊华代表福寿园
人文纪念公园对刘琼先生为中国电影事业
做出的巨大贡献表示了敬意"她说&以人为

本(是福寿园之魂"打造人文纪念公园"为
城市留驻历史# 为历史珍藏记忆是福寿园
的情怀" 钟灵苑正是为纪念老一辈艺术家
而特辟的!

来宾与家属纷纷向刘琼先生纪念像献
花"表达缅怀之情! 文 ! 金星

一代影帝风骨长存福寿钟灵苑
上海福寿园举行电影艺术家刘琼先生诞辰百年追思活动

(月 #)日上午"为纪念爱国民主人士#复旦大学校友费巩烈士
诞辰 #%*周年"复旦大学领导和教师代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
共事务学院学生代表# 浙江大学校方代表以及费巩烈士家属代表
赴上海福寿园举行了简短而隆重的费巩烈士像揭幕仪式" 表达对
先贤的追思和缅怀!

苍松翠柏之间" 参加揭幕仪式的全体代表肃立在费巩烈士像
前"深切缅怀他学植深厚#桃李天下的师者风范和反对专制#追求
民主的浩然正气! 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建中在致辞中表示"费巩
不仅是复旦的同龄人"更是复旦校友的杰出代表"在他的身上集中
体现了&团结#服务#牺牲(的复旦精神品质和&学术独立#思想自
由(的学术理念"复旦为拥有费巩这样的校友感到无比的自豪和光
荣! 福寿园集团副总经理伊华在致辞中表示" 在这片熟悉的故土
上"为这位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树碑立传"就是要再一次感受生命
回响的震撼! &坚韧执着#刚正不阿#追求真理("这是无论哪个时代
都需要传递的正能量!

各位代表也纷纷表达了继承和发扬先贤精神" 用实际行动为
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的决心" 并献上花环寄托对烈士的
缅怀与追思! 揭幕仪式后"全体代表参观了福寿园人文纪念博物馆
费巩烈士专区! 复旦大学 供稿

爱国民主人士费巩烈士像揭幕

上海市民政局副局长王万里!右一"#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刘

建中!右二"#福寿园集团总经理王计生!左一"与家属代表为费巩

烈士像揭幕

人文纪念
!"#

!"#$年 #!月 $%日

———福寿园人文纪念系列活动掠影

———陈毅元帅夫妇纪念像落成上海福寿园新四军广场

一场场!心灵之约" 为城市留驻历史

历史因人而厚重，城市因人而精彩。“以人为本”
是福寿园之魂。打造人文纪念公园、为城市留驻历
史、为历史珍藏记忆是福寿园的情怀。
入秋以来，福寿园人文纪念活动再掀高潮。福寿

人用敬畏之心、感恩之心，做着关爱生命、延续生命
的诸多努力———
9月15日：爱国民主人士费巩烈士像揭幕；
10月12日：陈毅元帅夫妇铜像揭幕暨新四军广

场成立八周年；
10月16日：电影艺术家刘琼先生百年诞辰；

10月27日：傅雷、朱梅馥夫妇魂归上海浦东故
里；
10月28日：送别上海的女儿———程乃珊；
11月16日：人民音乐家贺绿汀诞辰110周年暨

塑像落成；
11月18日：郑振铎诞辰115周年（牺牲55周

年）暨铜像揭幕；
关注人文、福泽生命。历历在目的是一幕幕“心

灵之约”的现场，时时涌现的是一次次听得见生命回
响的感动！

向军长报到 老战友共话当年
&向老军长报到把豪情倾诉"与老战友团聚把光荣回顾! (&"

月 &!日"陈毅元帅夫妇纪念像揭幕仪式暨新四军广场成立八周年
庆典在福寿园人文纪念公园举行! 来自北京和上海的新四军历史
研究会#新四军老战士#武警官兵#上海天马山学校等近千位代表
齐聚一堂" 重温革命铁军的光辉史诗" 共同缅怀陈毅这位开国元
帅#诗人#外交家的丰功伟绩!

