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恪守 !孝道 "

田园

!!!!!!

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

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几千年来 ! 儒家学派核心中的

#忠$孝$悌%思想在我国各族人民

心目中一直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阅读孔子儒家学说经典! 纵观我

国现实社会中各类各式的人文

环境!品味&孝道%方面的典型事

件!结合自己的实际行为和对&孝

道%重要意义的进一步理解!我认

为'尽心尽力地恪守&孝道%!科学

地牢记老人及前辈们成功的实

践经验$谆谆教导!付诸行动
!

坚

持不懈! 是推进我国建设事业蒸

蒸日上$人类文明的强大动力(

恪守&孝道%! 尊敬老人!竭尽

年轻人应有的&孝%心!让老人们

幸福地生活!安度晚年!使老人与

年轻人和谐相处$共度时光!克难

攻坚$共创辉煌!是世界各国人民

长期共存的美好愿景! 至今都是

很宝贵的文化珍品) 在成年人心

目中大家会共同认识到' 对老年

人必须孝敬! 让老年人晚年幸福

美满!安享天伦之乐!这是一个人

应当做到或不难做到的事情" 如

果歧视和虐待老人! 不但会使集

体生产和社会效益受到损失!青

年人的工作和进步也要受到不同

程度的干扰或影响! 在事业发展

上也会缺乏一些应有的成熟" 久

而久之!会使人的道德沦丧!社会

混乱!甚至能逐步形成社会危机"

传承&孝道%是我国一贯倡导

的重要环节" 为把&孝道%的美好

传统思想观念和道德伦理发扬光

大!

"#$"

年
%

月
$&

日!全国妇联

老龄工作协调办$全国老龄办$全

国心系系列活动组委会共同颁布

了*新&

"'

孝%行动标准+) 旨在通

过新的
"'

条行为标准来全面引

导全国人民的&孝心%!指导人们

的实际行动! 克服一些不正确或

不必要的盲目言行! 使老人的生

活更幸福!精神更愉快!&余热%更

强大!&夕阳%更辉煌) *新&

"'

孝%

行动标准+ 中明确地提出了老人

生存的社会作用和现实意义!对

当代人的正面教育和深刻影响

是很重要的) 与全国妇联, 全国

老龄办$ 全国心系系列活动组委

会共同发布的 &新行动标准%相

比!我国自古至今流传下来的*

"'

孝+ 内容涵盖了古代一些先进典

型的孝道事例!动人心弦!感受至

深) *

"'

孝+中有不少地方所述孔

子关于遵守&孝道%$发扬传统美

德的论断更是十分精辟! 至今仍

然是道理深邃$比喻生动!意义明

了$ 循循善诱! 是指导我们弘扬

&孝道% 传统美德的理论指南!也

是尊敬老人$ 发展人类文明的精

神食粮)

恪守&孝道%是我国的传统美

德! 是人类应当尽到的责任和义

务) 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讲! 人们

都会明白一个真理'没有&老%就

没有&小%!子女的出世都是父母

生下来的! 子女的健康成长都是

父母养育的! 子女的文化知识和

各种业绩都离不开父母长期无微

不至的关怀与指导) 不要说是人

类! 即使是动物之类的繁殖和发

育也具有同样的道理) 因此!从

最基本的规律$ 常识和最简单的

道理$程序来说!恪守&孝道%$尊

敬老人都是一个人本能所表现

出来的必然产物! 彰显出做人最

基本的良心所在) 如果说一个人

的良心是红色的$健康的!那么!

