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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下旬!笔者有幸随团到德

国培训!二十多天的境外生活!亲

自感受了那里的异国风光" 历史

文化和风土人情!略记一二!与读

者共享#

一!蓝天白云"一个适宜居住

的国度

飞机飞抵德国上空! 降低了

高度!德国到了$ 从北京经过近十

个小时的飞行!终于到达目的地$

从飞机舷窗朝下望! 最引人注目

的是一片片面积很大的人造森

林!据悉!德国的森林覆盖率占全

国土地总面积的三分之一! 是世

界森林覆盖率较高的国家之一 $

由于植被的繁茂! 德国的气候十

分宜人$ 我们到后发现!德国的上

空!到处是蓝天白云!蓝天是纯蓝

色的!没有一点杂质%白云是纯白

色的!像一团团洁白的棉花!在你

头顶上缓缓地飘过! 好像一伸手

就可以扯下一片来$ 在驱车郊外&

向另一个城市行驶途中! 隔着车

窗朝外望!上面是蓝天白云!下

面是碧绿的大片牧场! 牧场上成

群的牛羊% 或者是大片金黄色的

麦田!麦田里看不到人!只见一台

收割机在那里工作$ 再接着映入

眼帘的是树林和绿树掩映下的村

镇'这里之所以称(村镇)!是因为

搞不清楚是村还是镇! 因为这一

片片都是别墅居住区*$ 我们不禁

感叹+ 这不是安徒生笔下的童话

世界吗, 说它是童话世界并不夸

张!这里的居民们自己也说+这片

土地是上帝最眷恋的地方$ 他们

之所以这样说! 是因为这里的气

候条件得天独厚$ 你看!这里几乎

是三四天一场雨 !呼啦啦 !一阵

暴雨过去了!土地下透湿!花草滋

润了! 接着是蓝天白云! 又放晴

了%晴了几天!花草树木及农作物

需浇灌了 !于是 !呼啦啦 !雨又来

了!接着又放晴了$ 晴天雨天循环

往复! 长年不淹又不旱! 风调雨

顺$ 这里雨水多!气候湿润!人们

的皮肤也细腻而白嫩! 又由于阴

天多!被太阳晒得少!加上化妆品

的使用!加上人种的优势!再加上

牛奶面包的滋养! 德国的女性更

是肤如凝脂了$ 虽这样得天独厚!

但她们并不看好自己的肤色 !她

们认为皮肤是古铜色的好!所以!

为了把白嫩的皮肤晒成古铜色 !

三伏天也穿着三点式趴在河边或

广场的草坪上进行 (日光浴)!而

不像我国的女同胞打着阳伞走

路$ 我们团里有两位女同事打着

阳伞从她们身边经过! 便引来她

们好奇的目光$ 她们可能在纳闷!

这么好的阳光! 为什么打个伞故

意遮住, 脑子进水了吧,

这里较多的雨水! 不但有利

于花草树木和农作物的生长 !也

调节了气候! 夏天! 虽然白天炎

热!但一场雨过后!天气马上又凉

快起来!得穿上西服$ 这里纬度与

我国的漠河差不多!昼夜温差大!

即使在伏天! 夜里睡觉也不需要

电扇空调!且须盖上被子$ 另外!

雨水的丰富! 又使这里的城市环

境得到净化!三天一场雨!把街道

冲刷得比扫的都干净$ 让我们奇

怪的是!这里虽然气候湿润!竟然

没有苍蝇和蚊子!相反!在市区的

树林里! 竟然不断地有成群的野

兔出没! 湖里有成群的野鸭与天

鹅游来游去! 它们并不怕路边行

人! 还抢着吃行人丢给它们的食

物呢- 人与自然如此和谐相处!才

导致了这样的一个适宜居住的童

话世界! 上帝真是太宠爱这里的

人们了$

二!一个严谨!诚实!热情的民

族

德国人属日耳曼民族 !这是

一个做人诚实 "做事严谨 "待人

热情而有包容性的民族 !且自强

不息 $ 在中古时期的这片土地

上 !有许多个小王国 !于
"#!"

