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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菁温 诵读《见与不见》
感受爱的别样境界
◇全媒体记者 王乐

读这首诗。”曹菁温对经典诵读非常
温告诉记者，她想通过这样一首小诗
感兴趣。
来传达一种正能量，希望所有的人都
品读经典，是一场经典重现的盛
可以勇敢地去表达自己心中的爱。
曹菁温从小就喜欢读书，喜欢感
宴；是一出名人大家的相约；是一段
受每本书所带来的不一样的感受，领 “我觉得爱有很多种境界，所有的激
穿越时光的回想；是一束灼照心灵的
情最终都会归于平静、淡然、默然，相
略书中的精髓。
“那些经典名著，犹如
亮光。品读屈原笔下的《离骚》，我们
许两心知，此情自不必多言，见与不
一盏明灯，指引我们向前，无论是开
懂得了他强烈的爱国情感与民族责
心还是沮丧，只要翻开书，看着一个
见又何可怨 ，或者一厢情愿，只是情
任感；品读《西游记》，我们懂得了孙
一个文字，那些负面消极的情绪就会
到深处不会过喜也不会过悲，不患得
悟空的嫉恶如仇，师徒四人的深深师
慢慢消褪，你就会知道，生命是美而
也不患失，所谓大爱，如同静水。”这
徒之情；品读《水浒传》，我们懂得了
圣洁的，人生是幸福与苦难相伴而随
是曹菁温的理解。
行侠仗义，肝胆相照的英雄气概；品
的。在快乐中我们要学会感恩社会，
生活中，有一种收获，让人一生
读《三国演义》，我们懂得了桃园三结
感恩生活；在痛苦中也要感激生命， 受益，那就是读书的收获；人生中，有
义的至深友情；品读《红楼梦》，我们
因为我懂得了，快乐固然美好，但苦
一种经历，让人难以忘怀，那就是读
懂得了黛玉葬花的伤感和宝黛的凄
难亦会让我们成长进步，我希望大家
书的经历。是读书，让我们在朦胧的
美爱情……
都能在书中感受到爱和美好。”曹菁
世界中，学会生活并调动缤纷绚烂的
“ 你见，或者不见我，我就在那
温说。
生活，塑造自我、塑造理想、塑造人生
里，不悲不喜；你念，或者不念我，情
《见与不见》是一个广东女孩子
……
就在那里，不来不去；你爱，或者不爱
所写，她的名字叫谈笑静，笔名：扎西
我们可能再也无法回到诗意的
我，爱就在那里，不增不减；你跟，或
拉姆 多多。该诗出自她 2007年创
时代，但我们可以遇见诗意的自己。
者不跟我，我的手就在你的手里，不
作的作品集《疑似风月》，诗的原名叫
为爱诵读，我们在这里等你。
舍不弃；来我怀里，或者，让我住进你 《班扎古鲁白玛的沉默》。
“ 我曾看到
夏末秋初的“广场经典诵读”活
的心里，默然相爱，寂静喜欢。”这是
过作者的自述，写这首诗的时候，正
动，已然成为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
一种难以言状的情愫，仿佛将对世间
是作者失业的第三个年头，当时的状
和无数读者的一份美好的约定。8月
情感与念想轻轻拈起，又全然放下， 态——对世俗的茫然和困顿已逐渐习
23日，内蒙古晨报联合阿里巴巴“天
既洒脱又有一点点无奈。这也正是
惯，
某些自己看不到的关怀和力量，
也
天正能量”发起“广场经典诵读——
诵读者曹菁温喜欢这首《见与不见》 许没法改变自己当时的处境，但却真
读经典 颂草原”活动，希望在喧嚣的
的地方。
实地存在着，给予了作者接纳不同遭
都市中，与无数读者一起，在内心的
“看到内蒙古晨报发起的这个诵
遇的平静力量，所以，才有了这首诗， 最深处，感受那种红袖添香的雅致、
读活动后，我就想参与，也着手开始
青梅煮酒的风趣，还有，雨夜读书的
被很多人喜欢着，不同的人用来表达
着不同的情感。
”
曹菁温说。
准备，因为董卿之前诵读过《见与不
清幽。
见》，特别动听，所以我也选择了这首
这个阿里巴巴联合内蒙古晨报
每一部经典，文字一经阅读，就
小诗，在完成自己录音、找背景音乐， 不再属于作者本人了。因为每个人
及全国数十家媒体一起搭建的平台，
包括合成等一系列准备工作后，我就
给了无数普通市民和文化名家共读
有每个人的理解，每个人有每个人的
将音频传到了内蒙古晨报的诵读后
感受。无论在哪里，它都被赋予了丰
经典的契机，也给了我们在朝九晚五
台，我很期待可以在广场上为大家诵
富而有爱的故事情节在里面。曹菁
之外为生活增添一分诗意的可能。

