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寻找温暖
路非凡

它的鼻子很凉! 灶旁放着一堆干

柴"它卧在上面! 屋子里不时传出的欢

笑声" 让人感觉这是个温馨和睦的家"

屋里一定很暖和! 可是它不能进去"因

为它是一条狗!

她的鼻子也很凉!灶膛前放着一个

凳子"刚才爸爸就坐在这儿"奶奶和妈

妈围着锅忙个不停" 做节日需要的东

西"她一个人趴在床上看电视! 现在他

们都进屋了"火早已熄了"冷冰冰的"她

坐在狗的旁边看着它!

听人说狗不敢长时间和人对视"她

喊它一声"它转过头来"她盯着它的眼

睛看! 果然"不到半分钟它就把头扭开

了"是心虚吗#它看家护院忠于职守"虽

然偶尔会咬错人"但她知道那并不是它

的本意!

仔细想来"很多时候她也挺怕别人

盯着她的眼睛看的"尤其是爸爸! 不知

为什么在他面前总是说错话"她也不是

有意的"随口就说出来了"别人也不会

觉得有什么不妥"可是他总能从她的话

中挑出毛病"可能是他不喜欢吧! 有他

在"她尽量让自己一言不发!

它一直在发抖"她心里升起一股怜

悯之意" 蹲在它身边不停地抚摸它"想

传递一些热量给它"可是"她的手也是

冰冷的"她也在发抖!

它抖得越来越厉害了"其实它可以

回它的狗窝"只是它没有动"它好像很

喜欢她这样摸它! 她也很冷"可是有狗

在"她怎么能撇下它一个人进屋呢!

一阵冷风吹过来"夹杂着飘过来的

几声狗叫! 它睁开眼睛"猛地站起来抖

抖毛"对她摇摇尾巴跑出去了! 她站在

那里发了一会儿呆"进屋了!

清雅纯朴 画如其人
!!!画家张志刚及其艺术

王绍祯

画家张志刚先生"字若水"室号双月

斋!

!"#!

年"出生于羲皇女娲故里箕城!

幼承家学"深受其父中国著名书画家张纯

熙老先生耳濡目染"潜心学习中国诗文书

画!

!"$%

年"毕业于上海画院后"师从国

画大师著名书画家程十发$于希宁$谢瑞

阶等诸位先生!

张志刚先生
!"$$

年从事绘画创作"

曾在北京$山东等地举办个人画展"多次

参展获奖"其作品在数十家杂志发表! 现

为中国美术学会会员$中国书画家协会会

员"作品经中国书画润格认定协会价位认

证!目前"签约文化中国网"受聘文化中国

书画艺术顾问!

初识张志刚先生已是
!&

多年前的事

了! 那时闻其名"谋其面"却未见其画! 印

象中他为人谦和"待人真诚"做事认真"处

事厚道! 直到去年"笔者在京一友人处阅

其画册"并深为其造型严谨$清润雅丽$风

格纯朴的精美佳作叹服"颇有相见恨晚之

感!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遍访画家张志

刚先生的画作" 认真阅读并细细品味"他

的中国写意花鸟画$ 人物画与山水画"风

格之独特"设色之艳丽"造型之奇异"无不

透射出画家特有的艺术擅长! 其%荷风送

清香&$%苍鹰雄风&$%五德百吉图&$%鹤翔

云霄&$%羲之爱鹅&等作品"立意新颖"设

置合理"布局精心'构图主次分明"虚实相

间"疏密自然! 他把传统手法与现代手法

精密融合"大气而不失内涵"雅致而不失

纯朴! 那酣畅淋漓的泼墨"那韵味纯正的

点染"在行云流水间使中国山水画博大幽

深的意境跃然纸上"一山一水"一花一鸟"

一草一木"完美表达出画家内心那份对美

好生活炽爱的情愫!

%启航&是画家的新作!欣赏%启航&这

幅画能给人带来连篇浮想(((平静的水

中"绿色的水草在努力生长着'似沉思着

的芦苇随风弯俯在水面上'烂漫的芦花金

黄中透出褐色的茎" 依稀可辨白色的絮'

蓝天白云间一群鸿雁栩栩如生" 奋飞翱

翔"生出无限壮美和英武! %启航&中鸿雁

那向着目标勇往直前的神态和雄姿"恰恰

象征并诠释着我们中华儿女"在追寻伟大

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自信坚定$ 锲而不

舍$无私忘我$奋勇向前的时代精神风貌!