年

才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帝国 !建国

后迅速崛起 !经济实力很快超过

英法意等国 !但却不像这些国家

拥有多国的殖民地$ 于是要求重

新瓜分殖民地!于
"$"%

年挑起第

一次世界大战 !战败后 !仍不甘

心 !自强不息 !于二十五年后的

"$&$

年又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

瓜分世界 !又被战败 !被美 "英 "

法 "苏占领 $ 自己发动的两次战

争都失败了 !德国人意识到了自

己的错误 ! 认为那是咎由自取 !

是贪欲之心所酿造的恶果$ 他们

对自己所挑起的这两次战争也

有深深的忏悔 !德国的一位前总

理曾在阵亡将士的墓碑前跪下 !

这种举动受到了世界的好评 +

(一位总理跪下了 ! 一个民族崛

起了$ )在德国汉堡市的一个博

物馆里 !有一尊塑像 !是一位母

亲坐在地上抱着战死的儿子 !母

亲脸上凄惨的表情 !打动着每一

位参观者$ 这都表示德国人勇于

承认自己的错误 $ 德国人的诚

实 "严谨也表现在日常生活中的

待人接物上 $ 据当地的翻译说 !

在德国市场从来没有假货 !在价

格上你也不必担心上当受骗$ 翻

译特意告诉大家 ! 到商店购物 !

千万不要问(这东西假不假, )那

样会激怒德国人 !他们认为这种

不信任是一种侮辱 !进而会怒斥

你+(请你出去$ )在价格上!商品

明码标价 !需要优惠的 !也标出

来 !不用搞价钱 !中国市场上的

(拦腰砍)在德国是不存在的$德

国人做事严谨 !钉是钉 !铆是铆 !

一点不含糊 $ 星期天是休息日 !

不但上班的休息 !开商店的也关

门闭户 !故而大街上竟然见不到

人$ 司机每天工作不超过十二小

时 !一次驾车不超四小时 '如果

超了 !交通部门按车上的记录器

进行处罚 *!到时了 !就要休息 $

外国人说 +德国人长的是土豆脑

袋$意思是实芯的!不灵通$实质

上!这是诚实 !是一种美德 $德国

人工作起来认真 "耐心 "精细 !他

们所修建的公路至少要保质
'(

年 $他们用手工技术生产的产品

世界闻名 !如手表 "钢笔等 $瑞士

手表闻名 !其实造表的师傅大多

是德国人 $ 由于他们干活求精 !

且又以人为本 ! 其速度就比较

慢 !据悉 !有一段
'((

米的柏油

路 !他们竟然修了一年 !因为天

气热了 !不干 %干一会累了 !休

息 %渴了 !要停下来喝咖啡 %又

干一会儿饿了 !休息吃东西 %天

下雨了 '德国雨天多 *!休息 %又

过一会儿 !下班时间到了 $ 这样

下来 !一天就干不了多少活 $ 大

概这是最人性化的劳动了 $ 德

国 人 对 人 热 情 友 好 也 是 公 认

的 !我们坐在大巴上 !在街道里

穿行 ! 会遇到街上的德国人向

我们热情招手 ! 他们看见这一

车黑头发 "黄皮肤的外国人 !也

很感兴趣 $ 在宾馆里 !每次到餐

厅吃早餐 ! 漂亮的女服务员就

会 微 笑 着 向 你 打 招 呼 +

(

)*+,+-

- )一次 !我们在汉诺威

市 参 观 生 产 宝 马 车 的 公 司 总

部 !男性接待者一步上前 !张开

双臂搂住了我们团两个人的肩

膀 ! 口 里 不 停 地 说 + (

./,+01

+2)345 *+4

- )'中国第一 *!当时

正在举行伦敦奥运会 ! 他夸赞

中国获金牌最多 $ 有时 !他们的

热情 !也出自一种敬业精神 $ 在

我 们 参 观 一 个 古 城 堡 博 物 馆

时 !漂亮的女解说员在我们入场

时 !主动地面带微笑用一只胳膊

搂住我们的一位男士照相 $最让

我们称赞的是 !在法兰克福机场

将要登机回国时 !一位同事的包

忘在了机场商店的柜台上 !这位

同事正慌忙寻找 !一位女乘务员

模样的人主动找过来了 !她拿出

包来 !验证了失主之后 !把它还

给了那位同事$ 诸如此类的事我

们遇到的还有很多 $ #一 $

富有深度与文学性的书写
!!!读张新安先生的散文

任 动

!!!!!!

