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龙湖赏荷记

史刚振

戊戌夏至，有客自京城来，博闻强
识 ，温文儒雅 ，宦海沉浮 ，颇有政声 。
案牍之暇 ，寻古迹 ，谈翰墨 ，品丹青 。
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虚室生白，吉祥
止止。

次日，游龙湖，赏碧荷，扁舟一叶，
曳桨缓行 ，蒲苇亭亭 ，藻荇交横 ，绿荷
横生 ，若碧浪翻卷 ；锦鳞游泳 ，如红云
铺底。 触叶脉轻柔，闻菡萏香醇，赏湖
上美景，悟百味人生。

客曰：荷之美者，在其姿妍。 绿叶
接天，红花映日，馨香浮动，翠满尘寰，
芙蓉出水，清香益远。

荷之韵者，在其德馨。 身处污境，

纤尘不染；芙蕖盛开，达时不妖。 婀娜
婷婷，心正身正，冰雪胸襟，守正出新。

荷之魂者，在其利民。 嫩叶制茶，
沁人心脾 ；壮叶烹鸡 ，清芳醇美 ；花可
入药，子能养心，藕为美食。 “览百卉之
英茂，无斯华之独灵”。

对曰 ：龙湖碧荷 ，春华秋实 ，大美
无言，惠民千年。 人生一世，嘉言懿行，
大德无声，砥砺躬耕。 为政当以德，做
人当为莲。 君不见焦裕禄、杨善洲、史
来贺诸典范 ，心怀大爱 ，造福黎民 ，清
廉自守，世代清芬。

客曰：晤对龙湖清莲，铭记为民初
心，兴民利民之事，定当丝发必兴。 ②8

满江红·庆祝建国七十周年
吴敬

中国人民 ，七十载 ，蒸蒸日上 。
忆往昔，峥嵘岁月，星光更亮。 亿万
人民齐努力，扬眉吐气精神爽。 屹立
于，民族国家林，能担当。

新时代，圆梦想。 创新路，高歌
唱。 甩膀加油干，奋发图强。 致富脱
贫不畏难， 小康实现民欢畅。 看今
朝，万里换新装，正兴旺。

兵·山·恋
张家兴

厌山———
我曾去过泰山 、黄山 、嵩山 、岳麓

山、玉龙雪山、喜马拉雅山……山山水
水使我流连忘返。 但是，我最眷恋的是
一座默默无闻、 海拔只有 1000 多米的
山，就是辽宁省本溪桥头镇的那座山！

1968 年初春 ，17 岁的我放下书
包 ，从一望无垠的豫东大平原 ，乘新
兵专列 ，向祖国的东北驶去 。 车轮滚
滚，心情澎湃 ：我要走出农村了 ，到大
城市当兵是多么诱人啊！ 徐州、天津、
沈阳在车窗外一闪而过 。 凌晨三点
多 ，新兵连长一声 “准备下车 ”，喊醒
了梦中的我 。 我睁开蒙眬的双眼 ，往
窗外一望 ，四处黑洞洞的 ，周围高大
的 “建筑物 ”巍然屹立 ，心想 ，在这座
大城市当兵也怪惬意 。 早上一起床 ，
再看外面 ，我的心情一落千丈 ，这里
哪是一座城市 ， 这里是一个大山沟 ，
平原长大的孩子哪见过这样的大山 ？
紧靠营房北面陡立着的本溪大山 ，严
峻地注视着我们……

在这里，每天两顿高粱米饭，张口难
咽，看见胃酸；紧张的训练，几次上厕所
途中被喊回；睡不好觉，时刻警惕着紧急
集合拉练……困苦、不解、彷徨，我厌恶
这个地方，我讨厌这座山。

