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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顺民

葩生洛浦媚千般!

蕊吐时逢四月天"

花绽汉宫名海外!

香飘唐盛誉中原"

举观翠满烟云里!

坐看霞飞碧水间"

百代风流堪富贵!

丹心如铁寄苍山"

新周口赋

戴俊贤

周口者! 豫之省辖市也" 位于豫东

偏南!东临皖西北!西接漯河!北靠汴梁!

南襟驻马店" 境内地势平坦!无丘无山!

千里沃野!一马平川" 又有沙颍贾鲁!交

汇于此!三岸鼎立!蔚为奇观" 风起云涌

始显天高地阔!朝晖夕阴更觉物象万千"

春来百花遍地!夏至绿荫遮天!秋收瓜果

飘香!冬挟雨雪绵绵"农业兴!稼蔷熟!五

谷丰茂#草木盛!牛羊肥!六畜繁衍"平安

宜居!无山崩海啸之忧#物阜粮丰!有富

裕繁荣之欢" 物华天宝! 豫东粮仓维系

国家粮食安危#地杰人灵 !中原福地出

彩锦绣前程无限" 美之哉周口! 何人到

此不称羡$

溯源追本!流长渊远" 始祖伏羲!自

天水南迁"定都宛丘!一画开天"正姓氏!

制嫁娶!肇始文明曙光#分阴阳!悟八卦!

倡导科学为先" 羲皇以降!神农都陈!教

民稼穑!纬地经天" 农耕文明!亦由此发

端"岁月轮回!时代变迁"春秋争霸!废立

纷乱"千古圣哲!诞生苦县"老子李耳!谥

号曰聃" 东周守藏史!西出函谷关!著有

%道德经&!天下万古传" 教化万民!启迪

先贤!尊道贵德!世所安然" 江山更替!

似水流年!英杰辈出!群星灿烂" 开国立

极!陈祖妫满!血脉延续!瓜瓞连绵"陈胜

吴广!大泽揭竿!首难暴秦!建立张楚政

权" 功败垂成足可惜!英风永在天地间"

东晋柱国!太傅谢安!以少胜多!淝水之

战!从容镇定彰显统帅风范" 谢氏灵运!

称颂文坛!山水诗派!开一代风气之先"

周兴嗣者!才华横溢!'舞霓裳于寸木!抽

长绪于乱丝(!%千字文&出笔如椽" 识字

读本世受益! 至今童子犹颂念" 英雄吉

鸿昌!绰号)吉大胆(!抗击倭寇!威震宇

寰!饮恨殉国!令人涕泪连" 优良传统!

文化遗产!代代传承!裕后光前" 深厚文

化底蕴!乃中华文明之源" 骄之哉周口!

谁堪与论人文之悠远*

回望今朝!雄鸡高唱!东方欲晓!开

国欢庆奏凯旋+ 五星红旗!迎风招展!社

会主义谱写新篇" 更喜改革开放! 加速

)四个现代化(!伟大复兴梦想即将实现"

实施周口崛起方略! 黄土裂变金石声!

昔日面貌换新颜" 宁洛,大广,周商,永

登高速公路纵横交织!铁路连南贯北直

达京广沪宁线+ 沙颍河复航梦想成真!

通江达海远航扬帆+ 轮船竞渡!汽笛长

鸣周口港# 万家灯火! 夜空照亮 '小武

汉(+ 商贸重镇再现繁华!中心城区雄风

初展+ 一河穿城!碧波荡漾!倒映亭台楼

阁#两岸繁花!绿树成荫!漫步绿女红男+

南区产业集聚工厂林立! 北岸民居改建

崭新楼盘!东区行政文化建筑鳞次栉比!

西部涵养生态环境日益改善+ '九大攻

坚(!发力民生福祉#'十大建设(!助推和

谐构建+ 听似一首歌! 声声唱出民众心

中梦# 看似一幅画! 处处描绘未来艳阳

天+ 壮之哉周口!美好家园赛江南+

周口宛如玉!深藏名苑人不见+国人

多不识!误为京畿'周口店(+ 偶遇尴尬

时!内心深不安+ 玉璞待雕琢!后发优势

须彰显+ 吾侪齐发奋!快马再加鞭+ 铸造

新辉煌!亮丽大平原+ 强大声自远!世界

刮目看*

晴空一鹤排云上 便引诗情到碧霄
!!!读蔡斌诗作"为出彩周口人点赞#

王爱民

!