(周口作家群)重要代表之一

的张新安先生!是一位写作上的多

面手!在长篇小说"小小说"散文"

纪实文学等领域都有建树!而且多

次获奖!成绩斐然!可谓是十八般

武艺!样样了得$ 在持之以恒的写

作生涯中!他创作出一批诸如.翡

翠挂件/&.走进百草园/&.想起金

巴/&.沧海漾不见仙/&.侯宝林

义助王朋/&.十香菜/&.听庐山0想

庐山/&.向向司令求墨宝/ 等称得

上富有深度与文学性的散文作品$

张新安的散文直面现实 !有

感而发!不是以自我为中心!以闲

适为格调的小摆设! 而是浸透着

作者的道德良知和社会责任感 $

.沧海漾不见仙/! 不仅为读者

详细描绘了长岛的美景+(时下的

长岛!已是名副其实的仙山$ 岛上

奇花名卉 !林木茂丰 %鸟语花香 !

碧海清风)!而且浓墨重书了祖籍

蓬莱的抗剿倭寇民族英雄戚继光

的业绩! 由此生发感慨+(踏着英

雄的足迹! 继承英雄视国家主权

为第一生命的精神! 用我们的铮

铮铁骨! 捍卫我们伟大祖国的每

一寸山河!这是比我们的房产&金

钱甚至热血& 生命更为重要的神

圣使命11) 作者景仰和效法英

雄的赤子之心与爱国情怀! 跃然

纸上!给读者巨大的精神震撼$

(一个人 &一个民族 &一个国

家! 首应摈弃革除的即应是萎靡

不振! 首当宏扬光大的即应是这

朝气与生机 )!.听庐山0想庐山 /

中对国家& 民族和个人生命力萎

顿的忧思! 对蓬勃朝气与旺盛生

机的希冀! 分明体现出作者深沉

的忧患意识$ 而.十香菜/中十香

菜所表现出的与诸植物不争 !随

遇而安的品格!让作者联想到(耐

得住寂寞! 经受得冷落% 不媚不

谄 !不用娇惯 !依然能傲立生长 !

舍己利他)的人生追求!这不能排

除是作者的人生写照! 书写出来

与读者诸君共勉$

张新安的散文内蕴深厚 !哲

理性强! 知性与感性结合! 对历

史& 现实以及社会文明进行反思

和批判!具有文化散文的品格!有

力提升了其散文的精神境界 &艺

术内涵和学理品位$ 作为一位资

深作家! 张新安对创作有独特的

感悟! 并在散文中予以艺术地传

达$ 如(文学之果!是结在生活大

树之上的$ 感受生活!留心观察!

用非同寻常的灵性与慧眼! 去发

现生活中的美)$ 阐明了文学与生

活的关系! 既揭示了文学源于生

活的道理! 也强调了创作主体的

(灵性与慧眼)! 的确是指导创作

的金玉良言!值得写作者借鉴$ 腹

有诗书气自华$张新安散文之所以

具有文化散文的品格!得益于他深

厚的古典文学根底$比如作者从儿

时的垂钓! 就能联想到古代隐士

(终年无客常闭关! 终日无心长自

闲$ 不妨饮酒复垂钓!君但能来相

往还)的闲情逸兴%(人钩曲!我钩

直!哀哉我钩又无食$ 文王已没不

复生!直钩之道何时行)的对小人

当道!自己生不逢时的感慨%(只钓

当朝君与相! 何尝意在水中鱼)之

攀附权贵的狼子野心$诗词名句信

手拈来! 可见作者学养之深厚!以

此为根基!张新安的散文具有深厚

的文化底蕴!毫不奇怪$

文章的题目常常是文眼!是文

章的浓缩! 好的题目让人过目难

忘!并吸引读者去阅读$ 张新安散

文的妙处就是给文章取名时匠心

独运!务求新颖$比如.向向司令求

墨宝/题目连用两个(向)字!看似

笔误! 其实是全篇内容的提炼与

浓缩! 整篇散文写的是作者向原

南京军区司令员向守志上将求墨

宝的事件及前因后果! 题目的新

奇可见作者构思时的殚精竭虑 !

