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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尚好，风景无限  温情回馈季与客户秋日相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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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新闻2
实力问鼎，富德生命人寿荣膺多项大奖

为促进亚洲品牌经济发展，打造区域品牌集
群，提升中国在亚洲和国际市场的品牌竞争力和影
响力，借助“一带一路”发展契机推动中国品牌的
国际化进程，“第17届亚洲品牌盛典暨2022亚洲
品牌500强发布会”于近日在海南隆重举行，富德
生命人寿凭借过硬的企业实力和持续提升的品牌竞
争力，不但再次荣登“亚洲品牌500强”，而且获
评“2022亚洲（行业）十大公信力品牌”。

近年来，富德生命人寿深入推进价值转型战
略，业务结构及业务品质持续优化，在各个方面
发力提升品牌竞争力。十二度入围“亚洲品牌500
强”，既是市场对富德生命人寿的肯定，也是广大
消费者对富德生命人寿品牌的支持和热爱。

优质产品  丰富多样

在产品方面，富德生命人寿坚守保险保障初
心，推崇客户利益至上，专业的开发团队不断丰富
和完善产品结构，为社会不同人群提供包括人寿保
险、健康保险、年金保险和意外保险在内的全方位
风险保障解决方案。公司在为客户提供多元化产品
选择的同时，也在不断完善保险产品覆盖人群，提
供覆盖少儿、中青年、老年全生命周期的保障服
务。2022年，公司上市了“传世金尊”终身寿险
保障计划等备受市场关注的多款产品。

富德生命人寿
十二度入选“亚洲品牌500强”

年份 奖项名称 颁发机构

2010 亚洲品牌500强 亚洲品牌盛典组委会

2012 亚洲品牌500强 亚洲品牌盛典组委会

2013 亚洲品牌500强 亚洲品牌盛典组委会

2014 亚洲品牌500强 亚洲品牌盛典组委会

2015 亚洲品牌500强 亚洲品牌盛典组委会

2016 亚洲品牌500强 亚洲品牌盛典组委会

2017 亚洲品牌500强 亚洲品牌网、外交部中国亚洲经济发展协会、香港大公文汇传
媒集团、商务部《国际商报》社

2018 亚洲品牌500强 亚洲品牌盛典组委会

2019 亚洲品牌500强 Asiabrand——第14届亚洲品牌盛典

2020 2020亚洲品牌500强 中国亚洲经济发展协会等——第15届亚洲品牌盛典

2021 2021亚洲品牌500强 Asiabrand“第16届亚洲品牌盛典”

2022 2022亚洲品牌500强 亚洲品牌盛典组委会“第17届亚洲品牌盛典”

暖心服务  深入人心

在服务方面，多年来，富德生命人寿以科技赋能创
新，以创新提升服务，以服务开创价值，持续深化运营服
务的“线上化、移动化、智能化”。公司积极引入生物人
脸识别等新技术，成功上线了“馨保全”等创新项目，为
客户打造了优质、高效的全流程电子化、智能化的保单服
务，实现了从线上到线下，从投保到理赔全流程E 化服务
体系，提升了服务质量及效率，优化了客户服务体验。

科技赋能服务的同时，富德生命人寿增值服务内
涵。为感恩回馈客户，提升客服活动体验，多年来，公
司持续推出“家·恋”年度客户服务活动品牌，并从健
康保健、门诊医护、海外诊疗等方面，为高价值客户提
供尊享服务，随时、随地以多种渠道和方式为客户提供
专业服务，上线一站式增值服务线上平台“富德心服
务”，打通服务客户的“最后一公里”，提升了客户体
验、彰显了生命价值。

20年来，富德生命人寿已累计向社会提供6.02万亿
元的保险保障，理赔157.31万次、赔付156.50亿元，陪
伴了近百万个濒临变故的家庭，并为21000余名出险客
户的保单豁免保费16.89亿元。

公益品牌  担当责任

在深耕主业发展的同时，富德生命人寿坚持向善
而行，心系国家，勇担责任。特别是2013年以来，着
力打造以“关爱儿童健康快乐成长”为宗旨的“小海
豚计划”长期公益活动，通过物资帮助、保险保障、
心理帮扶的多样化组合形式，给予适龄留守儿童、困
境儿童、失亲儿童温暖及关爱。十年来，“小海豚计
划”累计捐钱捐物2700万元，受益儿童超12万人，为7
万多孩子赠送的意外险保额超过24亿元。

