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咏 秋
胡天喜

尽管立秋的节气已过多日 ， 可夏
却迟迟赖着不走， 耍尽了最后的疯狂，
炙烤着苍茫的大地。 但夏毕竟气数已
尽， 又拿天公奈何？ 这不， 连日来一
场又一场的秋雨， 终于使夏低下了高
昂的头， 天开始凉快了。

没错 ， 带着秋风 ， 带着秋雨 ， 带
着秋色， 秋天来了。

对于秋天的感悟， 历代文人墨客凄
凉伤感者甚多。 像孟浩然的 “不觉初秋
夜渐长 ,清风习习重凄凉 。” 范仲淹的
“浊酒一杯家万里， 燕然未勒归无计。
羌管悠悠霜满地， 人不寐， 将军白发征
夫泪。” 李商隐的 “远书归梦两悠悠，
只有空床敌素秋。” 等。 古代诗人之所
以写出这样的诗句， 与他们所处的时代
和处境有关： 或怀才不遇， 或独处他
乡， 或遭遇流放， 或暮年凄凉。 在秋风
扫叶的夜晚， 在淅沥小雨的偏壤， 听着
窗外呼呼的秋风， 面对残灯， 孤独无
伴， 思想苦闷， 有感而发。

但是，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 今
天的中国已不是古时的模样， 在以习

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 我们的
国家正在向社会主义强国迈进， 民族
复兴的宏伟目标离我们从来没有像现

在这样接近， 人们的心情从来没有像
现在这样愉快， 人们的生活从来没有
像现在这样幸福， 人们的活动从来没
有像现在这样自由。 所以， 作为现代
文人， 不， 包括一般写作者， 完全应
该跳出古人的思维， 对秋天展开积极
向上的遐想。 我认为， 春天有它的山
花烂漫， 夏天有它的热情奔放， 冬天
有它的素雪纷飞， 但秋天也有它的静
美和殷实。 你看， 白天， 朵朵白云飘
在蓝蓝的天空， 似洁白的棉絮。 夜晚，
繁星点点， 月亮圆圆， 苍穹空旷而深
邃。 果园里， 黄澄澄的柿子， 红彤彤

的苹果， 亮晶晶的葡萄， 圆滚滚的石
榴， 金灿灿的鸭梨。 山坡上， 万山红
遍， 层林尽染， 秋风吹来， 似火红的
波浪在翻滚、 一望无际。 田野里， 菊
花黄了、 谷穗黄了、 玉米黄了、 大豆
黄了， 高粱穗也变得紫红紫红的， 全
都摇曳着丰收的希望， 人们脸上挂着
秋天里最动人的微笑。 秋日秋月秋风
凉， 秋叶秋花秋菊黄， 秋山秋水秋怡
人， 秋节秋收秋果香， 是当下季节最
真实的写照。

秋是一首清灵婉约的诗 ， 是一
幅绚丽多彩的画 ， 是一首婉转悠扬
的歌 。 秋的样子婉约柔情 ， 雅致稳
重 ， 秋的品质严肃认真 ， 乐于奉献 。
秋 ， 沉淀了一份淡定和从容 ， 让河

流 、 树木 、 山川都变得清爽 、 安静
下来 ， 又似一位老者在凝重地回望
和思考 。

我想， 如果把四季比喻成人的一
生的话 ， 那么少时如春 ， 青年值夏 ，
中年入秋， 暮年进冬。 抛开了春的年
少轻狂， 夏的张扬跋扈， 秋， 让人变
得沉稳睿智， 因为吸取了成长岁月中
的精华， 经历了一生中的风霜， 不再
为成功而雀跃 ， 不再为失败而气馁 ，
有了宠辱不惊的淡定。

但是， 切不可以为有了资本就可
以居功自傲， 有了经验就可以目空一
切， 有了强壮的身体就可以任意透支，
大自然可以循环无尽， 人生却不能从
头再来。 秋天明年还有， 人生只有一
次。

秋天是多彩的 ， 秋天是沉静的 ，
秋天是唯美的， 秋天是厚重的， 秋天
是含蓄的。

“自古逢秋悲寂寥， 我言秋日胜春
朝， 晴空一鹤排云上， 便引诗情到碧
霄。” 我喜欢这首诗， 我爱秋天。

“家乡美”大型主题征文作品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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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菊