孝敬老人$ 尊敬父母是一个人所

必需的!是应该做到的) 反之!一

个人的良心就会由 &红色% 变成

&黑色%!不健康$不完善) 如此一

来! 人与人之间和长辈与晚辈之

间就会产生令人不可想象的多

种非正常现象! 社会就会逐步走

向混乱! 国家的建设事业就会停

滞不前或慢慢倒退)

&孝道%是人类自愿遵守的美

好风俗)在我国孝敬老人$尊敬父

母的人和事可以说大有人在$可

歌可泣! 很容易就可举出成千上

万例恪守&孝道%的先进典型) 这

也是我国优于其他一些国家关

于&孝道%方面的特色优秀文化)

当然! 也有个别地方的少数人置

&孝道%而不顾!无孝敬老人之观

念! 做出了一些令人痛恨的不孝

之事!以至于使老人生活无保障$

保健无依靠!精神不愉快$健康问

题多)这些虽然是个别现象!但也

应该足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与

警觉! 因为它损害了中华民族的

优良传统! 破坏了文明灿烂的人

文环境!是造成社会倒退$国家混

乱的罪魁祸首)

付出孝心!享受教诲!受益终

身) 恪守&孝道%!尊重老人的教

诲! 吸纳老人的实践经验并付诸

积极的行动! 是推动人类精神文

明快速发展的动力) 相对来说!

老人的社会实践更多一些! 经验

更丰富一些! 走的崎岖路程和宽

广大道更远一些!更复杂一些!所

经历的失败教训也会更深刻一

些)因此!老人对事物发展的结果

及对社会的长远影响判断更实

际$更准确)&不听老人言!吃亏在

眼前%!这句民间俗语具有非常朴

素的积极意义! 更进一步证明了

老人现实拥有的$ 上天给予的实

践经验! 是青年人所不能具备的

宝贵财富) 从我国近代史来看!

老人们极为完整的理论和非常

成熟的经验! 为治国安业起到了

比后来人想象更为完好$ 更为重

要的作用) 如我国的总设计师邓

小平老人!虽然当时已年过八旬!

但老人家精神矍铄$思维敏捷!分

析透彻$判断准确)上个世纪八十

年代! 邓小平老人发表了举世闻

名的&南方谈话%!为我国全面深

化改革开放$ 根治落后的思想观

念! 有力地清除了阻碍国家大建

设的思想障碍! 为加速中国的现

代化建设步伐起到了决定性作

用) 至今! 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建

设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也是邓

小平老人智慧的结晶! 源自于邓

小平总设计师的伟大贡献)

恪守&孝道%$尊敬老人是炎黄

子孙一贯遵行的道德范畴! 是中

华各族儿女的美好夙愿) 为早日

实现全国人民建设小康社会的奋

斗目标!营造良好的&孝道%环境!

我们应当有计划$ 有义务地让老

人们在当今文明的社会环境里度

完他们幸福的人生) 面对社会发

展的现实情况! 要客观地顺从老

人的远见卓识! 聆听他们经过长

期实践而得出的雅言! 努力实现

科学发展$富国民强的理想目标)

遗失的青春
张 贝

!!!!!!

时光如水!总是无言!当岁月

的长河缓缓地流过! 当生命的舞

曲轻轻奏响! 当时光如沙漏般从

指间倾泻时! 青春却如同一场盛

宴!浓妆艳抹地登场!又奢华低调

地落幕)

又是一年秋叶纷飞的季节!飘

零的落叶垂直落下!诉说着岁月老

去的痕迹)不知不觉这校园的天空

已捡拾了岁月繁华背后的荒芜!阵

阵微风翻飞的黄叶让此刻安静的

新湖荡起淡淡伤感的情怀)

站在时光的路口! 回望曾经

的美丽和温柔) 往事闪烁在流动

的记忆里!春天的青草!秋天的枫

叶!天真的笑脸!那时的你 !还有

你!我们相聚在一起!只为共同的

选择) 曾经满怀激情和梦想来到

渴望已久的大学! 为了我们的梦

想努力奋斗! 曾经漫步操场畅谈

着人生!爱情!理想!幻想着美好

的未来) 曾经风雨无阻地一起军

训$一起嬉戏打闹!而如今这一切

都已成为回忆! 记忆凝固在了晶

莹的泪花中! 那些曾经的忧伤欢

乐! 那些曾经花发枝满的渴求与

憧憬! 依然在岁月的长河中缓缓

流过!又默默回溯)

独行在时光的苍茫里! 几许

惆怅!几许悲凉!萦绕思绪蔓延 !