据了解，“亚洲品牌500强”被誉为“亚洲品牌发展
风向标”。此次榜单是从亚洲品牌研究院数据库中筛选
出16000个创新型品牌，采用Asiabrand品牌价值评价
3.0“定性+定量”模型，通过对企业品牌资产的精确计
量和品牌资产功效的相关分析而最终形成，使得品牌价
值计算结果更为科学，也更具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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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科技赋能、服务赋能战略引领下，
富德生命人寿积极探索电子化绿色金融，利用生物
人脸识别、电子签名、OCR、大数据等技术，成功
上线了“馨保全”、保全E代审、视频核保、展业神
器“富小宝”、“个性化保单”、“快赔”、“云
赔”、电子化回访、智能语音导航等创新项目，为

客户打造了优质、高效的
全流程电子化、智能化的
保单服务，实现了从线上
到线下，从投保到理赔全
流程E化服务体系。

富德生命人寿此次获
得“中国金鼎奖”之“年
度保险科技进步奖”，以
及“金桥奖•年度创新赋
能高质量发展保险公司”
奖项，再次证明富德生命
人寿科技创新在推进高质
量发展中发挥出了重要的
作用。

据了解，金鼎奖评选
已经成功举办了十三届，
其在中国财富管理角度对
金融业发展新趋势的关注
与专注，一直获得业内各
大金融机构的高度认可。
投资者网“金桥奖”至今
已连续举办了十三届，重
点表彰各行业表现突出企
业，一直以权威、专业、
前瞻、创新的理念，赢得
社会各界广泛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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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问鼎
富德生命人寿荣膺多项大奖

近期，富德生命人寿以突出的创新能力与高质量发展势
头，连续斩获多项大奖，“金鼎奖”、“金桥奖”等

重量级奖杯悉数收入囊中。

满足需求备受认可

产品创新，

一直以来，富德生命人寿坚守“以客户
为中心”的产品设计理念，持续创新，不断丰
富和完善产品结构，为社会不同人群提供包括
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年金保险和意外保险
在内的全方位风险保障解决方案。“康健无
忧”、“生命360”等一系列高价值、差异化
产品的推出，切实满足了客户多样性的保险
需求，也得到了行业和媒体的认可，不仅上榜
“2022TOP金融榜”，公司产品“富德生命
人寿尊享健康（庆典版）”也获得“年度畅销
保险产品”奖。

与此同时，公司产品“富德生命传世金尊
终身寿险”在第十七届中国保险创新大奖颁奖
盛典暨第十五届中国保险文化与品牌创新论坛
上荣获“年度推荐终身寿险保险产品——传世
金尊”奖项，“富德生命传世金尊终身寿险”
作为一款增额终身寿产品，具有保障与理财的
双重属性，受到客户的高度推崇，客户评价这
款产品不仅提供与生命等长的身故保障，同时
也是一款确定、安全的理财工具。

2
高质量发展获肯定

科技赋能，

此次富德生命人寿产品获得“年度畅销
保险产品”奖，是业界，尤其是客户对富德生
命人寿产品开发、创新能力的进一步肯定。据
悉，在第十七届中国保险创新大奖颁奖盛典
中，富德生命人寿还获得了“年度价值保险品
牌”。

据了解， “2022TOP金融榜”由澎湃网
发起，旨在表彰在面对2022年金融发展挑战
与新兴变革浪潮，持续表现杰出的金融机构和
金融产品。中国保险创新大奖至今年已连续举
办十七届，由保险专家、文化品牌专家和财经
媒体联合评选，是国内兼具权威性与影响力的
行业荣誉之一。

荣誉见证实力，当今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富德
生命人寿能够斩获“金鼎奖”等重量级大奖，是对
企业实力的肯定，对公司来讲意义重大。未来，富
德生命人寿将继续坚持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将专业
化转型不断推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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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尚好，风景无限
温情回馈季与客户秋日相约