韩宪生

������秋风吹罢花不在，
唯有金菊正放开。
魏紫东篱迷雀舞，
姚黄西苑引蜂来。

风情万种游人醉，
仪态千方赋客猜。
不是芙蓉优月季，
赤橙黄绿满盈怀。

我的灵魂印记

王富来

������今天是教师节。 下午刚进班，孩子
们就围了上来， 叽叽喳喳地向我祝贺，
我感谢之余，也渐渐自我陶醉了起来。

班主任工作千头万绪，难得有这片
刻的清闲。 窗外，碧绿的树叶浸润着微
黄，天空高远，湛蓝如镜。 一年时光已过
大半，转眼已经仲秋。

感慨之余，思绪飞到了我教过的那
些特殊学生身上。 2018 年，我担任四年
级的班主任兼数学老师，班里有 5 名特

殊的孩子，据同事介绍，应该是脑瘫或
一些先天疾病导致的。 农村学校条件有
限，我估计是不是家庭的生计比孩子的
教育更重要，一年下来，我都没有机会
与这些孩子的家长交流。

这些孩子中问题比较严重的是一

对双胞胎女孩和一个长得壮壮的男孩

子。 我虽然未对他们学习上有太多要
求，但看见他们拿笔的样子，心中也不
免酸楚。 每学会写一个数字或一个简单

的汉字，他们都会拿给我看，而他们似
乎也听得懂我的表扬，原本空洞的眼睛
会显出自豪和满足。

他们单纯、善良，也没有太多欲望，
然而， 我更希望他们的世界没有悲伤。
他们的想法非常简单，简单到我们无法
想象。 我们看着他们可怜，他们却能从
我们的肯定中看到希望。

2019 年，我更换了工作单位，班里
又来了两名这样的孩子。 无论旁人怎么

说，我都认为：任何人都没有剥夺她们
受教育的权利。 我不能承诺什么，只能
努力让他们在正常的环境中健康生长。

我习惯了他们偶尔犯错，渴望他们
天真纯粹的大笑， 更留恋与他们擦肩
而过时调皮地相互击掌。 那种感觉让
我心中燃起希望。

我靠在软椅上，望向窗外，心中思
念着我教学生涯中这些特殊的男孩与

姑娘。

以案促改起风雷
王辉

������从严治党严基调，
治吏转风内涵高。
惩治贪官与污吏，
利剑出鞘斩众妖。

银城促改掀巨浪，
典型案例进靶场。
基层微腐害群马，
耻辱柱上泪沾裳。

深查细剖因何在，
规矩丧失铸悲哀。
织密机制筑高台，
杜渐防微真整改。

以案促改起风雷，
贪官污吏劲风吹。
魑魅魍魉皆涤荡，
培树银城吏形象。

电视机往事
常加增

������我家的电视机经历了一个从无到
有、从低档次品牌到高档次品牌的发
展过程。 今天， 坐在超大屏幕的液晶
高清大彩电前 ，我思绪万千 ，悠悠往
事历历在目……

第一次见到电视机，是邻院的一
位侄子从他姐家搬回了一台 12 寸黑
白电视机。 听说村里有电视机了，好
消息像开了锅的水， 让村子沸腾了。
你传我 、 我传你 ， 大家都搬着小板
凳 、马扎子 ，到他家里看电视 ，一间
小小的堂屋挤满了人 。 好客的侄子
看到乡亲们看电视的情绪高涨，索性
就把电视机从屋里挪到了外面 。 电
视剧一集一集地放 ， 小院里人来人
往。 现在来看，确实打扰了人家的生
活。 有天晚上，乡亲们又到他家看电
视，侄子他娘突然喊了起来 ：不知道
谁家的龟儿子没出息 ， 把墙上的玉
米棒子偷走了 。 并说了一些很不入
耳的话 ，乡亲们很识趣 ，到他家看电
视的人少了。 后来，侄子把电视机又
送回他姐家去了，村里又回到了没有
电视机的时光 ，一到夜晚 ，村里黑乎
乎的 。 当时 ， 我在村中学当民办教
师 ，薪金还不够吃喝 ，想都没有想过
自己能有一台电视机。

1993 年的春节，我领着两个儿子
去郸城县朱庄村的姐姐家走亲戚。 一
进屋，大儿子一眼就看见姐姐家方桌
上放着一台电视机。 儿子喜出望外，
问：“大姑，你家有电视？ ”他大姑说：
“哪买得起啊， 你姑父在山西打工，老
板给的。 ”儿子问能看吗，她姑姑说兴
许修修还能看。儿子说：“叫俺看看吧，
俺家买不起，想看也看不成。 ”她姑姑
爽快地答应了。 下午， 我们就把电视
机搬到镇上去修， 还真修好了。 回到
家，打开电视机，连接上天线，一个儿
子转天线 ，一个儿子看荧屏 ，一转天
线， 影像清晰了， 电视机里传来了声
音。 这是我们家里第一次传出电视的
声音， 好幸福啊。 但是幸福的时间不
长，一天，电视机“啪”一声没影了，“屁