颇有(语不惊人死不休)之意$

近年来!中国的散文创作取得

长足进展! 名篇佳作层出不穷!一

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很多散文作者

汲取了小说创作技法!丰富了散文

的艺术技巧!提升了散文的艺术品

质$张新安的散文也融入了诸如人

物对话&环境描写&肖像刻画&细节

展示等小说技巧$ .侯宝林义助王

朋/写相声艺术大师侯宝林和周口

著名民间艺人王朋之间的深情厚

谊!表现了侯宝林修仁尚义的博大

情怀和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 在质

朴的叙述中蕴含感人肺腑的力量$

文章既有自然环境的描写+(像下火

一般!

6$!(

年的夏天! 显得格外地

热!热得在太阳底下撒泡尿!就能

蒸发出一团氤氲来)% 又有肖像刻

画+(一位年约
7

旬开外!前额宽阔!

身材修长!卧蚕眉下一双细长的眼

睛虽然不大!但却炯炯有神!放射出

智慧之光的汉子! 正赤臂重复着相

同的动作! 一趟趟从砖锭上往架子

车上装砖头)%更有生动而幽默的语

言描写+(恁看这老头! 晒得黑不溜

秋! 跟泥鳅似地! 还干哩- )(就

这222心还没晒红呢11)多种小

说技法的综合运用!增强了张新安

散文的艺术性与可读性#

张新安的散文构思巧妙!精雕

细琢!温润圆熟!水到渠成!往往开

篇就很精彩!能够深深地吸引住读

者! 让人们饶有兴趣地阅读下去#

其山水游记.走进百草园/!书写鲁

迅先生童年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

乐园222百草园! 作者起笔即是+

(曾经两次路过绍兴!遗憾的是!第

一次没有停留! 第二次也没有停

留# 这次!我终于踏进了景仰已久

的&鲁迅先生笔下的百草园#)让读

者不仅联想到鲁迅的散文诗 .秋

夜/ 中历来为人们所激赏的名句+

(在我的后园! 可以看见墙外有两

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

枣树# )仿拟鲁迅的笔法强调自己

第三次到绍兴! 终于踏进了百草

园! 既表达了作者的激动欣喜之

情! 也是对鲁迅这位世界级文学

大师的尊敬和致意#

张新安散文结构上的匠心!还

体现在卒章显志!结尾点题!于无

声处听惊雷! 在日常生活的叙写

中!阐发深刻的哲理# .翡翠挂件/

中 ! (每当我把玩这枚翡翠挂件

时)!总是会想到(得失从缘!不可

强求)# 是啊!人生短暂!何必为一

些蜗角蝇头之利而患得患失呢#每

一个人都应该树立远大的目标并

为之奋斗终生!而且最精彩的是过

程而不是结果!(得失从缘)! 只要

我付出了努力!进行了奋斗!又何

必在乎结局的成功还是失败呢#

雨路风情
程 鹏

!!!!!!