世间风物万千，菊月秋意渐浓，伴随清冷秋风，“富青春•
恋万家”温情回馈季多场精彩活动在各地开展，亲子研学、健康
讲座、茶溪谷茶文化体验、永生花制作体验等活动邀客户丰富秋
日体验。献礼二十周年司庆，线上“二十共青春”摄影大赛于10
月14日结束作品征集，进入入围评选阶段，超两万幅优秀作品通
过光影记录，窥见青春风貌与拼搏奋进的向上风采。

健康守护 秋日掠影

10月17日，广东分公司邀请国家一级摄影师、广州摄影艺
术研究会副主席李雄伟先生，在温情回馈季推出手机摄影专题讲
座，并通过线上直播形式，与客户共同探讨手机摄影新视觉，如
何通过不一样的记录视角和创意手法，发现生活中的细节之美。

同时，以“免疫细胞在肿瘤预防与治疗方面的应用”为话
题，广东分公司以现场+线上直播的形式，邀请上海第二军医大学
神经外科医学博士路红社教授推出“神奇的免疫细胞”专题健康
讲座，向客户讲解免疫细胞在日常保健、提高机体免疫力、调节
亚健康、延缓衰老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9月7日，青岛分公司特邀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新闻
漫画研究会副会长、山东省漫画家协会副主席、青岛市漫画家协
会主席、半岛都市报首席编辑洪琥及他的“红茶壶”团队，开展
“红茶壶”为您画漫像活动，客户代表们在活动中感受漫画的魅
力，并收获了自己的专属漫像并装裱。

客户服务5

研学之旅 秋著欣荣

10月5日，山东分公司开展“坊茨小镇”研学之旅温情回馈
季活动。坊茨小镇是一座象征着潍坊近代工业文明进步的百年建
筑，有着浓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穿梭在充满德意志风情的
建筑间，小朋友们通过切身体验感受革命先辈反抗帝国主义侵略
做出的伟大牺牲，感知民族未来的欣欣向荣。

在公司成立20周年之际，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增强
青少年动手能力，9月24日，河南分公司举办“富青春•恋万家”
温情回馈季之“活字印刷”传统文化体验活动，在传统文化体验
馆的老师讲解活字印刷发展历程和制作方法后，大家动手拓制印
刷品并装裱，感受中华文明的历史底蕴。

文化体验 秋觅佳期

在初秋的芳菲中，探索诗意生活的美好时刻。9月18日，北
京分公司在“富青春·恋万家”温情回馈季精心推出“花点时间，
制扇至美”永生花折扇活动，邀请客户制作公司20周年纪念款
折扇，在干花、藤枝的曼妙搭配下，花团锦簇的画面跃然折扇之
上，充分将现代艺术与传统韵味相结合，客户们在亲身体验中感
受到艺术之美。

感悟茶文化，走进新农村。山东分公司于9月17日开展温情
回馈季公司二十周年专场客户服务活动，邀请客户走进泰安茶溪
谷，通过茶艺知识的专业讲解与采摘体验，与客户一同感受中华
千年茶文化。

此外，河北、海南、辽宁等分公司在秋日开展重阳敬老、永
生花手工体验等活动，为客户带去欢声笑语，收获一致好评。11
月，“德暖意，寄安康”健康感恩季精彩活动即将开启，在倾情
陪伴中与客户共同迎接暖冬的到来。同时，“二十共青春”线上
摄影大赛获奖结果也会在11月初公布，可关注“富德生命人寿官
网摄影大赛页面”或“富德生命人寿客户服务”微信公众号获取
参赛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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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5月，C女士如同往常驾车外出工作，不料被货车追尾，
不幸身故。C女士家属联系保单代理人，并拨打客服热线95535进
行理赔报案。理赔人员及时联系客户，主动告知理赔所需资料，同
时开展前置调查工作。8月16日，客户家属提交完整的理赔资料。
理赔人员开启审核流程，于8月22日完成赔付工作，扣减保单借款
137501.45元，最终给付保险金1504278.52元。

9月5日，客户家属亲至温州中支瑞安服务部致谢，并赠予“一
诺千金 彰显诚信；理赔迅速 雪中送炭”的锦旗，对专业高效的理赔
服务予以认可。

2021年3月，16岁的小H因脖子有包块前往医院检查，经确诊为T
淋巴母细胞淋巴瘤。为了竭尽所能地挽救孩子，母亲W女士和父亲H
先生一切以孩子的治疗为中心，带着孩子辗转全国多家医院。2022年
6月中旬，小H因病情恶化，不幸身故。