爱山———
军营后面不仅有巍峨挺拔的本溪

大山，更有耸立云霄的精神大山：汽车
运输营司机训练队北京籍的张指导员

一遍又一遍地领着我们， 学习毛主席
的 《为人民服务 》；湖北籍的陈排长用
带有湖北口音的普通话， 一次又一次

地教我们唱 《解放军进行曲 》；沈阳籍
的卢班长像亲兄长一样， 生活中对我
嘘寒问暖； 黑龙江籍的安班长不厌其
烦地为我们讲解汽车理论和驾驶要

领； 河北籍的甄干事一字一句为我改
写稿件……更难能可贵的是： 我在的
部队是我国当时唯一一支机械化师 ，
她诞生于抗日烽火中， 扬名于解放战
争、抗美援朝战场上 ，英雄辈出 、将星
闪烁，曾培育出三十多位将军，令人景
仰。 前辈的业绩，就是我们的榜样。 半
年后， 我当上了汽车司机训练队的副
班长，一年后我入了党 ，当上了班长 。
我的脑子开窍了，逐步坚定了信念：我
们是保卫祖国的柱石， 要发扬英雄部
队的光荣传统， 要有本溪大山的厚重
和坚忍，一往无前。 要有本溪大山豁达
的情怀，迎接千难万险。 为练身体，我
们把营区内的半亩地挖地三尺， 细筛
一遍，建成 “大寨田 ”；为练意志 ，我挑
战身体极限，连续三天三夜不休息，检
修战备车辆；为练技术，我把汽车拆得
七零八散，再重新组装好，一直练到闭
着眼睛也能拆装主要部件……

寒去暑来，本溪大山早于我们迎来
东方的曙光，又带着我们在晚霞中送走
落日。入春，我们沐浴着春风，陶醉在本
溪山上的花海里；盛夏，本溪山上的淙
淙山泉，从营区潺潺流过，我们坐在小
溪旁洗涤欢笑，清凉的水中，不听话的
小鱼不断吻着我的脚；仲秋，我们在营
区梨树下，来一场摘梨子、吃梨子大赛；
严冬，白雪皑皑，本溪大山用她宽广的
身躯，托举我们驾驶着战车，一趟又一
趟地安全运输战备物质……本溪大
山，还有国际范，每周悬挂朝鲜国徽的
国际列车都要在这里停靠， 一分钟后
又消失在本溪大山的隧道里……

恋山———
我在本溪大山的军营里生活工作

了三年。 1971 年底，我调入原沈阳军区
后勤部。 三年的本溪军营生活，时间虽
短，却奠定了我人生的基石，指明了我
人生的航向。 这里是我人生的起跑线，
也是我奋勇向前的加油站。 这里的生
活， 让我的血液里融入了本溪大山的
坦荡、厚重、刚直不阿……这样的品质
和性格，让我受用终生。

50 多年过去了，本溪大山，令我魂
牵梦绕！ 我忘不了那座山， 那里的人、
那里的情！ ②8

妙笔仁厚行天地
———写在侯钦民新作《阳光穿透岁月的墙》出版之际

陈廷一

日前，战友侯钦民来电说要出版
一个集子， 书名 《阳光穿透岁月的
墙》，嘱我作序。 不久，他将样稿呈来，
我用三天时间审读了近 20 万字的书
稿，掩卷沉思，原来看似熟悉的战友
文友，却让我顿感陌生、刮目相看了。

老子故乡盛传 “悟道 ”，我却悟
出了其文其魂。 钦民小我十岁，我客
居京城，他脱下军装后久居故乡 ，先
前对其了解仅限于部队 ， 也零星地
看过他的作品。 直到看了这部集子，
让我对其看法有了颠覆 。 这岂是一
本集子， 不如说是钦民的自传体小
说。 自说心话，自谈心事，小事重情，
细节末枝 ，真挚感人 ，说到动情处 ，
还不免有泪花挂面。 尤其是一个鸡
蛋 、一支钢笔 、一篇上报小稿 ，诸如
此类的描述，都是娓娓道来、娓娓动
听，让人一下进入了情感的深井，不
能自拔。 钦民生不逢时 ， 两岁殇了
娘，跟着哥嫂度时光。 那时光难熬 ，
每年生日时嫂子的一个水煮鸡蛋 ，
让他热泪盈眶 ， 动情地喊出了 “嫂
娘”。 从此，他不光感恩嫂娘，还记住
了 “9·18”的生日———这个日本入侵

