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口的十年
田军

今天，艳阳高照
在艳阳里，我写下周口的十年

十年，不长也不短
十年，是浩瀚天际里的一个点
十年，周口甩开了膀子加油干
十年，步子又快了一点
胆子又大了一点

十年，看周口高速高铁一路向前
十年，看三川水系互连，临港经

济吹醒了叶叶白帆
十年，看满城文化半城水，内联

外通达江海的城区蝶变
十年，看产业结构由二三一向三

二一加速呈现

十年，看改革、看开放、看民生，
看“三高三优”抢占制高点

十年，腾飞的十年、升级的十年、
出彩的十年

十年，苦干的十年、务实的十年、
雄起的十年

十年，让我手握笔杆铺下信笺

让我收起澎湃的心潮把泪擦干

我要把你写成通江达海的遥远
我要把你写成碧空万里的深蓝
我要把你写成四季如春的温暖
我要把你写成万马奔涌的三川
我要把你写成宽广辽阔的平原
我要把你写成永垂不朽的群山②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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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燕呢喃
王海中

清晨起来，看到一群燕子站在路
边的电线上。 它们排列整齐，叽叽啾
啾， 好像在做远行的准备 。 秋风吹
来，空气里充满凉意 ，远处的树木在
季节的变换中渐渐老去 ， 村庄也以
前所未有的姿态素洁起来， 丰收的
田野在一阵喧嚣后走向岑寂 。 是该
动身的时候了 ， 它们在晨风中等待
出发的号令。

经过一春的颠沛流离，经过一夏
的忙忙碌碌， 如今它们充实而丰腴、
富态而饱满。 当初它们来的时候，历
尽千辛万苦的长途跋涉，有的是夫妻
同路，有的是初恋情烈 ，如今它们已
儿孙满堂 ， 一个个洋溢着幸福和满
足，就要踏上四季轮回的路。 秋日的
阳光再一次照在它们身上，这阳光是
多么和煦！ 这村庄是多么令人留恋！

当初它们来的时候， 大地五彩斑斓，
麦子正在孕育 ，布谷声声 ，耕牛走在
田间地头。 一年之计在于春，它们也
开始构筑属于自己的家。

筑巢 ！ 农人的房屋也在发生变
化，过去是灰蒙蒙的草屋 ，它们只需
选上一个檩条就可就势而筑 。 它们
绕梁而栖，卿卿我我 ，毫无顾忌地谈
情说爱 ， 甚至它们的儿女也随心所
欲地将粪便拉在农人的客厅里 、桌
子上，但农人是宽容的 ，从不因此打
扰它们，相反 ，还会想法加固它们的
巢穴。 它们是和农人没有距离的鸟。
后来，农人的生活好了 ，茅草屋变成
了小楼房 ， 它们便把巢筑在屋外的
挑檐下。

经过那么多的风雨和世事转换，
它们终于有了一个安乐的家，暖巢里

它们恩恩爱爱， 延续着美好的生活。
它们是吉祥的鸟，在给农人带来春天
的同时 ， 也给他们带来了自然的和
谐。 它们生儿育女，农人也生儿育女，
它们日出而作，农人也是如此。 虽然
有语言上的隔膜，但他们的心是相通
的。

燕子是勤劳的，当它们将爱巢筑
好后，不仅会去享受爱情 ，而且还会
享受生活。 屋檐是它们厮守的最好见
证，河塘是它们播种的必经之处。 它
们播种生活 、播种爱情 ，像人类一样
有自己的情感、有自己的生活。 天阴
时，它们低飞，掠过低迷的大地；天晴
时，它们振翅高飞，翱翔于蓝天之上。
它们将蛋产在窝里 ，一只孵化 ，另一
只觅食。 一天、两天……熬过漫长的
等待。 只是付出，无需回报，这是何等

伟大的爱！
生命的传承不仅是人类所特有

的 ， 它存在于一切有生命的物种之
中。 如果没有传承，生命便会戛然而
止。 生命的内涵不仅是简单的繁衍生
息， 它还有更高一级的形式和意义。
孤独中学会了厮守，羁旅中学会了兼
程；季节变换里学会了轮回 ，世事变
更中学会了适应；在险恶的自然环境
里学会与人为善，在风雨飘摇里学会
独善其身。 这难道不是纷繁世界里最
好也最简朴的自然法则吗？

秋风来了，树叶就要落了。 站在
电线上的一排排燕子哟，你们难道是
在和这片土地默默告别吗？ 这里是你
们的故乡 ， 也是你们魂牵梦萦的地
方。 我相信，明年的春天，你们一定会
再次造访。 ②8

我的周口故事
张帅

作为异乡人的我， 与周口有一
段特殊的故事 ， 故事要从 2011 年
12 月 1 日讲起：知道要来河南周口
当兵 ，18 岁的我既兴奋又略显迷
茫 ，与大多数人一样 ，我第一次见
到“周口”这两个字，是历史课本上
的“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 那时，
我不知道在河南还有一个叫 “周
口”的地方。 我们坐火车到漯河，大
巴车把我们接到教导队，看着破旧
不堪的道路与营房，瞬间感觉从县
城来到了农村。

