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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1日，阳信县洋湖乡张杨
村新时代文明实践文化广场上，
锣鼓喧天，热闹非凡，村民们正在
编排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鼓子
秧歌节目，展现鼓子秧歌的独特
风采和魅力。

“鼓子秧歌”早称“打鼓子”，
或叫“跑秧歌”，清朝乾隆年间叫

“武秧歌”，1940 年代后普遍称之
为“鼓子秧歌”。鼓子秧歌的角色
包括伞、鼓、棒、花、丑五类，“伞豪
放，鼓稳重，棒矫健，花圆润，丑俏
皮”。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林
世军 高敏 隋付丽 摄影）

2020年12月31日全国政协
新年茶话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要大力发扬“三牛精神”——发
扬为民服务孺子牛、创新发展拓荒
牛、艰苦奋斗老黄牛的精神，以不
怕苦、能吃苦的牛力，铆足牛劲，不
用扬鞭自奋蹄，号召全党带领各族
人民继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辛
勤耕耘，砥砺“犇”向新征程。惠民
县档案馆组织干部职工深入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抓住
新档案馆启用契机，立足档案工作
实际，用始终保持“走在前列”的思
想自觉，强化“干在实处”的工作导
向，奋力追赶，全力服务人文惠民
建设。

立足服务，甘为服务群众孺子
牛。档案工作关乎民生，是服务经
济社会发展和人文惠民建设的一
项重要基础性保障工作。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是提高档案服务的着
力点。惠民档案人坚持在大局下
思考、在大局下行动，不断在深化
改革中加强和改进档案工作，提高
档案管理水平和服务能力，积极适
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变化和人民群
众新需求，深入挖掘馆藏资料，做
好资政参考，充分利用惠民文化历
史等资源优势提供孙子文化、黄河
文化、红色文化资源查考，切实担
负起档案保护传承利用的历史责
任。

树立新理念，勇做创新发展拓
荒牛。新时代新技术的出现不仅
为档案工作者提供了新舞台，也对
档案工作者精细化工作提出了新

要求。在业务模式上，惠民档案人
总结探索近十年来档案工作发展
变化经验，积极稳妥地开展档案服
务模式改革，主动进行服务机制创
新，开展档案工作前置管理，不断
拓展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发展空
间。在总结疫情闭馆期间工作、异
地查档等众多查档特殊性情况基
础上，创新提出“效率服从”“人文
为本”的“查档证明容缺办理”模
式。在服务方式上，档案馆将改变
以往“你来我办”“你查我调”“你问
我答”的被动服务方式，不定期发
放档案利用需求咨询卡，积极主动
地了解全县工作大局和社会热点
问题对档案的需要，及时、主动、超
前地提供档案利用服务。在服务
方向上，建立方便群众的档案利用
体系，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续写档案情怀，发扬艰苦奋斗
老黄牛精神。档案工作并不是简
单地对过去信息资料收集整理保
存，它应该走向前台，与社会各项
事业发展同步。档案管理可以作
为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等现代
化管理的一项重要手段；档案资料
编研可为领导决策提供信息支撑；
档案利用可以解民忧、化解纠纷；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作为国民教育
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作为弘扬民族
文化、传播文明、化民成俗的阵
地。多年来，惠民档案人凭着坚定
的信念，扎实的工作作风，为打开
尘封历史、还原历史真貌，在寂寥
的兰台谱写了一首首平凡而感人
的故事。

惠民档案人发扬“三牛精神”
服务人文惠民建设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闫慧

说起黛玉毫不客气专怼她舅妈
王夫人系统的原因，大致如下：

王夫人是贾府的强势人物，林
黛玉却也不是弱势群体。林黛玉的
出身学养、自命不凡、多疑敏感、能
言善辩、任性娇蛮，尤其是贾母对她
的过度宠爱及对王夫人的疏远敷
衍，使得同一个屋檐下的两强很难
明里暗里不起勃谿。