月
"#

日!%周口日报-沙颍文艺 &

副刊刊登省作协会员蔡斌同志的诗作

%为出彩周口人点赞&+ 作者用极大的热

情!感人的诗句!讴歌了)出彩周口人(的

精彩人生+

市委宣传部于今年
"

月组织市直新

闻媒体开设专题栏目! 连续推出几十期

)出彩周口人(大型系列报道!在社会上

引起极大反响+ 市委书记徐光亲自撰写

开篇语.//)为出彩周口人点赞(+ 以周

口人为主角, 由一个又一个精彩故事所

组成的精彩回放!层层叠叠扑面而来!让

广大受众浸润其中!受到震撼和洗礼+

)我被0出彩周口人1的事迹所感动+

那一篇篇真实的报道像一幅幅色彩斑斓

的画面!展示着0出彩周口人1浴火重生

的蜕变# 那一串串精彩的故事就像跳跃

着的音符!演奏着0出彩周口人1破茧蝶

变的佳丽乐章+ ( 谈到写这篇诗作的初

衷!蔡斌同志这样描述当时的心情+

诗歌流露的是真感情+ 抒情是诗歌

的主要手法!没有真实感情的)诗歌(!犹

如无病呻吟, 矫揉造作+ 这里所说的感

情!通常指的是爱恨情仇,抑恶扬善+ 当

然!这种)爱(或)恨(!) 抑(或)扬(应该

是真切的宜人的! 为大多数人民群众所

能接受的!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共享!符

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是主流文化的

组成部分+诗歌的起源是感于心动于情!

其过程是从心出发!用心写作!也可以说

是一个修心的过程! 其目的是为了不断

提升境界也就是心灵层次! 从而不断自

我超越+没有真情写不出真作品+首先要

感动自己! 才能感动别人+ 鲁迅先生写

%纪念刘和珍君&是因为)已经出离愤怒

了 (#巍巍写 %谁是最可爱的人 &是因为

)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 )出彩周口

人(系列报道的对象有知名度高的人士!

也有鲜为人知却有着不平凡业绩和崇高

品格的人士! 让受众感动的是他们的非

凡贡献,平凡身份!以及他们为家乡带来

的荣耀和自豪+ )出彩周口人(传递的是

鼓励创业和无私奉献的正能量+ 蔡斌同

志说!他看了以后很激动!有一种按捺不

住的激情!坐在电脑前!一首%为出彩周

口人点赞& 的长诗像行云流水般跃然在

屏幕上+ 诗歌表现的意境奋进激越2)啊

出彩周口人
$

我为你点赞
$

你是一枝春花
$

悄悄开在田间
$

你是一泓碧水
$

涓涓汇入

三川
$

你是一?黄土
$

筑起一座高山33

黄土裂变
$

赤橙黄绿青蓝紫
$

大河奔腾
$

不

抵东海不复还33( 诗句里有一种一泻

千里的激情奔流+

诗歌传递的是正能量+ 优秀的周口

人! 一个个干得那么风生水起, 游刃有

余!为周口增了光,添了彩+ 打工者能成

为全国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看门当保安能当上北京新发地农产品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 卖花能卖成首都园艺