零落成遍地残红! 飘飞在世俗的

尘埃中!就这样!那段纯白的年华

伴随着时光的变迁! 一起埋葬在

岁月的洪荒里! 被毫不留情地洗

刷带走)

也许生命的过客太多! 路过

的风景也太多! 终究还是告别了

旧日的原点) 此时恍悟一切!真的

再也回不去了!生活如同一场梦!

走到了尽头才明白! 最好的是过

程!而不是结果) 青春依然让我们

学会了悲伤$逞强$强颜欢笑)

回首那段悄然消逝的岁月 !

那些或深或浅的痕迹 !见证了我

们成长历程的欢笑与悲伤 !生活

依旧是如此绚丽多彩 !而那段清

涩的岁月却铭记在了心头)

世事纷繁!时光总是无言!而

青春就如同美丽的烟花一样 !美

丽而易逝!在青春这个舞台上!所

有的结局都已写好! 所有的泪水

也都已启程! 忘却了是怎样的开

始! 而转眼间这幕舞台剧就已华

丽谢幕!那激情燃烧$满载梦想的

青春岁月! 就如云影般掠过) 不

得不承认! 青春就如一本仓促的

书!翻开的那刻开始!就再也无法

回首)

近日 !周口市青年

书法家协会楷书专业委

员会成立暨表彰大会在

扶沟县召开" 周口市书

法家协会副主席曹景

超#杜国库#贾冠华和周

口市青年书法家协会主

席团成员与青年书法家

及书法爱好者近
()

人

参加了会议" 周口市青

年书法家协会常务副主

席李树祥宣读了关于成

立周口市青年书法家协

会楷书专业委员会文

件 !李为 #许卫岭 #夏有

庆被选为楷书专业委员

会主任" -记者 王亚辉

通 讯 员 张 颢 李 龙 喜

摄.

剃庄头
张国营

!!!!!!

生产队的时候女人没有理发

的份!头发长了用剪刀剪一剪!喜

庆的时候为了使脸蛋白净一些就

在脸上撒些粉用两根粗线绳绞一

绞!姑娘们大多是辫辫子) 男人是

要理发的!那时叫剃头) 但剃头并

不在理发店里!乡下没有理发店!

即使有! 也付不起虽然很少的两

角钱) 不过!乡下人自有乡下人的

办法) 找一个理发师傅到队里来!

给本队的人剃头! 到季节生产队

出给他
$))

多斤粮食)这样的理发

师傅到庄子里来剃头就叫剃庄

头!我就是一直剃着庄头长大的)

理发师傅算着时间!每到
$(*

")

天之间不约而至) 担着的一副

剃头挑子!一头是烧水的锅子!下

边可以烧干柴! 锅子的一侧向上

立起一根竹竿! 竹竿上方吊着的

一块儿长条形的比-拭.刀布随风

翻转) 挑子的另一头是一条特制

的高凳子!之所以说特制!是说凳

面下面
'

根腿之间有两层制作 !

第一层是抽屉!里边放剪刀,推子

等理发用具/第二层是横板!上边

放磨刀石,劈柴的斧头等)

理发师傅来到目的地以后 !

