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生活在万花筒般的世界
里，不可能一切都风调雨顺。事
实上，现实生活中有繁花似锦，
也有百花落尽；有大道坦途，也
有坎坷崎岖；有阳光明媚，也有
乌云密布。一个人的承受能力
越强，心态就越好，就能不管风
吹雨打，始终保持冲锋和前行的
状态。

人生之旅不会因遭遇不测
而夭折，相反会越走越坚挺，越
走越远，走向巅峰，获得成功。
如果承受能力很差，遭遇意外和
挫折时，就会失去前进的目标和
动力，那么人生不仅不完美，而
且很容易留下败笔。从某种程
度上讲，承受既是一种智慧和生
存能力，又是一种博大的胸襟和
情商，也是应对时势突变的一剂
良药。不停地奔跑，才不会留在
原地打转；学会承受压力，才能
抵挡人生风雨，一步步攀升。

承受就是身心的某种能量
聚集，能够以不变应世间万变之
策。有位哲人说的好：“慈悲心
具足者，会让人如沐春风愿意接
近；恭敬心具足者，会行止庄严
让人不由生出敬畏；痛苦烦恼具
足者，会让人感觉负能量很大，
生出厌离之心。”因此，学会承受
是人生的必修课，也是人生修行
的必经之路，更是让人脱胎换骨
和化茧成蝶的催化剂。唯有这
样，才能验证“失败是成功之母”
的古训。

□ 黄企生

学会承受

粉红叫桃夭，米白叫凝脂，浅蓝
是天缥，土黄是秋香……其实，这些
色彩凝结了人们对自然万物和日常
生活的共鸣，它们从未离开过我们。

春天到了，草木青青，万物复苏，
正所谓“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春意
盎然，自然界增添了许多抹“红”。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是《诗经》
中人们比较熟悉的句子。桃夭是惊
蛰之后的色彩，正是桃花盛开的时
节，才更有春色的淡红之美。桃夭的
红很适合婚庆场面。

杨妃的“妃”，在古代同“绯”字，
也是粉红的意思。《红楼梦》中也提到
了“杨妃色”，曾写道“但见黛玉……
簪上一枝赤金匾簪，别无花朵；腰下
系着杨妃色绣花绵裙”。《饮流斋说
瓷》中将杨妃色归入红紫色系中，其
中提到的杨妃色、美人祭、娃娃脸、桃
花浪等，这些名称指的都是粉红色，
区别就在于颜色的深浅。

长春，它的色彩源自长春花，寓
意青春盎然。宋代人尤其喜爱长春
花，并对其给予溢美之词。宋代朱淑
真将长春花与牡丹做比较，牡丹虽冠
艳群芳却只有片时之光，而长春花在
江南能从春到秋花开不败。

“清明时节有一种颜色叫‘齐紫’，
是帝王紫。”齐王好紫，齐国人也都穿
紫色衣服。古籍文献里有句话的意思
是紫衣服上有味道，可见染色的材质
是发出气味的一种东西。日本大染坊
第五代主人纪纲兴雄的父亲纪纲长雄
就考证了帝王紫。他认为，帝王紫是
贝类的颜色，因为齐国临近海，贝类染
色的气味会很大。他特意跑了全球许
多海岛做贝类实验，最后找到了这种
贝，并染出帝王紫。

夏日至，草木畅茂，大地草木的
生命达到顶点。

唐代杨炯《青苔赋》曰“别生分
类，西京南越，则乌韭兮绿钱，金苔兮

石发”。
漆姑的名字来源于漆姑草，是一

种中药，有凉血解毒、杀虫止痒的功
效。古人画画时也会用漆姑汁，唐代
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说“古画皆
用漆姑汁，若炼煎谓之郁色，于绿色
上重用之”。

说起芰荷色，人们会想到屈原在
《楚辞·离骚》所咏唱的“制芰荷以为
衣兮，集芙蓉以为裳”。芰荷为上衣，
芙蓉为下裳，这种大红大绿的传统色
搭配有可能是屈原首倡。菱叶与荷
叶的颜色，也是屈原反复吟诵的清新
与美好。贺知章在《采莲曲》中也说
到这个颜色：“莫言春度芳菲尽，别有
中流采芰荷。”

官绿，今天也叫“枝头绿”，纯绿
而鲜明。《广群芳谱》形容“（绿豆）粒
粗而色鲜者为官绿，又名明绿，皮薄
粉多”。

据专家考评，最早中国没有这么
多种绿，统称青色。古代最重视的青
色中，最初包含了蓝、绿和黑。比如

“青山”可以是蓝，也可以说黛；中国
人所说的“满头青丝”是黑色。后来，
绿色慢慢从青色中剥离开来。葱绿、
豆绿、石绿、松花绿、柳绿等，人们都
用生活中常见的物质来形容不同层

次的绿。
绿色，在古代也不是容易得到的

颜色。直接用草木染色，很难染到合
乎心意的绿。古人一般先染黄色，再
染青色，两遍混合才能染出绿色。在
经济繁荣、民风开放的唐朝，崇尚“红
配绿”的穿衣搭配，也将绿色的奢靡
之风推向极致。