去年
6(

月! 我有幸去柳州参

加一次学术会议!会议间隙!热情

的东道主组织大家游览了那里的

山水名胜! 感受了一番当地的风

土人情# 柳州处处景色秀美!让人

流连忘返! 而给我印象最深的还

数那充满浓浓异域风情的少数民

族村寨!至今让我难以忘怀#

那是一个细雨蒙蒙的日子 #

然而! 大家的心情却始终阳光灿

烂! 从一路的蔗林清风到贝江的

碧水云烟! 从苗寨的激情歌舞到

侗乡的百家晚宴! 无不让人感受

到南国的山川秀美& 浓浓的民族

情怀#

从柳州出发! 经过三四个小

时的奔波 !上午
6(

点多 !我们来

到
6((

多公里外位于广西北部的

融水苗族自治县# 它是广西唯一

的苗族自治县!全县人口近
7(

万

人!有苗&瑶&侗&壮&汉等
6&

个民

族!但苗族占将近一半# 融水县城

不大!却十分干净!交通也非常便

捷 !既有公路直达柳州 &桂林 !又

有铁路穿城而过!连接张家界&贵

阳 &湛江 &成都等地 !同时还有水

路直通柳州#

一路上都是阴雨绵绵! 到融

水时雨越下越紧! 不过山中的雨

天 !空气更清新 !雨声更清脆 !倒

别有一番风味# 只是我们没时间

细品这雨中的大苗山! 便坐上柴

油机小船!畅游美丽的贝江了#

贝江是珠江的一个重要支

流!发源于九万大山和元宝山!全

长
6%8

公里! 由西江汇入珠江流

向南海# 贝江虽没有漓江等名气

大!但美景并不比这些江逊色!它

像一条绿色的飘带! 蜿蜒于千山

万壑之中#

贝江水清澈透明&碧绿如玉!

贝江两岸是莽莽杉林&滔滔绿竹!

青山绿水浑然一体! 让人分不清

哪是江水哪是绿树# 人坐在船上!

行走在绿的走廊里! 感受着绿的

浸润!顿时有一种远离尘嚣&融于

自然&物我两忘的惬意和快慰# 这

是我从未有过的感觉#

在绿树掩映中! 随着一阵悠

扬的芦笙旋律! 苗寨出现在了我

们眼前# 弃船上岸!扑面而来的便

是苗家人热情而又独特的欢迎仪

式! 两排身着鲜艳服装的苗家姑

娘一边唱歌一边献上香甜的米

酒! 把我们引向风情独具的苗家

山寨#

斗马!是苗家人的传统习俗!

也是我们来到苗寨后欣赏的第一

个节目!大家也多是首次观赏# 就

本人来说!以前只知有斗牛&斗鸡

等!斗马可是闻所未闻!而且也不

相信会有两马相斗的# 不过!眼见

为实!两马还真就斗起来了!而且

激烈程度毫不逊色于两鸡相斗 !

只是这斗的导火索竟是一匹母

马222为争夺母马的芳心而斗 #

母马被事先放进斗马场! 然后再

放进去一匹公马! 待两马耳鬓厮

磨!正处于兴奋状态时!又一匹公

马被放进来! 于是为独享权而战

的搏斗厮杀便开始了# 这时!母马

就退到了一旁! 若无其事地站在

那里! 静等着为胜利者送上温柔

的怀抱#

场内硝烟弥漫! 场外笑语声

喧# 只是人们忘了!这争斗的场景

并不只存在于马或其他的动物 !

人类似乎更脱不了这个俗222这

该是动物的本性吧# 可悲的是!脱

不了俗的人类! 竟喜欢用它来挑

起动物间的争斗!并以此为乐
9

看了斗马!已到午餐时间!热

情好客的苗家人自然有一套招待

宾客的办法# 他们一群人端起杯&

唱起歌 !挨个敬酒 !集中火力 !轮

番轰炸! 因此即便是甜滋滋的米

酒!也很少有人能真正招架得了#

于是!饭场成了快乐之所&笑闹之

地! 吃饭也成了游客的又一娱乐

项目#

饭后是一场歌舞节目! 虽然

场地不大!演员不多!但组织得相

当成功# 他们运用风趣幽默的语

言和丰富多彩的节目! 充分调动

起游客的积极性! 激发起游客的

参与热情# 特别是踩堂舞等众人

互动的节目! 更使场面彻底地活

跃起来!热烈起来!将歌舞会一次

次推向高潮#

辞别苗寨! 我们又来到了三

江侗族自治县! 在风情别具的侗

寨里!在深深的感动中!我们享受

了一场独特的晚宴222百家宴#

百家宴也称合拢饭! 是侗族

给客人的一种殊荣! 是整个家族

都来招待客人的一种仪式# 百家

宴时! 整个房族或整个寨子每户

来一位成年男子或妇女! 各自提

来酒菜 !摆在一起 !互相品尝 !美

味共享#

由于路上耽误了一些时间 !