中国的历史节点。 就是这天，他用他
的绝顶聪明，一本书搞定了爱看书的
接兵军医，如愿以偿穿上了橄榄绿。

哪知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三年
后命运又把他抛向故乡。 他不屈命运
的安排，打工于外，浪迹新疆。 又过了
三年，他获赠一支笔，毅然决然走上
了文学的不归路，直到修成正果。 他
在老子故里 120 多万人口的大县，出

任作协主席、《老子文学》 杂志主编，
可喜可贺。 他的作品自然、 率真、平
实、随意、性情，信手取材，寓意深刻。
正如他自己所说：“以文学起步、以文
学成‘家’，成就了我的今天。 我感激
文学，是因为在我受到挫折一筹莫展
的时候，唯有文学为我指路；我感激
文学， 是因为在我受到讥讽挖苦、遭
受白眼的时候， 唯有文学听我倾诉；
我感激文学， 是因为在我一事无成、
恋人弃我而去的时候，唯有文学替我
分忧。 文学是我心灵的依靠，文学是
我精神的寄托。 ”我想，这部集子的出
版意义全在这里了。

先说获奖作品《王二愣小传》，这
是钦民的成名作，作品不长，活脱脱
写出了酒乡王二愣的鲜明性格。 虽是
凡人小事，却栩栩如生，让人不相信
都不行。 从王二愣相亲，到结婚，再到
当“武装部长”，一举成名。 故事诙谐
幽默，人物风趣可爱，都是酒乡隐约
可寻的真实人物。 王二愣身上体现了
钦民生活底子的厚重，难怪他能写活
王二愣。

文以载道，文亦度心。 钦民在获
奖后又陆续写了《狗子的爱情》《恶人
恶报》《官路》等作品，都是成功的，但
在我看来并没超越 《王二愣小传》这
篇获奖作品。 应该说，这亦是钦民文
学创作中的憾事。

从小处着眼 、低处落笔 ，展现出
繁杂纷扰的大世界，这是钦民创作中
的独辟蹊径。 其作品《良心》，以小见
大，写的是两个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乡

邻，因债务纠纷上了法庭。 临到执行
时，原告良心发现，动了恻隐之心，被
告感动，迅速还上债务。 原来，在法庭
之上，还有道德层面的良心。 良心，是
做人、做事的底线。 作为法官如此，作
为一位作家，更应该如此。 钦民 20 多
年的法官生涯，公平公正是国徽赋予
他职业和创作的基准。 “知其不可为
而为之”，追求社会的“公正”，梦想底
层百姓应有的“尊严”，并通过自己的
方式不懈努力之。 这不正是中国知识
分子宝贵的精神传统吗？ 《良心》一文
使他真正成为了鹿邑的“良心作家”。
作品敢担当，创作讲良心。 这样的作
品，我算了算，占了集子的大半部分，
诸如《追查》《发不出去的判决书》《派
车》《女理发师》《复苏的人性》等。

乡愁是一首诗 、是一首歌 、是一
壶酒，浓烈而有滋味，越品越烈。 欲望
是填不平的沟壑， 唯有人性的乡愁，
如一盏灯， 能照亮远方、 守望初心。
《酒乡酒人酒事》 是酒乡中遥远而又
漂渺的故事，有浓烈的乡愁，又如他
的自画像。 钦民是以写亲情散文而见
长的高手，应该说《酒乡酒人酒事》是
他写得最好、最有品味的一篇，直抒
胸臆、大张大合。 生活中，钦民以文会
友，以酒交友，他常说：文可见心，酒
能见性。 平日，与三五文友相邀，品茗
饮酒 ，煮文烹字 ，指点江山 ，逍遥人
生，岂不快哉！ 读钦民的亲情散文，你
会领略到他坚强外表下不同寻常的

细腻 、体贴 、隐忍与脆弱 ，体味他参
透、悟透一切的禅意人生中所表现出

来的那份执着、昂扬和力量。 《怀念爷
爷》《怀念舅舅》《当兵的日子》《难忘
的情谊 》 ……文章中的每一个主人
公、每一个小场景、每一个小片段，总
能勾起人们的万般遐思，引发人们的
诸多感慨，那些铭心刻骨血浓于水的
亲情记忆，那些如泣如诉欲语泪流的
亲情故事，那些永不再来无法复制的
亲情岁月……