秋天又名素秋，素就是白。秋天
又是丰收的季节，玉露金风是夸赞秋
天的丰盈。秋天，万物又从繁茂生长
趋向萧索成熟，融入了秋高气爽的蓝
色调，会有一种收敛之美。

窃蓝，是立秋的起色。《尔雅》里
讲农耕的候鸟“秋鳸，窃蓝”。鳸是燕
雀，窃表示的是浅色系，窃蓝便是浅
蓝色。可见，古人首次给出浅蓝的传
统色场景是催促秋收的农桑候鸟
颜色。

古人形容色值的传统色字词比
较有趣，关于浅色的形容词就有窃、
盗、小、退、柔等。比如，“小红”不作
人名时就是浅红色的意思；再比如，
西周周穆王有八匹骏马，其中一匹叫

“盗骊”，就是浅黑色。

立秋过后，白露降，寒蝉鸣，与这
个物候最应景的应该是螃蟹。从它
身 上 也 诞 生 了 一 种 传 统 色 叫“ 素
綦”。“綦”在甲骨文里，上部的“其”是
一只鞋的形象，下部是“丝”，指古人
系鞋的带子，用在祭祀等典礼上以表
庄重。具体的颜色是青黑色，古人还
用来形容鹿的皮毛色，如今也可以联
想为蟹青色，黑里透着青，又带一点
点绿，油亮亮地闪着光。

冬天是阳光最少的季节，天地暗
哑，万物凋零。冬天虽然万物静默，
但并不代表毫无生机，冬天的色彩藏
在了静默的万物中。

冬天也有绿色吗？传统色里表
达冬天的绿来自刚结冰的溪水以及
溪水中镶嵌的石色，此时的绿色叫作

“繱犗、二绿、铜绿、石绿”。
繱犗中的繱就是葱。古代望气

的人用葱来赞美佳气，诗人则用葱来
夸奖好诗，宋代黄庭坚夸人诗好就说

“君诗秀绝雨园葱”，好似雨后园子里
的葱一样“秀绝”。

二绿，是中国画里的一种传统颜
料色。同样是研磨石绿矿石，古人按
照研磨细度分四目，也就是分成四种
层级的绿色，即头绿、二绿、三绿、四
绿等，其中头绿最粗最绿，而后依次
渐细渐淡。

铜青，也叫铜绿、绿盐，是一种铜
锈制成的颜料，也是中国画的传统颜
料色。杨万里在《过江州岸回望庐
山》中说了这种颜色：“庐山山南刷铜
绿，黄金锯解纯苍玉。”石绿，是由孔
雀石研磨而成的，它的色彩可以参考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千里江山图》。

到了一年中最冷的时节，冬天的
绿还含于枯草之中，名为“骨缥、青白
玉、绿豆褐、冥色”。相比春夏季节的
绿色，这里的绿色含有棕褐色调。

随着四季流转，色彩也在起承转
合。中国人的审美和诗意，在传统色
里找到了感官的印证，自成意境，让
人不断回味。

万紫千红总是“春”

木啭黄鹂阴阴“夏”

□ 解放日报

1.岗位名称：快递员5人
条件：20-40 岁，高中及以上学

历。要求：能吃苦耐劳，人品端正，做事
仔细认真；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有同
行业工作经验者优先，具有面包车及1
年以上驾照者可优先录用。待遇：月
收入5000-8000元。

2.岗位名称：仓库管理员1人
条件：21-40 岁，大专及以上学

历。要求：熟悉仓库操作及快件流程，
有较强责任心、团队合作意识，服从管
理，正直、诚信，能吃苦耐劳，熟练
Word、Excel、PPT 等办公软件，运输、
物流管理相关专业优先。待遇：月收
入5000-7000元。

1.岗位名称：培训经理1人
条件：20-28 岁，高中及以上学

历。要求：具有良好的沟通组织能力，
体貌端正，能吃苦耐劳。待遇：月收入
3000-5000元。

2.岗位名称：英语老师3人
条件：21-28 岁，本科及以上学

历。要求：英语口语良好，能与外教进
行沟通，有教师资格证者优先。待遇：
月收入5000-8000元。

1、岗位名称：厨师1人
条件：18-50 岁，高中及以上学

历。要求：身体健康，两年以上厨师工
作经验，丰富的后厨管理经验。待遇：
月收入3000-5000元。

更多招聘信息及报名方式请登录
“上海人社”App或上海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官网下属“上海公共招聘”
栏 目 （http：//www.rsj.sh.gov.cn/zp/
zyjs/index.shtml），额满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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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重大项目有序推进

(上接1版）全市已滚动实施了四轮崇
明生态岛建设三年行动计划，累计安
排255个项目、总投资约960亿元，主
要涉及空间管控、生态治理、基础设
施、生态产业、社会民生、协同发展等
六个领域。比如生态治理领域实施
了东滩互花米草生态治理、1.45万亩
新增林地建设等项目，生态产业领域
实施了光明田缘生态农业综合示范
区、智慧生态花卉园等农业产业类
项目。