我们到达侗胞的村寨时天已经黑

了!也早过了晚饭时间# 但好客的

侗胞一直在等着我们这些不守时

的客人# 待我们一到!欢迎仪式立

即开始!歌舞节目次第登台!夜色

下的山寨顿时便沸腾起来# 当偌

大的广场上摆满一行行长形条

桌! 当几十张长条桌上摆满一碟

碟散发着诱人香味的饭菜! 当清

脆的侗乐响起! 当上百人同举杯

盏&高歌齐舞之时!你不会不受到

震撼! 不得不感慨万千222这就

是侗族乡亲啊! 他们以百家宴这

一独特方式款待我们这些来自远

方的客人#

这晚虽然因为我们的迟到 !

饭菜已经有些凉了! 但侗家人的

热情却让我们感受到了少有的温

暖! 大家一直狂欢到深夜才依依

不舍地离去#

不知什么时候!雨已经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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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八一大桥通车有感

王化民

!!!!!!

七彩斑斓"

四柱擎天#

一桥飞架"

似彩虹横跨沙颍河岸#

大桥通车夙愿实现"

人如潮两岸民众竖指赞#

漫步桥间"

仰看周口美景奇观"

放飞心中梦想"

高楼入云端#

流水潺潺"

影出富民强市新跨越 新

发展

与时俱进的铮铮信念#

心中荡起对美好生活 的

眷恋 $

光影#外一首$

高红

!!!!!!

阳光透过树梢闪烁"

在我的肩头%发梢跳跃#

后背有些温热"

转身"哎哟"

一束光撞了我的腰#

人面桃花
低首"含羞"

回眸"百媚#

在你唇角上扬的一瞬"

我看到一朵明艳的桃花#

水调歌头

高曙光

!!!!!!

叶落知秋到" 漫步颍水边#

一河清水东去"碧波映云天# 水

岸浅滩垂钓" 岸北河南撑伞"水

下鱼儿欢# 一时贪心起"上钩惹

人怜#

天宇阔"云自若"堪比仙# 秋

来叶枯"老妪拾起化炊烟# 自古

人生苦短"慨叹留有遗憾 "回忆

惹心酸# 只盼秋风起"萧然落尘

间#

客 居

毕方正

!!!!!!

是日惊秋老"

相望各一涯#

离怀销浊酒"

愁眼见黄花#

天地存肝胆"

江山阅鬓华#

多蒙千里讯"

逐客已无家#

天鹅堡 李伟 摄

!"#$年度河南省报纸副刊作品年赛

本报选送作品中 !篇获奖
本报讯

C

记者 赵金
D @(""

年

度河南省报纸副刊作品年赛获奖

名单日前揭晓# .周口日报/副刊

作品喜获丰收! 所选送的作品中

有
!

篇获奖! 其中
@

篇散文荣获

一等奖 !

@

篇散文荣获二等奖 !

&

篇散文获三等奖#

此次评选活动中! 郭宏景创

作&马芯编辑的散文.开封三叹 /

获一等奖%阿慧创作&马芯编辑的

散文.迷失乡野/获一等奖 %刘彦

章创作&杨雅萍&马芯编辑的散文

.从民俗高地到文学高原/获二等

奖% 柳岸创作& 李硕编辑的散文

.你带手机了吗/获二等奖 %李涛

创作&马芯编辑的散文.吃酱豆的

那些日子/ 获三等奖% 董素芝创

作&马芯编辑的散文.沿着林雪儿

的文字通道/获三等奖%张永海创

作&李硕编辑的散文.陈州深处 /

获三等奖#

文艺动态

童晓霞 摄泊

游庐山

孙诚忠

其一

匡庐立江天"

等待九万年"

时有云雾绕"

更多阳光照#

其二

望鄱建有亭"

我辈今复登"

三叠挂飞泉"

高天万里清#

其三

追求真善美"

天生仙人洞"

会址谈判台"

千秋共齐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