同时， 钦民还是一个感恩的人。
那感恩的情节融入了他全书的笔墨，
穿透纸砚。 诸多的感恩故事便成全了
这部有热度、温度、高度的集子。 读着
一篇篇故事，犹如他在文学的高原上
攀登的步履，坚忍不拔，初心不改。 我
赞成这种精神，推举这种精神 ，但愿
这种精神像种子一样，在神州大地生
根发芽！ ②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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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
刘永新

想要活的漂亮

就要拼搏努力

不要抱怨命运

更不要轻言放弃

忘掉所有“不可能”的借口
一切都不是问题

人生就是一场自己与自己的较量

就让勤奋打败懒惰

让快乐赶走忧郁

努力付出才会遇见更好的自己

心情不能改变人生

却能左右人的情绪

适合自己的才是幸福的

当你努力付出了

就会发现自己有无限潜力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人生只有实战没有演习

每个人都要修炼———
长在心底的善良

融进血里的骨气

扬在脸上的自信

刻进命里的坚毅

生命中遇到的风景

并不需要浓墨重彩去描绘

而是要用平常心

踩出一串淡淡的足迹

鹊桥仙·七夕
史学杰

（一）
河汉清浅，玉钩遥挂，鹊迎桥路

接天。 一河之隔两心牵，只今宵、相
依相伴。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多少离恨
缠绵。 良辰美景古难全，又何必、愁
怀难遣。