按说两辈人本构不成什么了不
得的强强相争，可问题是，黛玉身上
的光环——在王夫人那里就是面积
很大的阴影——是她死去的母亲、
老太太的心尖儿宝贝、贾府的一个
美丽传说、集雍容美貌聪慧贤淑知
书达理等所有上流女性招牌式的优
雅气质于一体的超级名媛贾敏小姐
留下的。

对王夫人来说，这个曾经压得
她喘不过气来的讨厌的小姑子好不
容易出嫁滚蛋、死了当然也无所
谓。但郁闷的是，现在贾敏死了，林
黛玉来了。

想来这黛玉也确与她母亲有些
相像，否则老太太也不会一见面就

“心肝儿肉”地乱叫，那一定是想起
贾敏来了。王夫人看见黛玉八成也
会出现幻觉：难不成小姑子又回来
了！

贾家的“一把手”老太太对宝贝
女儿未尽的千宠万爱，现在要一股
脑儿转移集中到她这个嫡系且唯一
的外孙女身上，这还了得、这还有完
没完？这个来自同样是女性而且是
这样一位血统纯正、优势尽显的年
轻女孩儿的威胁，按正常心理学原
理，对王夫人就有点深刻了。

因为，最关键的是，直接牵扯到
了她的宝贝儿子，以及她早就相中
的儿媳妇、自己“这边儿”的外甥女，
薛宝钗！

如此，矛盾就不可避免：在宝玉
婚事上王夫人对宝钗即自家孩子的
明显偏向和对黛玉的离谱冷淡，让
黛玉这个失去父母呵护的本就多愁
善感、心思细腻的孩子倍受刺激。

只一两件小事便足以说明王夫
人对黛玉的嫌恶由来已久、溢于言
表：

抄检大观园时，王善保家的污
蔑晴雯，王夫人听了心头一动，便问
凤姐：“上次我们跟了老太太进园逛
去，有一个水蛇腰、削肩膀儿、眉眼
又有些像你林妹妹的，正在那里骂
小丫头，我心里很看不上那轻狂样
子。”

潜意识里竟将一个丫鬟、而且
是最“看不上”的“轻狂”丫头的形象
跟黛玉重叠起来，这是一个亲舅妈
对一个没爹没娘远道来投的可怜的
外甥女儿该有的态度吗？

众人陪贾母逛大观园，走进潇
湘馆时，黛玉给贾母端来一杯茶，王
夫人见后便道：“我们不吃茶，姑娘
不用倒了。”言语冰冷生硬，令黛玉
措手不及、场面尴尬。一句“姑娘”，
跟“宝丫头”比起来，是何等的生分！

哪里有作用力，哪里就有反作
用力！

好，既然你做舅妈的不亲，就别
怪我当外甥女的……

祖上袭过列侯、探花底子兰台
寺大夫钦点扬州巡盐御史的女儿，
名师大儒贾雨村的得意学生，实力

满满、后台硬硬、气势如虹的林家小
姐会吃你王夫人这一套吗？宝玉她
妈也不行啊，少来啦！当然直接PK
长辈儿是有点不合适，但“怼”你的
几个奴才狗腿子、包括你的什么“宝
丫头”，那是居高临下、挟风带电、左
右开弓、淋漓尽致，一点儿心理障碍
都不存在！

还有一桩悬案，让渐渐成年懂
事的黛玉对王家人的疑心、戒心、恶
心日益加剧。

即林家遗产的去向，王夫人的
内侄女、贾家实权人物王熙凤两口
子嫌疑太大。

我曾在《搜书志•林黛玉的财
产哪儿去了》一文中，引用一位高层

“笔杆子”的“重大发现”——有充分
证据显示，林家的财产，在林如海夫
妇相继病逝后，被贾琏借往来林家
处理丧事和护送表妹林黛玉进京之
机昧起来了。

第十六回：且说贾琏自回家见
过众人，回至房中，正值凤姐事繁，
无片刻闲空，见贾琏远路归来，少不
得拨冗接待。因房内别无外人，便
笑道：“国舅老爷大喜!国舅老爷一
路风尘辛苦!小的听见昨日的头起
报马来说，今日大驾归府，略预备了
一杯水酒掸尘，不知可赐光谬领否？”
贾琏笑道：“岂敢!岂敢!多承，多承！”