穿越经典，
内蒙古晨报和阿里巴巴
“天天正能量”
邀你共同读出心中的爱

读出心中的爱还能拿奖励
◇全媒体记者 王乐
本报讯 生活中，
有一种收获，
让人
一生受益，
那就是读书的收获；
人生中，
有一种经历，让人难以忘怀，那就是读
书的经历。是读书，
让我们在朦胧的世
界中，学会生活并调动缤纷绚烂的生
活，
塑造自我、
塑造理想、
塑造人生……
8月 23日，内蒙古晨报联合阿里
巴巴“天天正能量”发起“广场经典诵
读——读经典 颂草原”活动，希望在
喧嚣的都市中，与无数读者一起在内
心的最深处，感受那种红袖添香的雅
致、青梅煮酒的风趣，还有，雨夜读书

的清幽。
9月中旬，根据前期征集到的温暖
故事或经典篇目诵读音视频，组织评
审团，按少年组、青年组、老年组三组，
从中评选出每组最佳诵读人 1名、优
秀诵读人 10名、温暖故事 1个（偏重故
事内容）。
9月底，邀请上传音视频的诵读者
到广场（具体地址另行通知）举行诵读
活动，并邀请当地名人、专家、学者出
席活动，作为领读者和经典推荐者，分
少年组、青年组、老年组与市民一起重
读经典。三组诵读结束后，将邀请前
期评选出的少年组、青年组、老年组中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
如意开发区支行中银系列信用卡不良透支催收通告
下列中国银行信用卡持卡人未按中国银行信用
卡章程和合约约定依法偿还透支本息。本公示发布
后，请以下客户于 7日内偿还全部透支本息，否则我行
将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或根据我国刑法第 196条规定
以信用卡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在此也一并提醒其
他逾期透支的我行信用卡客户及时归还信用卡逾期
本息，否则，
我行将采取相应的法律措施。

持卡人姓名
刘文祥
张伏龙
云峰
邢雪昆
王佳月
韩春霞
刘晓吉

联系地址：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敕勒川大街 15号绿
地蓝海大厦 A座 9楼中国银行业务发展部
电话：
0471-5204173或客服热线 4006695566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如意开发区支行
2017年 9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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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佳诵读人、优秀诵读人分享自己
对经典篇目的理解及情感体验，并为
最佳诵读人、优秀诵读人、温暖故事获
得者颁奖。
关注微信公众号
“天天正能量”
，
回
复
“诵读”
，
即可进入
“2017广场经典诵
读”
活动
“为爱诵读”
报名通道。

寻找
“蒙A”
礼让好司机
够格你就来
您的每一个点赞，
阿里巴巴
“天天
正能量”
将捐出 1元钱用于倡导和
推动
“礼让斑马线”
活动
内蒙古晨报现寻找
“蒙A”
礼让好司
机、
征集
“点赞文明礼让”
的标语、
标志
◇全媒体记者 王乐

本报讯 礼让斑马线是对生命的
尊重，也是城市文明的标志。内蒙古
晨报联合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呼
和浩特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发
起的“文明出行——礼让斑马线”大型
公益活动引起广大市民的广泛关注。
“文明出行”离不开每个司机、市
民自觉礼让，此次活动已开通 H5点赞
页面（扫文尾二维码，点击为“礼让斑
马线”点赞，参与文明出行公益行动），
您每点赞一次，阿里巴巴“天天正能
量”就拿出 1元公益金，用于进一步倡
导和推动“礼让斑马线”的活动落地。
内蒙古晨报联合交管部门、公益组织
和志愿者，一起倡导文明出行。
同时，为鼓励每一个司机、市民参
与“文明出行——礼让斑马线”公益活
动，现开展寻找“蒙 A”礼让好司机、有
奖征集“点赞文明礼让”的标语、标志
征集评选活动。活动最终联合交管部
门为评选出的“十大文明”好司机颁
奖；另评选出 10条“点赞文明礼让”标
语、一个文明礼让标志。获奖者除获
得现金奖励外，还将为其颁发证书。
获奖标语、标志用于交管部门后期相
关宣传使用和内蒙古晨报相关内容的
公益广告宣传。
无论你是驾车还是步行，只要你
在呼和浩特街头看到或主动做到文明
礼让的行为，并有好的宣传文明礼让
标语、标志，均可报名参加“文明出行
——礼让斑马线”大型公益活动。
“蒙 A”礼让好司机报名、
“点赞文
明 礼 让 ”的 标 语 、标 志 征 集 热 线 ：
0471-3339111、3369765，征集邮箱：
nmgcbbj
b@126.
com。

遗失声明
● 王 民 会 计 从 业 资 格 证 遗 失 ，证 号:
150102198109250538，
特此声明。
●内蒙古呼赫奥奇农牧业有限公司遗失机构信
用代码证（证号：911501053289824742
），特此声明。

诚招副食品供货商
内蒙古良辰食品有限公司是承担驻区部队
官兵副食品供应的专业企业，现向呼市地区诚招
肉、禽、蛋，
蔬菜水果及调味品供货商，
具体如下：
一、要求经营资质齐全，有固定经营场所。
二、具有一定配送设施和配送经验。

三、需带资质于2017年9月15日前报名。
地址：胜利路内蒙军粮烟酒副食超市
电话：531528018848113381白婷婷
内蒙古良辰食品有限公司
2017年 9月 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