股”后面发出一股烧焦的味道，一会儿
又冒出了黑烟。 这突然的变故可把我
吓坏了， 赶快关掉电源。 再送到修理
店，师傅说没有修的价值了。 于是，就
放在方桌上，权当摆设，让我们认为，
家里是有电视机的。

1996 年春节，我大哥买了一台 25
寸的电视机。 原来就听说每年春节有
春节联欢晚会，今年大哥家有了电视，
一家人就可以看了。 我们草草吃了一
点除夕饭， 就到大哥家看春晚。 谁知
道春晚时间那么长 ， 大哥八十多岁
了，身体不好，可能电视机里的欢歌笑
语在他看来太吵太闹，就在里屋催着
关掉电视。 我和孩子们都愿意看，可
是听到大哥的喊声，也不好意思再看
下去， 就哄着孩子们悻悻地回家了。
回到家里，妻子说：“他爸，赶明儿咱少
吃点、少花点，勒紧裤腰带，也给孩子

们买台电视吧。 ”听了妻子的话，我鼻
子一酸 ，狠下心 ，决定无论如何也要
买一台电视机。

这年腊月 ， 经过一年的省吃俭
用， 加上妻子在家发展家庭养殖，手
里第一次有了“闲钱”。 眼看着新一年
的春晚即将来临，再不能出现看春晚
被“赶”出来的事了。 我对妻子和孩子
们说，走，咱买电视去。 一家人到镇上
买了一台“飞跃”牌黑白电视机，花了
四百多块钱。 电视机买回来，孩子们
高兴坏了，1997 年的央视春晚， 是我
们一家人第一次完整观看的晚会，从
那以后，每年的春晚都没有错过。 那

些年，大女儿大儿子二儿子相继成家
立业 ，三儿子去了部队 ，我也由民办
教师转为正式教师 ， 待遇得到了提
高 ，妻子的身体也不错 ，这台小小的
电视机陪伴着我和妻子度过了幸福

的时光。
2004 年，三儿子结婚 ，儿媳妇陪

嫁了一部“康佳”彩色电视机。看惯了
小黑白电视机 ， 突然有了一台大彩
电，顿时感觉屋子里可以用一个词形
容：蓬荜生辉。 这台电视机的质量很
好，让我们一直看了十六年之久。 今
年夏天，这台电视机光荣 “退休 ”了 。
我开玩笑地问三儿子，你的大彩电还
要不？三儿子说，当然要了，把它放在
堂屋里，证明咱家有电视啊！ 儿子调
侃的一句话，又让我心酸了一阵子。

旧电视光荣退休，新电视闪亮登
场 。 我让二儿子在周口花了两千多
元， 买了一台彩色液晶高清电视机，
还开通了有线电视，接上了宽带。 说
实话 ， 现在电子信息技术越来越发
达， 电视机的画面质量越来越高，电
视节目更是丰富多彩 ， 让人应接不
暇。 更神奇的是，这台电视机不仅能
看电视直播 ，还能看节目回放 ，再也
不怕因为时间问题错过精彩节目了。
更让我高兴的是，这台电视机还能播
放视频文件 ，与手机连接 ，在电视上
和儿子视频聊天 ，想和谁说话 ，我在
网上一“喊”，就能找到。 电视机成了
我的 “千里眼”“顺风耳”， 让我的晚
年生活变得越来越温馨 、 越来越幸
福。