选一个坑边树荫处立摊儿) 然后

任意到谁家寻点干柴破碎! 燃着

火从坑里舀来水倒在锅子里烧 )

趁着没人拿出磨刀石哧,哧,哧磨

他的剃头刀)

剃头的人慢慢上场了! 他们

一边和师傅打招呼! 一边找个树

根处蹲下等着) 除了十七八,一二

十的小伙子剃偏分 -当时叫洋

头.! 小孩子留茶壶盖儿以外!其

余的大部分是剃光头) 理发师傅

先从坑里舀来半盆凉水! 再从锅

子里舀出两瓢热水兑到一块儿 )

抓一把碱面或洗衣粉洗过头 !把

刀子比一比就开始操作) 师傅并

不是用五指握刀柄! 而是把刀柄

夹在中指与无名指之间! 翘起小

拇指!左手摁住头!非常熟练地在

剃者的头上拉着长条) 剃掉的头

发也成条成条地散落到地上 !不

一会儿满头的乌发就剃光了) 然

后师傅再比比刀子! 扳住头刮二

遍!顺茬刮完再扳茬刮) 接下来是

刮胡子!更要细心!否则会刮口子

出血) 师傅先用热毛巾捂一捂!稍

等片刻就扳着下巴慢慢刮! 特别

需要扳茬! 直到用左手打摸一下

觉得光了才算完事 ) 但是还有最

后的程序!刮脸!挖耳廓!剪鼻毛)

所有的程序都完了! 师傅才像完

成一件杰作一样!解开披单!说一

声&好了%) 剃好的人才整整衣领

站起来! 立即引来别人的一阵惊

呼&灯泡!灯泡%!&我说这一阵子咋

这么亮!原来安灯泡了%) 就这样!

蓬头垢面瞬间变成白面书生了)

师傅并不是对所有的人都剃

得这么认真!给小孩子剃的时候甚

至连头就不洗! 三下五除二地刮

刮!几分钟的事) 因为他还要赶时

间)

最忙活的是春节前!&有钱没

钱剃个光葫芦过年%!并且都相信

正月十五前是不能理发的! 个中

的原因可能是说刚过年就在头上

动刀子特别不吉利) 所以老老少

少都要赶在年前剃一遍! 年龄最

小的在怀里抱着! 年龄最老的拄

着拐杖!步履蹒跚!老态龙钟) 理

发师傅连同所找的帮手连续两三

天才能把活干完! 然后再去他所

承包的另一个生产队)

现在没有人再剃庄头了 !理

发店, 造型室, 染烫中心比比皆

是!并且女性也比着赶时尚!谁也

不吝惜理发的钱) 可是!我还时时

回忆起当年剃庄头的事)

沙颍文艺组版编辑! 李 硕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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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王少青"诗经#陈风评析$

张万功

独啄#陈风$辟新见!!!!!!

掐指数月前! 得王少青先生之书! 名为

*诗经0陈风评析+)线装竖式!格调朴古!非中

国传统文化浸润者!不能筹此装祯也)有恶时

下出书之乱!几翻未读!置之案头!平添几分

儒雅)

*诗经+初称*诗+!+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

歌总集)*诗经+所反映的历史时代!上起西周

初年-公元前
$$))

年.下迄春秋中叶-公元前

5))

年.历时
())

年) 其由风,雅,颂三部分组

成)风是具有地域特点的土风歌谣-风按地域

分为十五国风!陈风是陈国时代的民歌!共十

首.) 雅为西周王畿的正声雅乐) 颂为祭神祭

祖的宗庙乐歌) 概因孔子曰'&丘治 *诗+,

*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为久

矣!孰知其故矣) %-*庄子0天运+.&入其国!其

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

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薭静

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

事!*春秋+教也) %-*礼记0经解+.故*诗+遂称

*诗经+!即列树人必课之典也)

缘由&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汉以降!

