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个秋天 告别单身
工作压力大、生活圈子小，年纪渐

长仍形单影只······“有对象吗？”、“什
么时候结婚？” 已成了套在许多白领青
年头上的紧箍咒。儿女的婚事恋情更是
父母嘴边出现频率最高的字眼了。

96258推出婚恋服务啦！96258旗下
婚恋机构， 是长沙市第一家不以盈利
为目的的微公益性质的婚姻介绍机
构，以严肃正规、诚信交友、微公益为
理念，打 96258吧，专业红娘真诚为您
服务。

三湘都市报96258婚恋服务郑重承
诺：所有安排匹配的人员均经过严格审
核和筛选，主要从单身青年的婚恋价值
观、形象气质、年龄、职业、身高、学历、
经济收入、家庭情况等方面综合 考虑，
并结合婚恋心理学原理和社会婚恋现
状，精心挑选，具有较高的匹配成功率。
加入会员后将提供以下服务： 资料登
记、资料真实性甄别、身份证验证、查询
异性会员资料、约见会员、 不定期异性
会员推荐、不定期参加相亲活动、网上
资料展示查询等。

水电维修 专业团队、 规范施
工，承接各类水电、土木工、泥水工
等业务，从换灯泡、修马桶到局部
翻新，师傅都将悉心服务。

管道疏通管道久疏不通，并且
时时出现堵塞，影响市民正常生活，
96258管道疏通金牌服务团队，老管
道、难管道、旧管道，交给 96258！

保姆月嫂 家里孤独的老人，上
学的小孩，繁忙的家务，忧心无力，何
不交给 96258专业保姆月嫂团队？ 公
信力平台，给你最贴心的服务。

搬家搬厂 精选业内资深服务人
员，经验丰富、技术过硬，且价格公道、透
明，搬家过程中，以客户财务安全为己
任，专业团队，96258值得信任。

钟点工擦玻璃、搞卫生、地板沙
发样样都精通， 还能做的一手赞不
绝口的好饭菜！ 96258王牌钟点工，
给您最贴心的服务。

三湘都市报96258公众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

旧房翻新，外窗最好全部更换
老陈最近有些烦恼， 因为

他买的二手房在翻新时， 请的
是马路游击队。 老陈将自己的
想法告诉马路游击队的工人
后，工人开始屋砸墙，这里掏个
壁洞，那里两屋并一屋。繁杂的
工序， 不 仅将房子变成蜂窝煤
一般，还搞得四邻强烈不满。

96258房屋翻新的宋经理就
介绍说， 二手房装修也要有计
划，否则像老陈这样的情况会经
常出现。在装修过程中，并不一
定要将原有的一切都推倒重来，
有时候一些变废为宝的行为，甚
至 可以成为翻新的一个亮点。

宋经理介绍说， 二手房翻
新，有这样一些事项需要注意：

1、当二手房装修时需要拆
除门窗等旧物件时， 拆的过程
中首先要保证安全， 同时还要
保证拆到位。

2、老房子，特别是1995年以
前的房子墙面很少用水泥砂
浆，原层如有空鼓的话，以后怎
么修补都容易开裂空鼓， 因此

装修时要用石膏来找平， 并且
保证用材的一致性。

3、随着家庭用电的需求量
越来越大， 彻底更换电线是二
手房装修不可遗漏的一点。配
线也一定要合理， 尽量将自己
所有的设备考虑周全。

4、在水路这一块，要想隐

蔽镀锌管就得换材料， 接头该
封闭的封闭， 该做隐蔽的可以
做隐蔽。

5、 在拆旧的过程中谁也没
法保证防水层不受到破坏，因此，
防水层是必须要重做的项目。

6、灯的位置的改变，跟过
去的结构有关， 现在改变位置
的时候， 只能是在楼板上砸一
个洞，那边再砸一个洞，把线穿
过去，千万不能推凿，否则存在
安全隐患。

7、1995年以前的外窗尽最
好全部更换，这不仅影响美观，
还很影响能量的消耗， 不利于
冬天保温、夏天使用空调。

宋经理介绍说， 房屋翻修
是一件大事， 最好是请专业的
装修公司进行装修， 避免不必
要的麻烦。 三湘都市报96258公
众服务中心旗下有专业从事房
屋翻新、修缮的装修队伍，能够
翻出让业 主满意的“新房”。

旧房翻新改造、零星修缮、建
材安装维修就找96258。

96258的旧房翻新让您的房
子旧貌换新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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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鄂赣皖文化行”走进衡阳

从南岳到湘西草堂
一条湖湘文化的动脉

南岳不仅是佛教
圣地，也是传播湖湘文
化的摇篮。10月27日，
湘鄂赣皖文化行来到
衡阳，先后参观了南岳
磨镜台、福严寺、南台
寺和湘西草堂。

从南岳到湘西草
堂，从湖湘学派的发源
地到湖湘理学的总结
者，这条路，也是一条
湖湘文化的动脉。

下午，采访团一行来到衡
阳县湘西草堂。这是明末清初
大儒王夫之晚年隐居之地。据
介绍，明朝灭亡后，王夫之在
家乡湖南衡阳抗击清兵，失败
后隐居石船山， 讲学著述，故
世称“船山先生”。