2021年6月至2022年9月期间，W女士提出1次重疾理赔申请和10
次医疗费用理赔申请，富德生命人寿均依约赔付，给付重大疾病保险
金40000元和医疗保险金1894251.73元。9月12日，W女士和H先生在
业务经理Z女士的陪同下，来到南昌中支柜面申请小H的身故保险金，
富德生命人寿于9月28日给付保险金226949.76元。

9月底，W女士让丈夫H先生至南昌中支柜面，赠予“真诚服务 
用心相守；一诺千金 用爱负责”的锦旗，感谢富德生命人寿的温情关
怀。

累计12次理赔申请，富德生命人寿合计赔付2161201.49元。一次
次的理赔见证了W女士和H先生对孩子的真切爱意，同时体现了富德
生命人寿对客户的一诺千金与默默守护。

2022年2月，G先生发现儿子小G的脖子出现异常肿块，且伴有
发烧症状，于是前往医院检查，诊断为急性髓系白血病。自3月至
今，小G陆续接受相关治疗。

小G治疗期间，客户家属先后提交八次理赔申请，经调查审
核，均符合保险责任范围，富德生命人寿于3月24日至10月14日
期间陆续赔付，合计给付保险金749017.93元，并豁免续期保险费
105056元。

9月29日，G先生委托家属至巴彦淖尔中支柜面传达真挚谢意，
感谢富德生命人寿的快速理赔，及时到账的理赔款为小G的后续康
复治疗提供了有力保障，同时感谢工作人员在关键时刻给予的帮助
和关怀。

2022年8月中旬，T先生游泳时不慎溺水，经抢救无效，不幸身
故。涪陵中支接到报案后，及时安排专人跟进，主动协助客户准备理
赔所需资料。

9月6日，客户家属正式申请理赔。经调查核实，符合保险责任
范围，富德生命人寿于9月7日给付身故保险金和身故利息，合计赔
付835164.71元。9月15日，客户家属携“意外事故无情 富德理赔暖
人心”的锦旗至垫江支公司柜面，对富德生命人寿的诚信理赔和暖心
服务表示真挚的感谢。

浙江分公司快速理赔150万元

江西分公司快速理赔216万元 内蒙古分公司快速理赔74万元

重庆分公司快速理赔83万元

车祸身故  速度理赔雪中送炭

竭力救子仍痛失  
一诺千金抚慰人心

不幸罹患白血病  
幸得保险持续护航

不慎溺水身故  
诚信理赔彰显“生命”温度

以理赔服务予您温暖，以理赔速度换您安心。

保险承诺，点燃生活微光。

保险平时不起眼，关键时刻能保命。

诚心、用心、暖心，理赔服务永保初心。

 

赔付金额 1504278.52元

赔付险种 “富德生命健康增额终身重大疾病保险”

“富德生命安行无忧两全保险（2017版）”

“富德生命康健无忧重大疾病保险（2018版）”

“富德生命鑫财富年金保险（A款）”

“富德生命富赢99年金保险”

“富德生命福星高照终身寿险（分红型）（2017版）” 

 

赔付金额 2161201.49元

赔付险种 “生命吉祥三宝两全保险（分红型）”

“富德生命附加定期重大疾病保险（A款）”

“富德生命鑫享事成年金保险”

“富德生命附加金管家C款年金保险（万能型）（2016版）”

“富德生命附加康悦人生费用补偿医疗保险（A款）”

 

赔付金额 749017.93元

豁免金额 105056元

赔付险种 “富德生命倍健康重大疾病保险”

“富德生命附加康悦人生费用补偿医疗保险（A款）”

 

赔付金额 835164.71元

赔付险种 “富德生命康健无忧A款重大疾病保险”

“富德生命康健无忧重大疾病保险（经典版）”

“富德生命康健至尊重大疾病保险（庆典版）”

“富德生命安行无忧两全保险（全能版）”

感

感

感

感

悟

悟

悟

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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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分公司