注*诗+者起续!且多为经易饱学之士)两汉有

*鲁诗+,*齐诗+,*韩诗+,*毛诗+,*郑笺+/唐

有*毛诗正义+/宋有*诗经集+/清有*诗经通

论+/近现代有*诗经通义+,*诗经新义+,*诗

经今注+等等) 在汗牛塞屋,林林总总的*诗+

注中!尤以汉鲁人毛亨的*毛诗正义+!郑玄的

*郑笺+行盛!之后注*诗+者常据之为范!稍有

生发!不脱其窠!独辟新见者概鲜) 虽知少青

先生嗜国学淬成习惯!歌,赋,诗,词罗胸!即

言含珠!锦绣文章!在业界向有&王老师%之戏

称!又知商品法则使然!凡慷慨鲜囊者!皆可

印其大作!遍送官堂朋舍!茶楼洒店!以博大

家大师之虚誉!故想王少青*诗经0陈风评析+

一难破古今己有*诗+注之旧构!二难脱世俗

之独清!不外拾人牙慧!或为&拿来%之作!因

之故!搁之书案!翻展未读也)

近因工作之需! 专心致志品读少青 *诗

经0陈风评析+!方知自己犯了&经验主义%)少

青之著!依史实而考地缘域风!秉艺理而摒政

牵偏会!还陈风以本旨!示陈风之清纯!读之

若惠风扑面!品之如文香虑胸!堪谓独啄*陈

风+辟新见之作)

或说!少青先生*诗经0陈风评析+佳在

何处1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觉妙有三

者)一者!新见独辟)正如少青先生言'&解诗

诸家或囿于儒家的政治伦理!或限于时代学

术视野等!经意或不经意间!把原本透明的

东西!弄得斑驳陆离) %亦有持附庸政治的病

态心理!把淳美的民间爱情诗和纯净的抒情

诗注评的剑拔弩张) 少青先生不为古今诸权

威*诗+注者迷!缜思哲啄!独辟新见!见之凭

因!啄之有据) 如*宛丘+!史上注诗者!意为

有三'一谓刺陈幽公荒淫昏乱!游荡无度/二

谓讽刺陈好巫风/ 三谓颂巫女舞蹈之美哉)

少青先生根据史述宛丘在陈的政治地理,经

济地理!考古发掘的历史文化层!复原当时

陈地宛丘的生产生活况境!断定这是一首诗

者爱慕巫女优美舞姿!近而萌发感情!而又

不可相及的抒情诗) 如果从艺术的角度!不

加政治的,儒家伦理的附凿!当信&宛丘%内

涵应是如此) 再如*衡门+!许多*诗+注者!包

括郭沫若先生认为!这是一首没落贵族沦为

贫民!念而不平的哀叹之作!是破落贵族劣

根性的表现) 少青先生则以当时陈地的社会

生态,文化生态!道家文化和陈地地缘关系

为据!指出这是一首道家文化扑面而来的隐

者之歌!体现了诗人居清贫而超然!鄙奢华

而淡泊的洒脱境界) *诗经0陈风+计十首!少

青先生对每一首都别具艺术慧眼!独啄出自

己的新见!在流行崇拜的社会形态下!少青

先生坚守唯物辩证法艺术观!相信艺术是发

展的!并在研究中不断完善的!并附诸自己

的艺术实践!实属难能可贵)

二者!译文优美) 译文一般有直译和意

译!不论直译或意译!都应是在恪守原诗本

意的前提下的艺术再造) 笔者阅读了许多

*诗经0陈风+的译文!曾经也对陈风作过译

文尝试!基本是原诗中字意的释展组合!缺

乏精到的修辞和节奏感) 读之难以调动内

心的激情) 少青的译文直译意译兼用!在准

确揣摩原诗所含情愫的前提下! 遵循 *诗

经+赋,比,兴的创作方法!遣华辞!秀丽句!