画家张志刚近
'&

年的艺术生涯中"

尊敬师长"求艺不止 '深入生活 "精益求

精'拥抱自然"真诚探索'敢于创新"勇于

实践!他旺盛的创作源泉则来源于其对艺

术的热爱和对美好愿景的孜孜追求!驻足

在张志刚先生的作品前"立刻会被精美的

笔墨和深邃的意境所吸引"那灵秀方正又

不失峻拨刚劲的画图中"所表现出的笔墨

精神和审美情趣则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哲

理!

一个优秀的画家不仅自身要有大量

的写生经历"还要有 )读万卷书 "行万里

路"写万幅字*的丰厚历练"以此通过多年

的不懈探索和努力"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

风格"这一点画家张志刚先生做到了! 仅

从他画卷上的些许优美文字便能感受到

其深厚的书法功底和极高的文学造诣"他

让画和字相得益彰" 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这便是画家尤为可贵的地方!

独到的艺术见解和丰富的创作实践"

使艺术得以升华!画家张志刚先生的创作

之路"再次印证了前人常说的那句话+)师

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只有画家自身的

修养和造诣达到了一定高度$一种境界的

时候"这种独特的超凡的作品内涵和意境

才能被人们普遍领悟并赞赏"这时画家自

身的个性和美好品德也会留在作品中"这

便是)画如其人*了!

聆听先哲的教诲
张永久

儿子自从进了城市以后" 很少

回老家"总是说作业多"以至于我每

次回去"母亲都要念叨他! 母亲一直

不肯进城"也许是故土难离"也许是

她的老姐妹都在乡下" 也许是在老

家有她的鸡鸭猪鹅,,总之" 母亲

觉得乡下是她的乐土" 所以我只好

赶周末回去看她!

后来" 我带儿子一起读 %论语&

的 )父母在" 不远游" 游必有方!*

儿子滔滔不绝讲他的理解+ )就是

说父母在世的时候" 做儿女的不要

出远门" 如果要出远门" 必须要有

一定的去处" 免得父母时时刻刻挂

念在外的儿女 ! * 我进一步问他 +

)今之孝者" 是谓能养! 至于犬马"

皆有养! 不敬" 何以别乎# 这又作

何理解呢#* 儿子说+ )就是说只知

道对父母一味的供养而态度不好 $

不诚心" 那和饲养家中的宠物有什

么区别吗#* 我说" 那么我们只知道

给奶奶钱花" 只知道给奶奶买好吃

的" 而不去看她" 她的心情好不好

呢# 儿子忽然明白了我的意思" 有

点不好意思地说+ )知道了" 这个

周末咱们就回去看奶奶!*

时下" 流行 )三个不能等* (((孝

敬父母不能等$ 教育子女不能等$ 健康

自己不能等! 特别是 )孝敬父母不能

等* 这一句我有着彻骨的体会! 父

亲六十六周岁那年" 当时我总觉得

他还年轻" 退休之后他还应聘了新

的工作" 所以很少去照顾他! 他突

然患病来不及救治去世后" 我才真

正体会到了 )子欲养而亲不待* 的

无奈和伤感 " 至今每每想起这件

事" 我都会湿了眼眶! 父母对子女

的爱都是自觉的" 是不需提醒和强

调的" 是无私的' 而儿女呢" 却需

要提醒 " 有时还会抱怨他们的唠

叨 " 甚或有时候会忘记父母的生

日! 所以要常思养育之恩" 常怀感

激之德" 并且及时行孝" 珍惜现在

和父母走过的每一个日子" 而我们

所能做到的最好的报答" 就是经常

给父母点问候" 尽量让他们少受点

孤单寂寞!

%论语&还说+)言必信"行必果!*

其实"没读过%论语&的母亲却用言行

为我树立了榜样! 在我小的时候"她

常常告诫我答应别人的事一定要做

到"言而有信"这是做人的根本! 记

得我初中毕业那年" 假期里答应和

同学一起去丹东玩" 因为知道家里

经济拮据" 我就跟母亲商量+)家里

农活多"要帮家里干活离不开"不去

了吧! *母亲却早早给我准备好了路

费对我说+)答应人家的事一定要努

力做到 "不要找借口搪塞 "去吧 "正

好让你出去长长见识! *那次的丹东

之行至今仍留在我的记忆里" 既美

好又温暖!

读 %论语& 就像和一个老人对

话"他的话温暖着你'读%论语&也是

在聆听圣人的教诲" 可以时时矫正

自己"并逐步强大! 品读%论语&"我

们可以从先人的智慧中感受温暖和

平和!

今天我想把这一点体会写出来

与 人 分 享(((那 就 是 对 父 母 要

)孝*$对朋友要)诚*! )孝*与)诚*就

像是 )人 *字的一撇一捺 "支撑起我

们每一个人" 让我们可以无愧地站

立于天地之间!