福建分公司

广东分公司 

浙江分公司

江苏分公司

总公司董事长办公室

广东分公司

总公司多元行销中心

河南分公司

河南分公司

郭亚绒

蔡 婷

袁梓炫

滕莹莹

王炜

李莎

 陈国敏

 杨子宸

程永焕

张亚娟

黑龙江分公司

辽宁分公司

深圳分公司

深圳分公司  

江西分公司

总公司人力资源部

浙江分公司

湖北分公司

黑龙江分公司

总公司法律合规部 

湖北分公司

总公司企划督导部

浙江分公司

江西分公司

浙江分公司

黑龙江分公司

湖北分公司

总公司行政品牌部

湖北分公司

河北分公司

湖南分公司 

山东分公司 

湖北分公司

湖南分公司

浙江分公司

总公司银保管理部

贵州分公司

甘肃分公司

陕西分公司

山西分公司

郝淑华

陈丽敏

萧焕杰

王丹雪

徐德仙

 刘安梅

 陈大斌

姚大骏

张秀华

张勇涛

 孙桂荣

郭李妍

周君玲

肖 亮

曹莉萍

刘淑琴

谭琳

叶长华

王丹丹

张玉然

言娉宇

李君

池琛蕾

徐文启

 张花花

 焦静

刘娟

张荣水

袁小芳

周岳湘

编者按：为了进一步鼓励及表彰先进，在富德生命人寿成立20周年之际，公司开展了“业务精英TOP20”以及“最美

生命人”评选活动。以先进为标杆，以典型为榜样，在未来的奋斗路上，让我们见贤思齐，在平凡岗位上实现人生价值。

业务精英TOP20

最美生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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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养自己的最好方式：

《庄子·让王》中讲：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真正有智慧的人，都懂得富养自己最好的方式，
是好好睡觉。恰如中医中所说：药补不如食补，
食补不如睡补。睡得好，胜过世间一切灵丹妙
药。

古语云：“一夕不卧，百日不复。”大意是
一晚没睡带来的损失，即使补养一百天也未必能
弥补回来。好好睡觉，不仅是恢复身体、保持健
康的最佳方式，也是呵护精力、提升生活热情的
有效途径。

唐宋八大家中的苏东坡，因“乌台诗案”遭
人误解，锒铛入狱，命悬一线。但就在这样的情
况下，他依旧逍遥自在，在狱中呼呼大睡。正是
因为这种随遇而安、倒头就睡的心态，反而救了

他一命。在皇帝派来太监视察的过程中，苏轼依
旧鼾声如雷，皇帝听闻，遂知他问心无愧，于是
并未斩杀，而将其贬到黄州。

睡觉，不仅帮我们化解危机，还能创造更多
的价值。纵观历史，这个世界一直在偷偷奖励好
好睡觉的人。晚晴重臣曾国藩坚持早睡早起，其
家族深受影响，不断繁衍昌盛，240个子孙个个
出色；作家郑渊洁每天九点准时就寝，早上四五
点起床坚持学习、创作，最终写出了名噪一时的
《童话大王》。与此同时，很多商界精英都具备
“快速入睡，迅速起来”的能力。这种能力可以
让他们忘却一切，安然入睡，醒来快速投入工
作，这也是他们能够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好好睡觉，是能力的体现，更是掌控力的体

现，一个人只有控制好自己的睡眠，才有可能把
控自己的人生。

好的习惯，足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汉
书·贾谊传》中告诉我们：“少年若天性，习惯成
自然。”若是能从小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就会
成为自然而然的事，从而受益终生。

《易经》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
息”。这里的“健”代表的就是刚健、积极、主
动，也意味着“兴”的精神。当一个人懂得早睡
早起，自然而然会开始振作，也就突破了懒惰的
惯性。这个习惯持之以恒，会汇聚成巨大的力
量，从而自强不息，开启人生新征程。

生一次气，
全身都跟着“受气”

生气是一种“负面情绪”，你的每一次生气，对身
体来说都是一次“地震”，会在瞬间对身体产生巨大影
响和不可逆的损伤。

气得心口疼——生气伤心。生气时会引起“儿茶酚
胺”的大量分泌，从而导致血压升高、心率加快、心肌
耗氧量增加、冠状动脉微血管循环障碍，从而引起短暂
的心肌缺血。

肺都要气炸了——生气伤肺。生气时会刺激我们每
分钟呼吸 30 次以上。过深、过快的呼吸让大量二氧化碳
被呼出体外，导致过度通气综合征，出现呼吸困难、手
足、口唇麻木甚至颤抖、头晕眼花，胸闷心悸甚至昏厥
等情况。