小小电视机， 折射着我们家迈向
小康的奋斗之路。 真不敢想， 将来的
电视机会变成什么样子。 儿子说，你
就好好保养身体吧，到 2035 年，咱的
生活更美哩。

十月（外一首）

路雨

������季节
打开满腔热血情怀

直抒胸臆

用一粒粒

饱满的文字

在辽阔大地上

呈现生命最精彩的华章

田野里

丹桂飘香

硕果累累

沉醉的高粱

在秋风中摇旗呐喊

成熟的稻谷

浓墨重彩

用金黄涂抹锦绣河山

远处

耧铃声声

父亲用坚实的脚步

丈量脚下的土地

把晶莹的汗珠

埋进泥土

在身后播下希望

乡村的十月

季节伸出长长的手臂

打开了最精彩的华章

为农家托举起一个个

红红火火的日子

把美滋滋的年景

和幸福的获得感

统统晒了出来

胖嘟嘟的石榴

挪动圆滚滚的身子

在阳光下轻启红唇

露出一颗颗

釉质般润洁光亮的牙齿

高高的梧桐树上

雀跃着喜鹊欢快的叫声

芝麻大豆花生玉米稻谷

还有雪白雪白的棉花

唯恐迟来一步

找不到落脚的地方

知趣的高粱沉默不语

静静蹲在墙角

娇滴滴的辣椒

不失往日火辣的性格

纷纷攀上了屋檐

院里的那棵老柿树

在秋风的撺掇下

适时撑起一只只

喜庆的灯笼

荡漾在每个人脸上的微笑

灿烂成一朵朵

绽放的金菊

题王屋红叶
史学杰

������一
王屋红叶好，
最美数神沟。
白云秋满壑，
红妆绽枝头。
不与花争春，
霜天竞风流。
丰年今又是，
来岁化绿洲。

二

巍巍王屋山，
片片红叶情。
层林尽染遍，
霜重色愈浓。
秋山映晚霞，
疑是粉墨倾。
长留诗赋里，
尽在画图中。

沁园春·周口（外一首）

童建军

庚子初秋， 沙颍东去， 豫东风
流。 忆三川汇聚，千帆云集，弄波舷
扣，百舸争流。 神武丕彰，近愉远至，
义利诚心天下留。 念昌盛，似汉皋繁
华，江浦灯侔。

而今雨中漫游， 万千气象何自
谓愁。 看全民上下，群情激越，成城
众志，共济同舟。 达海通江，五城联
创，大展宏图复兴谋。 来也否，把豪
情酬了，更上层楼。

江城子·贺全国港口行业
多式联运大会在周口召开

仲秋时节桂飘香，豫东方，看新
航。 向海通江，周口港繁忙。 沙颍河
清波荡漾，鸥鹭伴，载千箱。

满城文化著华章，论坛常，话图
强。 来至群贤，联运式多商。 会聚俊
才高论显，成盛事，更蓝洋。

送儿赴香港嘱句
李郁

������伏天背井负笈远，
铁杵廿年将变针。
幼小乐学思曩日，
勤读少壮到如今。
初中映雪表彰屡，

高校排名奖励频。
婉谢保研赴香港，
读博直取遂童心。
红袍褪下即归日，
圆梦复兴望子孙。

《张伯驹联语与诗钟集注》《张伯驹十五讲》出版发行
������本报讯 （记者 李硕 文/图） 日
前， 我市资深张伯驹研究专家张恩
岭的新作《张伯驹联语与诗钟集注》
《张伯驹十五讲》由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为张伯驹研究提供了新
的专著。

张伯驹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

一个极具魅力的名字。 他是卓越词
人、 收藏家、 戏剧家和书画家，1982
年逝世至今的 30 多年里， 怀念和评
价他的文章不断见诸报刊，记录其生
平的书籍更是频频问世。《人民日报》
发表的一篇纪念张伯驹诞辰 120 周
年的文章称他是“百代高标，千秋丛
碧”。张恩岭的新作《张伯驹联语与诗
钟集注》《张伯驹十五讲》作为《百代

高标 千秋丛碧》 张伯驹研究系列丛
书，为人们了解张伯驹的文化艺术成
就、人格魅力等提供了文本资料。

张伯驹是一位很有“故事”的人
物，正是抱着这样的认识，作者张恩
岭决意以实事求是、拒绝戏说的态度
来讲一讲张伯驹。 《张伯驹十五讲》共
17万字， 是记录介绍张伯驹生平、文
化艺术成就、人格魅力和逸闻等的传
记性文学作品。 作者以通俗的笔法，
流畅的文字，系统、酣畅地展现张伯
驹思想、学识的博大精深及其一生的
绚丽多彩，其中穿插的许多生动故事
让该作品极富可读性、妙趣横生。

联语、诗钟是韵文的一种，在某
种意义上来说， 也是一种题材特殊

的诗和词。 细读张伯驹的联语，可谓
生动活泼、趣味横生，既让人学习了
丰富的历史知识， 又给人以文化艺
术的享受， 是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之
中的瑰宝。张恩岭的《张伯驹联语与
诗钟集注》 把张伯驹创作的联语和
诗钟搜集起来，汇编成册，成为张伯
驹著作中一部体系完整的作品。 这
对于研究张伯驹文化贡献、生平，研
究中国联语、 诗钟文化的历史和价
值，都具有重要意义。

文艺动态

◎ 散文

◎ 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