守孝道$讲诚信"%论语&这样教

育我"我也这样教育我的孩子!

静等花开

!

苏童

那个秋日的早晨

窗台上的菊花在微风里摇曳

凝望着它

我痴痴地想!!!

想着每一个有生命的物种

都应值得怜悯和疼爱

如菊花

淡雅"沉静

盛开"凋谢

却又让岁月永远铭记

于是#利用闲暇

常常徘徊在花草之间

和着自己的心性

欣喜地把一盆盆花草抱回家

小心侍弄#倍加疼爱

渴望花儿早日盛开芬香

可有些时候#得到的心太迫切

以至于忘了等待的过程才是最美

毕竟花开有季#人生也有悲喜

如那墙角的腊梅

透着凛然的孤傲

在清寒的地方凌雪开放

想想其秉性就已满心清宁

但愿今冬的雪早早降临

在雪里#静等花开

那时#雪是花#花亦是雪

彼此缠绵映衬#成就一段醉人的光阴

沙颍文艺组版编辑!李硕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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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故乡的水井

!

刘忠全

呵#故乡的水井

母亲的眼睛

我是岗头上的红薯秧#

我是河坡上的蒲公英#

我是轱辘#我是水桶#

我是牛犊#羊羔#马驹子#

看见你#快活得直蹦$$

故乡的水井哟#

你养育了我健壮的肌体#

你滋润了我纯洁的心灵%

你是一支无声的歌#

永远在我的血管里翻腾&

啊& 母亲的眼睛

故乡的水井

乌海湖!让我把爱留下
!

路雨

此时

我就在你的身边

我的心里装满了温暖

我是多么富有啊

琥珀色的黎明已悄然降临

薄薄的水雾

依然缠绕着正在酣睡的湖面

朦胧了远处的山

近处的胡杨林

马头琴的悠扬已被夜色带走

兴奋的牛羊

开始在草原的深处撒欢

乌海湖

我就要拥有你了

我在等待

远处林子里滴落的鸟鸣

我在等待

你为我打开壮阔的画面

我在等待湖水把我的眼睛洗亮

让我第一眼看到美丽的乌海

你必须得感谢母亲黄河

海勃湾的整个胸腔里

滚动"沸腾"涌流着她的血液

乌海湖

年轻活力四射的乌海湖

你湛蓝的湖水

多像少女清澈明亮的眼睛

注视着

每一个从你身边经过的人

一往情深

请你不要责怪我

我只是一个匆匆过客

我无法把你带走

就让我把心中的爱全部留下

张
志
刚
作
品

爆米花
!

王雪奇

你的一张笑脸

多么灿烂

你轰轰烈烈的

壮阔生活

伴我整个童年

把你含在嘴里

又香又甜

在那贫穷的年代

你丰富了我的生活

让一张贫嘴

充分解馋

如今 富裕了

你像一朵花

仍开放在岁月里

溢出的芬芳

依然沁人心脾

南窗下的槐木桌
飞鸟

李老师退休后"只要往南窗下的槐

木桌前一坐"老伴娟子就一通埋怨!说"

坐多少年了"还没够"你那时要备课要

改作业"没办法"现在你都退下来了"还

是吃过饭就坐那里写啊"读啊"烦不烦

啊! 李老师装作没听见! 他不知道吃过

饭后不坐在槐木桌前"该去哪里!

多年前的一个下午"李老师还不是

老师" 他正在豆田里挥着镰刀割豆子"

支书老耿到田里找他! 说"李小军"你是

高中生"咋割起豆子来了# 李小军直起

腰"说"叔"我不割豆子干啥! 老耿说"咱

大队的刘各庄小学缺老师" 你去教学

吧!李小军说"我能中# 老耿一撇嘴"说"

啥话"你是高中生"咋不中! 于是"李小

军就成了李老师"去离家八里多地的刘

各庄小学代课教语文!

每天晚上"李老师趴在一张放在南

窗下的桌子上改作业"备课! 他改完作

业备完课"开始读书"读古今中外的文

学名著"慢慢"就拿笔在白纸上写诗歌

写散文! 那时候"李老师南窗下放的还

不是槐木桌" 是用两摞砖头垒起来"放

一个做饭用旧了的案板"凑合搭建起来

的一个台子!

李老师的班在乡语文竞赛中拿了

第一名! 校长和老耿领回来奖状后"嘴

都合不拢了"拉着李老师喝酒! 老耿把

外甥女介绍给李老师! 俩人一对眼"都

中意了!老耿的外甥女就是现在看见李

老师坐在南窗下的槐木桌前就唠叨的

娟子! 结婚的时候"很多人来帮忙收拾

屋子"就把南窗下的那个台子给拆了!