嵌入鲜活的心灵之感和生活的颜色! 极具

诗的律动和乐感!读之上口!声通气达!充

分显示了其对语言排列组合的艺术功力)

如*东门之杨+!少青的译文迸发着激情!溢

流着美丽!这本是一首爱情诗!少青通过遣

词造句的修辞技术! 把热恋中的情人相约

和心灵的等候演绎得淋漓尽致) 少青生活

在陈风原发地甚久!其景其情
:

了然于胸!乃

有其文辞精美之译)

三者!形制殊雅)艺术的感染力在于尽可

能完美的艺术形式和内容统一) 少青先生所

著*诗经0陈风评析+刻意了这个艺术原则)除

在评析上独辟新见!为*诗经0陈风+学研奉献

了一道精美的豫菜佳馐! 在形制装祯上也力

求符合*诗经0陈风+的古朴!达到了玉蕴其

中!金饰其外) 尤其冲击读者眼球的!在每首

评析之前! 皆有欧阳中石书法原诗) 欧阳中

石!当下鸿儒,中国汉字传统书法国手也) 其

书法沉着而灵动!老辣而神逸!深得&张猛龙

碑%之法髓世人数求难得也) 欧氏之书原诗!

即是对少青*诗经0陈风评析+的嘉许!又为少

青*诗经0陈风评析+添加了国学文化元素!展

书便感墨香氤氲!引腾心绪的升华)

或说 '少青*诗经0陈风评析+无可商榷

之处吗1 实言'金无足赤!文无尽善!诸子百

家!同题异论)如*衡门+少青析是道风扑面的

隐者长歌) 从另一个角度看!是否可以说!是

古陈人乐于现状!不思进取!满足于当地一水

一鱼之得!聊以卒岁之想的写照)

得王少青先生*诗经0陈风评析+!或可汲

取精华!或可欣赏墨趣!或可附庸风雅!或可

作为炫资'本人有一本王少青先生*诗经0陈

风评析+!且由欧阳中石先生书写原诗的书)

贺市二运会圆满成功
杨箴红

龙腾盛世周口颂!

恢宏壮美三川惊"

富民强市鹏正举!

沙颍儿女唱大风"

游宝岛阿里山"外一首#

史克锋

!!!!!!

阿里山脉几许峰!

天地盆景自然成"

雾笼千嶂云瀑白!

霞染万木枝滴红"

苍茫林海叶叠翠!

蜿蜒山道车长龙"

游人醉饮高山茶!

驻足玉脉心放晴"

日月潭

天设地造日月潭!

镶嵌群山怀中眠"

风侵雨润石婀娜!

日蒸月笼水蔚蓝"

寒碧楼秀驻海地!

慈恩塔巍耸云天"

举手投入拉鲁岛!

惊煞游客不知返"

!!!读万伯翱新著"六十春秋$

翟国胜

赤心看世界 妙手写#春秋$

!!!!!!

&春秋% 的字面意思就是历

史!也泛指岁月和光阴) 没有人比

万伯翱更喜欢 &春秋% 这两个字

了) 继出版了散文集*三十春秋+,

*四十春秋+,*五十春秋+后!最近

他又推出了散文集 *六十春秋+!

汇聚了他文学创作的最新成果 )

由于万伯翱在上世纪六七十年

代! 曾在河南省黄泛区农场劳动

锻炼过十年! 这就有了我们之间

的交往! 我也近距离地体验了他

的平民情怀) 温文尔雅, 厚道朴

实,为人谦和,平易近人!从不以

高干子弟自居! 这就是他给我的

深刻印象) 逢年过节!总能及时收

到他的贺年卡) 去年!他还在百忙

中为我的拙著*黄泛区的足迹+作

序) 这次承蒙伯翱兄错爱赠书!我

得以先睹为快)

万伯翱! 是原全国人大常委

会委员长万里同志的长子)

()

年

前!万伯翱高中毕业后!听从父亲

的教诲!响应党的号召!从京城到

黄泛区农场劳动锻炼! 受到了周

恩来总理的赞扬! 称其是干部子

弟下乡的典型)

$)

年后!万伯翱从

农场考入河南大学外语系) 毕业

后分配到总参炮兵学院! 后调入

北京武警总队任团政委!