亲戚姑老爷死了，哪里来的“大
喜”？王熙凤的反应何其反常！不
在别的，只大喜在贾琏已经成功窃
夺了林家的全部遗产，因此，这一对
总管家夫妇才在“房内别无外人”之
时，流露了他们的“喜”不自禁之
态。这两口子对人讳莫如深的秘

密，也骗过那个当时还年幼而又娇
养成长的林家小姐。即使林黛玉后
来察觉这件事，因为“寄人篱下”，也
只得忍气吞声。“纵有许多照应，自
己无处不要留心”（第八十七回）。

果如此，这不是一件小事。表
面看公道正派养尊处优散淡无为、
实则耳目众多对家里大事小情洞若
观火的王夫人对她侄女两口子干的
好事会毫不知情？

“我是一无所有……”“我……
原是无依无靠投奔了来的”（第四十
五回林黛玉语）。明眼人谁看不出，
以当着巡盐御史肥差林家的财政力
量，作为遗产唯一合法继承人的林
黛玉，怎么会“一无所有”？黛玉的
此番话其实是欲哭无泪、欲告无门、
悲愤至极的控诉！

“林怼怼”是被逼出来的。
是王夫人们的荣国府这个是非

窝子生生把一个天真无邪、文雅和
善的女孩子病态化为一个尖酸刻
薄、怨毒阴郁的“林怼怼”。

>>>结语：

对于荣宁二府、大观园里的这
些劳动人民的对立面、不劳而获作
威作福的贵族老爷太太小姐公子哥
儿寄生虫来说，饱食终日、百无聊
赖、无事生非、拉帮结派、各立山头、
内讧自残、终致“从家里自杀自灭起
来”而后“一败涂地”（第七十四回抄
检大观园时贾探春语）、“好一似食
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
净”，就真的是他们这个集团的周期
律、他们这个阶级的宿命论！

林黛玉：我怼的就是你（下）
钱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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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作废，且寻回后不再使用。

滨州久鼎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公章，编码：3723013067598，因
印章遗失，声明作废，且寻回后不再
使用。

滨州久鼎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财 务 专 用 章 ， 编 码 ：
3723013067599，因印章遗失，声
明作废，且寻回后不再使用。

滨州久鼎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发 票 专 用 章 ， 编 码 ：
3723013067600，因印章遗失，声
明作废，且寻回后不再使用。

滨州久鼎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邢 佰 元 法 人 章 ，编 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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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作废，且寻回后不再使用。

滨州市圣之鑫商贸有限公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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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市圣之鑫商贸有限公司张
荣海法人章，因印章遗失，声明作
废，且寻回后不再使用。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董
锋磊 通讯员 冀新芳 刘宝德 报
道）一年之计在于春，新春伊始开
工忙。2月 17日上午，《阳信通
史》改稿会举行。滨州市历史文
化研究会、滨州学院部分历史文
化研究学者及《阳信通史》编委会
成员参加改稿会。

改稿会上，多位专家学者对
《阳信通史》初稿不足之处进行了
具体而有针对性讨论，并提出建
设性意见。作为一部地方通史，
《阳信通史》的编写按照立足于
“地方”又要“超越地方”的写作路

径，历时6个月有余，编写人员精
心搜集史料文献，遍访阳信各地，
初稿初步成型。《阳信通史》初稿
的成型，是继《博兴通史》基本定
稿之后，滨州市历史文化研究在
县区通史编写工作领域的又一阶
段性成果。

《阳信通史》采取通纪、典志、
人物相结合的记述方式，全面记述
了阳信自远古至新中国成立前数
千年历史发展进程。全书分为先
秦—魏晋南北朝卷、隋唐宋金元
卷、明清卷、民国卷，共计50余万
字，预计2021年底完成定稿。

滨州历史文化研究将再添新成果

《阳信通史》初稿成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