儒将功勋 世代瞻仰风范长存

占地 )"""平方米的新四军广场上"松柏环绕#绿草茵茵! 曾经
奋斗终身为民族添寿的新四军老战士们"在此&归队("安息长眠!新
落成的陈毅元帅夫妇雕像巍峨挺拔#屹立其间! 碑文上是陈毅的诗
词)&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静静吟咏
着一代儒将的诗人本色"默默守护着世人心中不朽的丰碑!

在新四军广场为陈毅元帅夫妇建立纪念像" 是源于陈毅元帅
深厚的上海情结!据陈毅元帅长子陈昊苏回忆"率领新四军抗战岁
月和担任上海市市长是父亲生前最为留恋的两个时期! 今日的上

海"熔铸着这位革命者的鲜血与建设者的荣耀!

陈毅元帅夫妇的铜像"选用锡青铜整体铸造"由中国著名雕
塑大师唐锐鹤与王松引教授现场指导" 福寿园艺术创作中心雕
塑师王峥主创设计制作! 仪式上"中共文献研究会副会长#中共
党史人物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陈小津" 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代理会长刘苏闽" 福寿园集团董事长白晓江以及陈昊苏先生先
后致辞!

缅怀先辈 英雄赞歌薪火相传

新四军广场作为上海市&红色旅游基地("自 !"")年建成以来
就吸引了众多市民自发地前来瞻仰#缅怀革命先辈"这里已经成为
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课堂和红色旅游景点! 此后"

每年的 &"月"人们齐聚这里"点燃英雄的记忆与民族的梦想!

今年正值新四军广场落成八周年"在举行的庆典仪式上"由上
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名誉会长阮武昌点燃了新四军广场的烽火
台"熊熊火焰"光芒万丈"象征革命薪火永不熄灭!在四名新四军老

战士的带领下"现场全体老战士#老将军集体向陈毅军长致军礼"

并敬献花环!新四军著名将领王必成之女#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
会副会长王苏炎代表新四军后代" 与来宾共话父辈们的理想与坚
持! 诗朗诵*缅怀陈毅军长+"*十送红军+#*桃花谣+#*中华民族好
儿女+等歌舞表演"在活动现场掀起阵阵红色浪潮!

本着尽企业绵薄之力"助推和弘扬革命薪火代代相传的情怀"

福寿园集团还在庆典仪式上向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捐赠了第
三年度的&福寿基金("并为上海市松江区天马山学校的学生颁发
了一年一度的&承志(奖学金! 文 ! 海珂

福寿园集团总经理王计生!左"代表集团向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

究会捐赠$福寿基金%

为上海市天马山学校学生颁发$承志%奖学金

&赤子孤独了+ 会创造一个世界! (#%月 !,

日"在上海福寿园海港陵园如茵园内"著名翻译
家傅雷及夫人朱梅馥终于叶落归根"长眠在洁白
的丰碑下! 傅雷儿子傅聪#傅敏等家属参加了骨
灰安葬及纪念碑揭幕仪式!

翻译巨匠叶落归根

上午 #%时"伴随着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

傅雷#朱梅馥夫妇骨灰安葬仪式正式开始! 在傅
聪#傅敏以及众家属的护送下"著名翻译家傅雷
及夫人朱梅馥从此长眠于上海浦东故里! 傅雷家
属及慕名前来道别的各界人士 #!%余人"向傅雷
夫妇纪念碑献上鲜花!