$+%,

年

转业到国家体委! 先后任宣传处

长,*中国体育+杂志社总编辑,国

家体育总局人才交流中心主任 ,

中国奥委会委员) 如今!成为专业

作家!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担任

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长)

*六十春秋 +从内容上看 !主

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讲述作者与

部分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元帅 ,将

军交往的经历!再现了毛泽东,邓

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体育活

动的喜爱! 向读者展示了他们鲜

为人知的体育情怀/ 二是聚焦当

代文化艺术体育界名流! 如韩美

林,刘丙森,赵本山,穆铁柱,聂卫

平,王雪涛,邓亚萍等!写他们的

兴趣爱好,人际交往,成长历程 !

多角度展示名人的另一面/ 三是

抒发作者在日常生活中的所思所

想) 作者是性情中人!登山则情满

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 他用赤心

观察世事!观察历史!表达自己的

意念!记录自己的经历)

*六十春秋+在艺术上的鲜明

特色是具有亲切质朴的文章风

格! 有一种不事雕琢的洒脱之风

和清明澄澈的宁静之美) 其表现

有三! 一是作者并没有因为写的

是领袖和名人!就任意拔高!而是

忠实于史料! 写出他们普通人的

一面!情真意切!质朴平和!让人

有一种亲切感) 如他在*小平伯伯

和父亲万里的台球活动+中写到'

建国初期!邓小平,万里等国家领

导人繁忙工作之余! 经常以打台

球休息放松) 他们打球非常认真!

谁是最后一名谁就得钻桌子或爬

球案一圈) 二是注重细节!让事实

说话) 一件件往事!一个个生活的

片断!万伯翱都如行云流水!几乎

是信手拈来) 由于万伯翱身处特

殊的生活环境! 他掌握的史料无

疑是最忠于现实的! 这些第一手

资料!经过作者的细化和文学化!

跃然纸上!活龙活现!栩栩如生 !

具有很强的阅读魅力) 如在*终身

网协主席吕正操+一文中写到'吕

正操将军酷爱网球!从
$+(5

年起

就开始担任中国网球协会主席 )

在上世纪
+)

年代初!考虑到他已

近
%)

岁高龄! 为他的健康着想!

当时国家体委, 民政部等部门负

责人曾登门&劝退%!但话没说完!

就被吕老一番&玩笑%&击退%'&你

们可比2四人帮3还厉害呢( 他们

撤了我所有职务! 都没有敢撤我

的网球协会主席哩%!语言诙谐风

趣! 一个终生热爱体育事业的老

革命家形像出现在读者面前( 三

是作者注意从传统文学中汲取营

养( 如一些篇目!作者喜欢用诗句

作结!耐人咀嚼,回味!有&言有尽

而意无穷%之妙(

笔者在阅读*六十春秋+的时

侯! 还深感伯翱兄有难以割舍的

&黄泛区情结%( 在这本书里!作者

多次提到他在黄泛区农场的十年

劳动生活! 提到他与职工的交往,

感情! 而这种艰苦生活的磨炼!对

他的人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如他

在*石榴花红访帅府+一文中!讲到

拜见贺龙夫人薛明阿姨时说的一

段话'&在农场我学会了很多东西!

知道了劳动人民创造财富的艰难

和他们的吃苦耐劳,识大体又实事

求是等许多优良品质(我学会了自

力更生!同时还学习了劳动人民丰

富生动活泼的语言( %

有人称万伯翱为 &体育散文

作家%!也有人称其为 &红色散文

作家%!我想这都有道理!&体育散

文作家%

!

是说他专攻体育散文
!

写钓鱼
!

写名人
!

开体育散文之先

河/说他是&红色散文作家%!是缘

于他将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积累浓

缩于笔端!热情歌颂党,歌颂老一

辈革命家!描绘祖国的沧桑变化!

描绘改革发展和振兴崛起( 万伯

翱的*六十春秋 +!追求独特个性

与文化内蕴! 充分体现了他的平

民情怀和书生本色! 对读者有较

大较深的启迪作用( 作为万伯翱

第二故乡黄泛区的乡亲! 我期待

着以后的日子里能不断看到他的

精品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