教导队位于周漯路 ，隶属商水
官坡村， 去漯河只有这一条大路，
常有大货车从教导队门前经过，导
致营区内经常是尘土飞扬。 紧挨教
导队有一条臭水沟和一个露天垃
圾场 ，用 “晴时一身土 ，雨时两脚
泥 ”来形容当时的场景 ，再合适不
过了。 第一次外出到中州大道天桥
位置， 走在路上三步一块甘蔗皮、

五步一个塑料袋，真是不明白为什
么市区也会是这样。 我的心情失落
极了， 朋友问我在哪儿当兵时，也
只弱弱地说声：河南周口。

对于一个在山里长大的孩子
来讲 ，若抬头看不到山 ，总觉得少
点什么， 而周口恰是一马平川，很
长一段时间，我都不适应。 那时我
们新兵经常去现在的光明路与周
口大道交叉口， 给麦地清除杂草，
栽法国梧桐，还记得附近有一条臭
水沟。 有一次野营拉练到现在周口
火车站附近，空旷的麦地里一座建
筑显得孤零零的。

生活环境对我来讲只是需要
克服的一小部分，此外还有语言的
障碍 ，开始时 ，我们用并不标准的
普通话交流， 但有时班长一着急，
一口一个“中”“弄啥嘞”，我就会听
得抓耳挠腮干着急。

这几年的周口，悄悄实现了逆

袭。 而我也渐渐习惯了豫东平原，
习惯了胡辣汤 、烩面 ，也学会了周
口话，我开始热衷于了解周口地域
文化 。 一本 《道德经 》我不但读出
了乐趣， 还读上了瘾， 三川交汇 、
老子故里、女娲之乡……这些词语
也渐渐耳熟能详。

现在的周漯路 ，早已变得干净
整洁，路边是整齐的绿化带。 周口
东、周口南也由原来的麦地变成了
高楼大厦，臭水沟变成了公园的小
桥流水； 周口大道两侧的路灯、绿
植，让人走在路上总忍不住拍几张
照片。 高铁站让人与人的距离变得
不再遥远。 和谐广场上绿油油的草
地、 翩飞的风筝更是随处可见 ；火
车站为每个回家的孩子指引了方
向。 城区街道旁的小游园、小景观、
智慧图书馆、 市民驿站焕然一新，
连厕所都建成了风景线。 现在回家
有人问我在哪儿当兵，我会自豪地

说：“在河南周口，可能你不知道周
口，但你肯定知道老子的《道德经》
吧？ 周口就是老子故里！ ”“道德名
城 ，魅力周口 ”正在绽放出它独有
的气质。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已深
深爱上了这座城市， 虽看不到山 ，
却有水的柔美。 喜欢出门去周口公
园散步 ， 在路边的小花小草旁驻
足， 去沙颍河湿地公园看大船，一
口一个“中”地讲起周口话。

今年是我来周口的第 11 个年
头 ，部队培养了我的成熟稳重 ，三
川大地养育了我的强健体魄 。 终
有一天 ， 我会离开周口回到我的
家乡 ， 但我与周口的故事不会结
束 。 等我老了 ，我会带着我的孩子
再到周口 ， 给他讲述我的周口故
事 。 那时 ， 我一定会骄傲地跟他
说 ：“看 ，这里是周口！ 是我年轻时
成长奋斗的地方 ！ ”

七律一组
翟赞华

���心系清水河

河水清清蒲草长，
岸边尽是好风光。
一望无际田畴殖，
五谷丰登粮满仓。
麦海棉山千户喜，
花繁果硕万园香。
三生有幸诞斯地，
不负韶华百岁康。

回故乡

渺渺波纹汀草香，
清河两岸凯歌扬。
麦田千顷繁穰劲，

油菜百畦蝴蝶忙。
旭日初升温沃野，
晚霞夕照泛红光。
苍苍白发归乡里，
追昔抚今思满膛。

闲居平沟村

棵棵辛夷高入云，
三弯突现两沟村。
长长飞瀑招群客，
隐隐青山生紫氤。
坡上笼笼蜂酿蜜，
岩边座座玉楼新。
伏牛深处风光秀，
喜揽东西南北人。

扶沟赋
徐青锋

星垂天秤，地处中州。 沙沉豫
土，川入洧流。 黄河泛区，陈王食
邑，苍原如翠，古曰桐丘。 郡治以
郑魏故地，史溯于战国春秋。 其地
有扶亭洧沟，并称嘉善；取字以藏
头护尾，又名扶沟。 西接许昌，采
阳翟之宋器；东邻阳夏，隔汴水之
芳洲。 北望八朝帝京，千村如列；
南邻三川沃野，百里同畴。