傅雷夫妇纪念碑高约 #-*米" 碑身正面镌刻
着傅雷名言)&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 (在
傅雷的心中"贝多芬#米开朗基罗#托尔斯泰以及
约翰,克里斯朵夫是伟大心灵的承载人! 其实"伟
大的心灵亦是傅雷那颗坚定的赤子之心-

"#年漫漫归乡路

&(''年 (月"由于在&文革(中受到诬陷和迫
害"傅雷夫妇选择双双自杀离世! 他们的骨灰原
安葬于永安公墓"后归并到万国公墓"动荡年月
先后遭破坏"差点遗失! 幸得一位傅雷作品的爱
好者"私藏其骨灰盒"才得以幸免遭毁!

福寿园集团副总经理伊华女士早在十年前
就联系傅雷的家属"积极争取傅雷&入住("后在
福寿园集团副总经理谈理康等人坚持不懈的努
力下"!%&$年 .月" 由浦东傅雷文化研究中心主
任#傅雷研究专家王树华先生牵线"浦东福寿园
海港陵园总经理顾文军一行"前往北京商议傅雷
&回乡(之事! 此后"经双方不断协商"家属决定将

傅雷夫妇骨灰安放于海港陵园的如茵园内!

手稿捐赠传承精神

仪式现场"浦东傅雷文化研究中心向福寿园
人文纪念博物馆捐赠了*傅雷家书+手稿和*傅雷
译希腊的雕塑+手稿!

*傅雷家书+字里行间透出的无微不至的爱"

成就了人间爱的华章. 傅雷先生一生在文学#音
乐#美术理论#美学批评等领域多有建树"他身上
体现出勤奋#正直#热心#严谨#慈爱的美德"凝聚
成了独特的&傅雷精神(!

文 ! 查云

傅雷夫妇安眠浦东故里

福寿园集团副总经理&上海区域总经理邬亦波为纪念碑揭幕

福寿园集团副总经理谈理康致辞福寿园海港陵园总经理顾文军!左"接受傅

雷手稿系列捐赠

!!月 "日'著名作家叶永烈在(北京青

年报)上发表(她冒险保住傅雷的骨灰)一文

编者按

新四军广场上的陈毅&张茜纪念像











福寿园集团副总经理伊华致辞

费巩烈士的女儿费莹如女士致答谢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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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表达缅怀之情! 文 ! 金星

一代影帝风骨长存福寿钟灵苑
上海福寿园举行电影艺术家刘琼先生诞辰百年追思活动

(月 #)日上午"为纪念爱国民主人士#复旦大学校友费巩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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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民主人士费巩烈士像揭幕

上海市民政局副局长王万里!右一"#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刘

建中!右二"#福寿园集团总经理王计生!左一"与家属代表为费巩

烈士像揭幕

人文纪念
!"#

!"#$年 #!月 $%日

———福寿园人文纪念系列活动掠影

———陈毅元帅夫妇纪念像落成上海福寿园新四军广场

一场场!心灵之约" 为城市留驻历史

历史因人而厚重，城市因人而精彩。“以人为本”
是福寿园之魂。打造人文纪念公园、为城市留驻历
史、为历史珍藏记忆是福寿园的情怀。
入秋以来，福寿园人文纪念活动再掀高潮。福寿

人用敬畏之心、感恩之心，做着关爱生命、延续生命
的诸多努力———
9月15日：爱国民主人士费巩烈士像揭幕；
10月12日：陈毅元帅夫妇铜像揭幕暨新四军广

场成立八周年；
10月16日：电影艺术家刘琼先生百年诞辰；

10月27日：傅雷、朱梅馥夫妇魂归上海浦东故
里；
10月28日：送别上海的女儿———程乃珊；
11月16日：人民音乐家贺绿汀诞辰110周年暨

塑像落成；
11月18日：郑振铎诞辰115周年（牺牲55周

年）暨铜像揭幕；
关注人文、福泽生命。历历在目的是一幕幕“心

灵之约”的现场，时时涌现的是一次次听得见生命回
响的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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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手稿系列捐赠

!!月 "日'著名作家叶永烈在(北京青

年报)上发表(她冒险保住傅雷的骨灰)一文

编者按

新四军广场上的陈毅&张茜纪念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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