（二）
弦月笼烟，长空澹澹，灵鹊架桥

飞渡。 葡萄树下细聆听，窃私语、相
思无数。

盈盈一水，两情脉脉，无奈银汉
隔阻。 人间天上愿皆同，有情人、终
成眷属。

祖国，我想对你说
王中钦

讲一段春天的故事

笑看百花在春的枝头妖娆

唱一首太平歌词

聆听幸福在岁月里回荡

在喜马拉雅之巅

用雄鹰的翅膀划破苍穹幽静

在呼伦贝尔腹地

用骏马的奔驰亲吻草原辽阔

祖国啊，我想对你说
你就是我心中最想唱的那首歌

穿着朴素的服装与你促膝长谈

精准扶贫催开稻花飘香

走在阳城古道饱览树木葱茏

绿水青山演奏自然和谐

西气东输 南水北调

飞天揽月 蛟龙下海

每一步都挺立着民族脊梁

每一幅都谱写着壮丽如画

祖国啊，我想对你说
万水千山最爱中国道路

南湖的红船不会忘记

你跋山涉水的艰难

战地的黄花不会忘记

你浴血成河的忠骨

在万里长城的烽火台上

在波澜壮阔的海南岛上

那一面旗帜

迎风飘扬 光彩夺目

祖国啊，我想对你说
我的心永远和你在一起

我亲爱的祖国
闫志凯

人们常用母亲比喻祖国，是的，
祖国之爱如同母亲， 她的乳汁哺育
我们长大成人，为我们遮阳，抵挡风
寒雪冷。

我伤痛时，她为我拭干泪水，迷
茫时， 在漫漫长夜， 她搀扶我过悬
崖，手擎一盏指路明灯。

我一躺在她温暖的怀抱， 就会
甜甜地进入梦境 ；花绚丽 ，天碧蓝 ，
我展翅飞翔……

面对祖国， 任何比喻都难抒我
心中情； 她是巍巍大山， 我是山顶
小树 ， 虽稚嫩却苍劲 ， 敢笑傲风
云。

她是海上远航的巨轮， 我是轮
边波涛溅起的一朵浪花， 是身披朝

霞， 站立船头的一名士兵。
她是空气是水 ， 是我的太阳

神， 没有她的强大， 哪有奔波的江
河 ， 哪有我温馨的家 、 跃动的心
灵。

祖国， 人民， 鲜血一起流， 相
偎相依， 共欢悲， 同命运， 分享她
的荣光， 也分担她的艰辛。

有幸啊 ， 我们伴随她经过屈
辱 ， 一起战胜黑夜 ， 迎来东方红
日升 ， 才有我这坚挺的腰板和满
腔豪情。

祖国啊祖国，我的母亲，我的空
气与水， 我的太阳神， 我的巍巍大
山，我的远航巨轮。 祖国啊祖国，我
听从你的召唤，永不变心。 ②8

弘扬主旋律的优秀文化小说
———张新安小说《天火》的意义（上）

任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

容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
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
友善”。 这 24 个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对丰
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建设民族精神家
园，具有决定性指导作用。 我们要振
奋起人们的精气神、增强全民族的精
神纽带，必须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铸就自立于世界民族
之林的中国精神。 张新安先生的小说
《天火 》表达 “诚信 ”主题 ，弘扬主旋
律，传播正能量，是积极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优秀之作，具有鲜明
的“中国精神”，充分发挥了文学作品
应有的社会功能、审美功能和教育功
能。

诚信教育的生动教材

《天火》 起笔：“周家口人过去称
‘火烧’为‘烧饼’。 将‘烧饼’改称‘火
烧’，始于咸丰八年（公元 1858）的那

场天火之后。 ”作者开头巧设悬念，立
刻激发了读者的好奇心理和阅读兴

趣。
随后 ，张新安娓娓道来 ，给我们

讲述了发生在“周家口”果子街的一
个关于“天火”的生动而曲折的故事。
果子街这条不足两千米的斜街上，一
街两行布满了太盛源、恒足源、义兴
源等数十家干鲜果行， 经营柿饼、核
桃、山里红、大枣、黄花菜、板栗、花生
等，或批发、或零售，百年兴旺，经久
不衰。 做生意本应遵循以诚为本，童
叟无欺，做良心买卖，取有道之财的
经营法则。 但是，不知从何时起，果子
街的掌柜们，居然违背周家口人好施
乐善、轻财重义的传统美德，竟绞尽
脑汁，干起了歪门邪道、伤天害理的
勾当。 他们为富不仁，大秤买 、小秤
卖，坑害百姓，发不义之财，甚至于勾
结官府、草菅人命。 有道是“多行不义
必自毙”，果子街各家商行为富不仁、

伤天害理的行径，达到了人神共愤的
程度， 最终在咸丰八年 （公元 1858
年）“祭灶”之日，突如其来的一场“天
火”，“直烧得果子街房倒屋塌， 瓦砾
一片；各商行的掌柜呼爹叫娘，狼狈
不堪……”

这场“天火”整整烧了三天。 到了
第四天，“整条街已烧得无物可燃，烈
焰渐熄。 ”就在各商行掌柜带着伙计
试图抢救出一些烧剩残留的物品时，
突然从天空飘落下一张纸条。 纸条上
面清清楚楚地写着四句话：“火烧果
子街，惩罚不义人；劝君做买卖，定要
凭良心。 ”各商行掌柜看到以后，再回
忆起前几天果子街突然出现的一个

古怪老头叫卖“烧饼”时粗门大嗓地
吆喝：“火烧、火烧！ 大火烧十四两，十
四两的大火烧！ 小火烧十五两，十五
两的小火烧！ ”这才猛然醒悟：“陡然
明白了邋遢老头吆喝的十四两的大

火烧、十五两的小火烧，其含意原来

是缺斤短两多的就被大火烧，缺斤短
两少点的就被小火烧。 ”

作者叙述至此，在小说的结尾水
到渠成地凸显了作品的“诚信”主题：
“这场天火， 不仅狠狠地教训了果子
街的不法商人，使他们深刻认识到昧
心之财去得快、损人利己自己害的道
理，同时也使周家口的生意人受到了
一次刻骨铭心的诚信教育。 为了警钟
长鸣，牢记这次用沉痛代价换来的教
训，周家口人打那以后，便把‘烧饼’
改称‘火烧’，连同天火的故事 ，代代
相传，延续至今。 ”

《天火》不仅主题深刻，宣传了关
于“诚信”的道理，弘扬了主旋律，传
播了正能量，是一部关于诚信教育的
生动教材， 具有极强的现实教育意
义，而且艺术上独具匠心，故事前后
照应，情节首尾勾连，体现出典型的
圆形结构，充分显示了张新安驾驭文
字的高超能力。 ②8（未完待续）

李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