郑伯故地，魏侯之邦。 民从礼
乐，业重农桑。 千年仁风化育，遥
归盛德； 三代鼎甲移文， 隐颂天
章。 古殿槐荫，禅通乎支亭宝刹；
龙山文脉，灵伏于凤凰高岗。 自汉
高设县 ，邑名始定 ；经历朝兴衰 ，
大业乃荣。 溱洧之溪， 汇流于双
洎；雾烟之岭，绍圣而初鸣。 一方
宝地，人文所化 ；五千真言 ，道之
所成。 至于赵宋开疆，大雅尤传。
文风丕振，德化昭宣。 踏彼琼瑶，
程门立雪 ；弘此儒教 ，乡邑开坛 。
熏南风于草木，腾吉象于衣冠。 泽
烟村以膏雨，披广陌以良田。 过彼
讲堂，观古松兮苍茫勃郁；谒此书
院， 展新卷兮博大雄浑。 文庙千
秋，殿插峨峨云翅 ；洪炉一鼎 ，风
扶袅袅香烟。 教化恒开， 尊师重
道；人才辈出，引凤栖鸾。 乃验甄
权之医 、袁涣之德 、梦阳之诗 、自
强之术。 历代前哲，隔世分荣。 乡
梓遥念，青史定评。 犹忆当时，自
是无双国士；情牵故里，长留不朽
贤名。

然中州腹地，所历也艰。 中原
逐鹿 ，兵家必争之地 ；洪水肆流 ，
浊浪必经之川。 清末衰沉，国弱民
孱。 西夷围伺，倭寇挥鞭。 狼烟战
祸，心忧社稷 ；水患蝗灾 ，恨满家

山。 于是乡出豪俊，剑指霜锋。 慷
慨以赴国难，驰驱而入军营。 吕潭
一族，吉氏双雄。 弃笔从戎，提兵
于乱世 ；平夷斩寇 ，报国以精忠 。
直言草奏，进策谈兵。 赴汤蹈火，
日战宵征。 且遂平倭之志，长留爱
国之名。 故乡感念，闾里尊崇。 鸿
昌大道，证此丰功。 慕德仰贤，堪
称乡人厚义；修园筑馆，乃寄故里
深衷。

今逢盛世，国泰民安。 仁施于
政，德昭于天。 黄河无水灾之患，
百姓无饥馑之艰。 惠泽千村兮，脱
贫致富 ；恩推百代兮 ，克难攻坚 。
革故鼎新兮，人心向善；纠疴除弊
兮，吏治清严。 风扶于翠甸琼楼，
安得广厦；鸟唱以清音逸韵，与俱
欢颜。 禽肥畜旺，树茂花繁。 五谷
丰登，果蔬满园。 千顷麦秀，秀毓
三农之画；万亩蔬香，香浮百姓之
餐。 棉粮重地，史犹同载；中原菜
都，名不虚传。 甘雨含滋，犹作青
山绿水； 惠风和畅， 恰如舜日尧
天。 更域通高铁，水渡津梁。 风云
际会，水陆繁忙。 交通所至，物运
接乎千里；礼乐之乘，财源纳于八
方。 千村富庶，百业隆昌。 天佑四
时，民乐一乡。 车水马龙，自是商
贾云集； 月恒日升， 如见骏业腾
骧。

锦绣中原，大美扶沟！ 鸿昌故
里，溱洧之洲。 黄河西来，携玄沙
以积厚壤；嵩山东望，隔雾岭而入
桐丘。 苍林滴翠，盛德怀柔。 鹿鸣
旷野，政颂嘉猷。 宏图大展，福泽
千秋。 物阜民康，孰与同俦？ 当乘
复兴之运，高歌圆梦；愿效献吉之
笔，挥赋成讴。 ①8

再祭“九一八”
李绍彬

������倭寇滋事气如煞，
将军隐弓剑入匣。
经夜奉天痛易帜，
一朝锦州尽弃甲。

山河破时云遮月，
铁蹄踏处血溅花。
历览中华多少恨，
匹夫难忘“九一八”！

诗 歌

２０22 年 9 月 23 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李硕 美术编辑：张赟 电话：6199503����副 刊

本版统筹 董雪丹 插图 普淑娟

散文

赋

摄影 / 诗歌 天 籁
摄影/予子 诗歌/绿岛

让金灿灿的阳光回家吧
路途很远
而我，只挽留最后的一缕余晖
小心翼翼地涂抹在你
肃穆的眉宇之间

请不要大声地说话好吗
让语言的聒噪
如同时光一样悄悄遁去
我们也只需
慢慢消融于一个澄明的童话之中
揽圣洁的温馨入怀
一瞬即是心的永恒

也无需梦的点缀
那可是些至尊至圣的诗行呵
它们只留下了高贵的血统
就像天使影子
殷勤而又顾盼地在水面蹑足潜行

氤氲于你目光抚摸之后的幻梦与
微澜之间

馨，也要独自去了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