气得吃不下饭——生气伤肠胃。生气时还会使胃肠
道血管收缩，蠕动减弱，胃液分泌减弱，所以有的人会
感觉“气得肚子疼”。

气得大脑一片空白——生气伤脑。生气时，反应能
力和思考能力都会下降。同时，生气还可能让短时的记
忆力下降。

气得浑身难受——生气伤内分泌系统。情绪的波动
会影响到内分泌系统，从而导致月经与乳腺问题。也有
研究表明，易怒是甲状腺结节的潜在诱因。生气会引起
身体各种激素变化，几乎会涉及全身的内分泌器官。

气得老了好几岁——生气伤皮肤。有研究显示，生
气会影响身体的修复功能，让伤口修复更慢。皮肤免疫
屏障功能变差，也会导致衰老、炎症（长痘）、干燥、
泛红等问题。

很多人会担心：生气会致癌吗？关于生气和癌症，
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研究结果证明二者有关，但是这可不
意味着生气不会“气坏”身体。有研究显示，相比情绪
平稳的人，愤怒情绪可能会使心绞痛和猝死发生的危险
增加 2～3 倍。

正在气头上的时候，你可以试着这么做：深呼吸+
数数。当然，平复情绪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采取积
极的方式解决引起愤怒的诱因。比如，整理一下自己的
想法，问自己“我为什么这么生气”？尽量用“我”开
头的句式，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不要指责对方。比
如“我今天等了你很久，你都没有来，让我感觉不被重
视”，而不是“你怎么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到”！当然，
如果以上方法都没有什么用，那么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
个大招：主动远离让你生气的人和事！

中国人修身三大定律：
茶壶定律，筷子定律，屏风定律

茶壶、筷子、屏风，这三件器物，蕴含着中国人三种修身哲学。
茶壶定律。壶，圆腹。古人以圆寓天，认为壶中可纳万物，做人如壶，大肚能

容日月，胸怀可纳天地。
北宋宰相吕端，因遭陷害，被贬还乡为民。回到家后，当地官吏豪绅携带重金

厚礼来拜访他。吕端言明真相后，官吏豪绅纷纷又把礼品捎回。吕端一笑置之。过
了几天，朝廷宣召吕端官复原职。那批人又聚在吕端家中，百般奉承。书童气愤，
想将他们赶出府门。而吕端却表示，这是人之常情，不需要心怀芥蒂。

筷子定律。曾仕强老师曾说：“中国人的筷子大有学问。一头是方的，一头是
圆的。有圆头，筷子才有用；有方头，筷子才能立得住。”这包含着中国人的处世
之道：无方难立人，无圆难成事。

太刚易折，太柔则废。一个人立身处世，要恪守底线，这是做人的原则，也要
圆融变通，这是处事的智慧。左宗棠曾官至两江总督，出征期间，他与将士同吃同
住，军饷拖欠时，他自掏腰包贴补。为官做人，左宗棠有自己的准则，与人相处，
他亦通于世故。每次回家，左宗棠总会宴请乡邻，登门送礼。家人问其缘故，他
说，广惠之道，亦远怨之道。

屏风定律。古人们常将屏风放置在床榻之后或是客厅里，以起到挡风、遮私的
作用。这隐含了中国人的处世哲学：含蓄内敛，不事张扬。

1935年，伦敦举办中国名画展。法国汉学专家伯希和、蔡元培、林语堂等人
参与选画。伯希和自认是中国通，在观览时滔滔不绝。一旁的蔡元培，不争辩也不
多言，偶尔礼貌性地轻轻点头示意。后来，伯希和仿佛意识到什么，忽然闭口不说
话。因为他想起蔡元培曾是清朝进士，官居翰林院编修，文学造诣极高。这样一位
博古通今的大家如此谦恭有礼，自己却如此聒噪，他深感自己无礼且浅薄。

我们从茶壶上，明白做人要放大格局；从筷子中，懂得立世要内方外圆；从屏
风上，体悟含蓄隽永之韵。

睡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