草堂选址是船山先生一
路寻觅过来的。 之后在此隐
居了数十年， 著作之丰、内
蕴之深邃被人称为“南国第
一大儒”、“与黑格尔比肩的
中国思想家”。 船山先生病
逝后， 请求后人将他葬于大
罗山，因为“那是没有被清政
府污染之地”。

比起生前的声名淡漠，经
由另一湖湘大儒曾国藩的宣
传，王船山在百年之后日显于
世。龚旭东说：“王船山的忧患
意识、明道致用、批判创新、兼
容并蓄、博大精深……使他在
众多方面达到并代表了中国
古代哲学、历史、思想文化的
最高水平，成为中国古代文化
和古典哲学集大成的、百科全
书式的批判继承者、 总结者、
终结者。同时，也成为湘学最
具典型意义的代表。”有了他，
理学与禅学终于首尾相连，湖
湘文化从这里走向世界。

草堂前， 王船山种下的枫
树， 与他的侧影一起走过了
300年。草堂后面，成片的芙蓉
花开得正艳， 再远处是金色的
稻田，三五农人正弯腰劳作，与
先生当年所见，似乎并无二样。

■三湘华声全媒体
记者 李婷婷

秋色渐浓。南岳盘山
公路上，夹道的松柏遮天
蔽日，枫香正在染成热烈
的金黄。 为了保护树木，
南岳景区管理方出台政
策，不拓宽道路，不允许
私家车上山，两台车会车
时还有些许困难。游客为
树木让道，在古老植物们
的庇护下，这条朝圣之路
一直保持着一种幽深静
谧的美。

磨镜台是多次来南
岳的三湘都市报副总编
辑龚旭东最钟爱之地，相
传南禅七祖怀让正是在
这里以磨砖作镜之举“收
服” 了江西名僧马祖道
一。不远处的怀让墓塔建
在半坡处，采访团恰遇一
位僧人正在祭拜。他叫宏
禅， 不久前刚从北方过
来， 现在南台寺修行，祭

拜怀让是他的“日课”之
一。“他是我们禅宗的祖
师。 我有时间就会来这
里。” 宏禅双手合十作一
个揖，向着山上走去。

在山坡脚下驻足良
久，采访团沿着山路缓缓
拾级而上，足下的这条山
路，正是中国南禅的根苗
开枝散叶的原点。大唐帝
国年间，极具反叛精神的
六祖慧能派怀让、青原等
弟子几乎同时到湖南、江
西进行“战略开拓”。慧能
对印度佛教及当时势力
强大的禅宗北宗的革命
性创新，与湖湘大地的革
命精神一拍即合。南岳的
禅宗衍生出“一花五叶”，
使佛教中国化真正完成，
南岳与禅宗、湖湘与革新
之间或明或暗的那根线，
也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南岳与禅宗、湖湘与革新之间那根线延续至今 寺院僧人延续着“不作不食”的修行传统

从磨镜台沿着山路
往前走， 采访团来到了
福严寺。 六朝古刹静静
坐卧在四株古银杏树的
掩映下。 即使树叶尚未
黄透，但古树，以及游移
在寺院白墙上深沉的暗
影仍让记者们屏息。这
是时间无言的力量，传
说这几棵古银杏为高僧
慧思和尚手植 ， 已有
1400多岁了。 福严寺虽
屡遭兴衰， 早已不复慧
思当年模样， 但秋风飒
飒中， 这四株树却响着
数千年的风。

过午不食， 是佛陀
为出家比丘制定的戒
律。 采访团抵达寺院正
值午时， 僧人们皆已回
房中午睡， 院内一片静
谧。午饭之前，寻至福严
寺的菜园， 正午的阳光

暖暖融融铺在菜地上，
小径上放着锄头和水
桶。采访团的午餐桌上，
清一色的蔬菜瓜果，几
乎全都是寺院里的僧人
自己所种。

这也正是中国南禅
的“标志性特征”，将劳
作与参禅相结合， 吃饭
拉屎、 担水劈柴皆为妙
道， 彻底打破了印度佛
教诵经打坐、 沉思默想
等清规戒律， 以更接地
气的生活方式悟道。

据南岳宣传部新闻
干事邓灵杰说， 即使
2002年起，湖南南岳区
实施退耕还林， 福严寺
可耕种的土地日少，但
僧人仍每天吃着自己
种的菜 ， 依然延续着
“不作不食” 的修行传
统。

理学与禅学首尾相连，
湖湘文化从南岳走向世界

一名香客坐在佛堂外念珠祈福。 实习记者 唐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