“十四五”时期，崇明生态产业发
展的总体思路是构建“2+3+N”现代
化生态产业体系。“以往的规划里，我

们提了很多生态产业门类，比如‘十
二五’规划提出会议度假、国际教育、
生产性服务业等产业，‘十三五’规划
提出会旅、林旅、水旅等多旅融合的
大旅游格局。这些产业选择都符合
生态岛定位，但因为缺乏足够的资源
聚焦，导致一些产业未能有效落地。”
张立新表示，这次提“2+3+N”，就是
要集中资源、重点突破、聚焦发展这
些产业。

“2”就是指对标世界级的两个产
业，包括都市现代绿色农业和海洋装
备产业。这两个产业代表崇明世界
级生态岛发展水平，未来将成为可以

参与国际竞争的主导产业。“3”就是
对标都市级的三个产业，围绕上海打
造时尚高端的现代消费品产业目标，
着力发展高品质旅游业、特色体育产
业、健康服务业三个优势产业。“N”
即新经济产业，崇明将抓住新基建和
新经济发展契机，培育若干个新兴产
业、创新业态，包括现代花卉产业、数
字产业等。

张立新说：“‘十四五’时期，崇明
将打造‘两翼齐飞、中部开花、长兴奋
起、横沙竞美’的区域空间新格局。”

“两翼齐飞”，即以东部轨交崇明线、
西部北沿江高铁建设为牵引，发挥好

陈家镇、城桥地区综合开发的辐射作
用。目前，城桥地区高铁小镇和陈家
镇地区三个轨交站点地铁小镇均处
于前期设计阶段。“中部开花”，即充
分发挥花博会溢出效应，推动花卉种
源研发、生产示范、花卉交易全产业
链延伸，有力带动崇明岛中部地区加
快发展。“长兴奋起”，即加快在长兴
岛形成以海洋装备产业为主导，先进
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新兴产业联动
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横沙竞美”，
即结合世界级生态岛先行示范区建
设，保育好横沙原生态的自然生态环
境，留住岛韵乡愁。

（上接1版）让人们的心灵得到洗礼和
升华。这些红色阵地让人们铭记历
史，将红色精神代代传承。

连日来，本区围绕立德树人的主
线，以“童心向党”为主题，开展了特色
鲜明、形式多样的教育实践活动，在青
少年心中种下“红色”种子。根据青少

年不同年龄段特点，各单位深挖身边
的党史教育资源，推进党史教育进教
材、进课堂、进头脑。

区关工委组织“五老”志愿者与上
海工程技术管理学校开展了“老少牵
手民族情，圆梦路上一起走”的关爱结
对活动，以“五老”对于党和国家的深
厚感情，感染共和国的新一代，用丰富
的党史知识，充实青少年的内心世界。

通过唱响红色经典的活动，明珠

小学和江帆小学的老师分别以《唱支
山歌给党听》、《灯火里的中国》等革命
歌曲，现场教学，让学生在聆听旋律中
感悟红色精神，唱响对党的深情祝福。

实验小学少先队员从“报痴”邱荣
新的剪报回顾中体会到了国家从“站
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艰
难历程，从邱荣新十年不断的剪报事
迹中，感受到了一名老党员对国家的
深厚感情。而海战英雄宋志超、排爆

勇士徐永飞和消防战士宋相飞三位战
斗英雄亲口讲述的事迹，更是让实验
小学的孩子们懂得了珍惜学习机会，
努力报效祖国的道理。

这些形式特殊的思政课堂，充分
发挥了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
师、老模范的作用，在广泛持续开展党
史和党的理论宣讲中，引导广大青少
年深读党史、学思践悟，让红色基因、
革命薪火代代传承。

沿先烈足迹 承革命薪火

孩子心里种下“红色”种子

（上接1版）让水更加安全畅活，让人民
更加亲水幸福。

水环境质量不断提升的同时，更
要注重生态环境的改善。崇明将分阶
段、分区域开展全区生态清洁小流域
建设。

2021年，将率先启动两个生态清
洁小流域示范项目，配合新村乡正大养

鸡场及竖新镇前卫村的产业提升，协同
绿化、交通、农委等相关部门，开展河湖
水系治理、面源污染治理、水土流失综
合防治、生态修复，多措并举，推进人居
环境优化。

到2025年，崇明将区域化统筹治
理 7 个生态清洁小流域，做到水岸共
治，环境提升。到2035年，全区18个乡

镇将全部完成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实
现全区“水质优美、环境健康”的目标。

另外，在推进生态环境体系建设的
过程中，还要对水系进行归并调整，在
保障防汛除涝安全的基础上，做到“能
并则并、该填则填”，系统性地开展生态
清洁小流域建设，修复河湖生态、打造
幸福河湖。

近年来，水环境建设成为全社会聚
焦的重点。崇明素有“长江门户、东海
瀛洲”之称，开展水环境治理更是民之
所盼。崇明将遵循“共抓大保护，不搞
大开发”的发展理念，围绕“强基固本补
短板，提质增效促发展”的水务工作思
路，构建具有崇明特色的“全民治水”新
模式。

让河更清岸更美

中国美色在四季中起承转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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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静默藏于“冬”

玉露金风报素“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