李老师问"我改作业备课咋办# 老

耿说"咋"怕我外甥女不带嫁妆#李老师

脸红了"说"叔"怎么我也要有张写字桌

不是# 老耿说"喊舅"叫啥叔# 学生大牛

的家长是个木匠"说"李老师"我新做了

个桌子"用的是废料"明天给你搬过来!

大家起哄说"李木匠"你真抠门"不是李

老师" 你家大牛语文竞赛能全乡第一#

还弄个废料做的桌子送李老师!第二天

下午"李木匠扛着个槐木桌进来"放在

南窗下"一看就不是废料做的! 放下不

等李老师说话"转身跑了!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这张槐木桌

被李老师和岁月打磨得细腻发亮!李老

师半年前退休了"每天除了去村头散散

步"就是坐在槐木桌前读书"写诗歌散

文! 他挠着早被粉笔末染白了的头发"

想不出老伴娟子为什么不喜欢他坐在

槐木桌前!

这天" 是他老伴的六十一岁生日"

李老师决定从这天起"离开南窗下的槐

木桌!他想给老伴些惊喜"顺顺她的意"

老伴跟着他没少吃苦!当他把决定说出

来后"老伴不信! 李老师又郑重说了一

遍"老伴才信!她让李老师搭把手"把槐

木桌抬到了放杂物的西屋"然后把一对

大沙发放在南窗下!

李老师无聊"骑着电动车去镇上闲

看" 碰到和他一块儿退休的马老师"说

是去参加镇诗词学会的笔会!李老师跟

着去了"一大屋子都是退休的干部和教

师! 李老师经常在县报上发表作品"大

家都极力邀请他加入"并一致推举他为

诗词学会副会长! 接着"李老师又加入

了镇钓鱼协会$镇象棋学会"每天吃过

饭骑着电动车就走"不到天黑不回来!

这天李老师回来" 进屋感觉很不对

劲! 他转了几圈"终于发现"槐木桌又放

在了南窗下!槐木桌被精心擦洗过了"发

散着古铜色的光芒!这时"老伴娟子进来

了"说"老李"你每天还是坐桌前看书写

字吧! 李老师愣了"问"怎么回事#

老伴眼角溢出了泪花"说"每天看不

见你坐在槐木桌旁看书写字" 我心里空

落落的"好像把你和日子一块儿弄丢了!

母爱!无处不在
王治坤

又到了秋收季节! 星期天"连续半个月

的秋雨终于结束" 人们又见到了久违的阳

光"纷纷开始忙碌的秋收! 父母到花生地薅

花生"我到玉米地砍玉米秸"掰玉米! 坐惯了

冬暖夏凉的办公室" 很久不干农活的我"干

了一会儿就觉得胳膊腿都是疼的"手上还磨

出了水泡! 秋日的阳光格外强烈" 没到
//

点"我已快吃不消!这时"

//

岁的女儿跑到地

头喊我+)爸"俺奶回家做饭了"说"天热了"

不让你干了! *听到女儿的传话"我不禁心头

一颤"鼻子酸了一下!

说实话"我一会儿都不想干"但想到父

母都已年过六旬"身体又不好-母亲因脑血

管病住院刚回来半个月." 便强忍着想多干

一点! 母亲身体长期不好"患有冠心病$脑供

血不足$腰椎间盘突出等病"每天干完活"她

就会格外不舒服"但就是这样"她依然不愿

意让我们多干! 她总是说我没干过活儿"干

不了! 尽管如今我已是
//

岁孩子的父亲"她

仍然把我当小孩子呵护!

还记得小时候"冬天起床前"母亲总是

先把我的衣服放在灶口前烤一下"再让我穿

上"生怕凉着我!

还记得煤油灯下"我写作业"一个字不

识的母亲总耐心地陪我把作业写完!

还记得每次上学出门时"母亲那关切的

叮咛+)好好学"早点回来"别给人打骂! *

还记得"每天下班晚了"母亲总是站在

村口翘首张望!

如今"生活稍好一点"哪天吃鱼$吃鸡$

吃肉改善生活"她总说+)肉不好吃"我吃菜"

菜好吃"你们吃肉吧! *即使是一盘炒鸡蛋"

她也让着我们"总说自己不爱吃鸡蛋! 可身

患多种疾病的母亲"比我们哪个人都更需要

营养!

母爱"无处不在/

木子 摄

深秋晚钓
!

薛顺民

桥下观漂煞费神#

将闻鱼汛倍觉亲%

提竿未必收星月#

投线正当强骨身%

怅恨落霞侵柳岸#

开怀举酒醉长林%

难得秋尽临溪水#

天籁之音堪慑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