绿化界的大腕# 种粮能种成中南海的座

上宾,在总理面前建言献策#初中未毕业

的穷小子能成为北京有影响的美术馆馆

长# 高中未毕业的门外汉能成为玉石鉴

赏经营大家# 当矿工的能成为全国著名

作家,)中国短篇小说之王(#乡村小学教

师能成为感动中国人物33这么多 )从

士兵到将军(的故事!就发生在周口人身

上+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有过多少酸甜

苦辣!有过多少砥砺磨难!彩虹总在风雨

后! 无限风光在险峰+ 作者热情地赞美

道2)脚下有一百条小路
$

就有一百个起

点
$

人生有一千次砥砺
$

就有一千次历

练
$

你的厚重是田野
$

你的胸怀是蓝天
$

你的本色是朴实
$

你的性格是平淡
$

你的

执着是坚韧
$

你的快乐是奉献
$

你素位而

行
$

你事不避难
$

你行走于大地
$

却志存

高远+ (

诗歌体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完美

结合+ %为出彩周口人点赞&共分为四个

自然段! 每个自然段主题鲜明! 层次清

楚!连接紧凑!逻辑性强!表现了出彩周

口人质朴的人性,奋斗的精神,对家乡的

贡献,对社会的责任+ 语言精美是%为出

彩周口人点赞&的一大亮点+俗话说通不

通看语法! 顺不顺看逻辑! 美不美看修

辞+ 诗的语言要求精炼!古人有)千锤百

炼(, )一字千金( 的典范和 )语不惊人

死不休(的教诲+%为出彩周口人点赞&语

言凝炼醇厚,深刻隽永!又鲜明生动,富

含哲理+ 诗中排比,拟人,比喻,夸张,重

叠, 对仗等汉语言文学语法修辞手法运

用的老道娴熟, 炉火纯青+ 语言押韵合

辄!朗读上口!不仅很好地表现了主题!

还增强了语言的美感+如)赞一赞朝霞的

歌
$

吟一吟月色的弦
$

抖一抖槐花的香
$

瞅一瞅老屋的燕
$

唠一唠吧
$

有多少征程

的苦
$

诉一诉吧
$

有多少思乡的念
$

报一

报吧
$

有多少青春的志
$

扯一扯吧
$

有多

少负重的叹( 在诗中俯拾皆是! 随处可

见! 不仅使语言生动活泼! 还烘托了气

氛!增强了诗歌的艺术感染力+

一位哲人说过! 一个没有诗的民族

是愚昧的民族! 一个没有受过诗的艺术

熏陶的人必定是缺乏文化品位的人+ 好

的诗歌作品能让他人读了以后感到动

心!体验诗中情感!领悟诗中意境!起到

奋发激越的效果! 让人们在欣赏诗作的

同时!思想受到启迪!引起强烈的共鸣+

而这一点! 正是当代人最需要和最渴求

的+ 蔡斌同志用诗歌的形式赞美出彩周

口人!弘扬了主旋律!传递了正能量!表

现了作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纯正大气 古朴沉雄
!!!!!谈马和平的楷书创作及学术价值

大程

楷书是书法艺术中非常重要的一个

门类!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新时期书法

兴起以来!楷书也焕发了巨大的活力!历

次重要展览中! 楷书作品的投稿和入选

数量一直居高不下+ 而在这个领域持续

不断地耕耘!构建自家风格!出版八册小

学生毛笔写字册! 并终于成为代表书法

家的! 豫东太康县优秀教师马和平便是

重要的一位+

马和平
"%&!

年生于河南太康县!小

学高级教师!现为中原书画院书法家+他

%

岁学书! 拜新中国成立前教私塾的马

慎思先生为师! 在恩师的指导下! 遍临

颜,柳,欧,赵等名家碑帖!能遗貌取神!

取各家之长+

"%

岁时从教!一面教学!一

面研究书法! 同时还教三至六年级的书

法课!教,学,研书法
&#

余年+

'#"'

年至

'#"(

年!他书写出版了新课标通用版三

至六年级小学生写字册八本+

马和平选择楷书作为主攻方向!显

示了巨大的艺术勇气+而多年倾力之后!

竟能够从千军万马中走出自己的道路!

成为当下中原书风中楷书书法的代表性

人物之一! 显示的则是他独到的艺术见

识,感悟和创造力+ 他曾经对人讲)学习

楷书用笔!二王楷书是极其完美的范本!

既为不可偏离的征途! 尤为不可逾越的

丰碑(+ 对于如何学习!他还说2)要在创

习和创作中对每一点画贯注精神! 赋以

神采!通篇看去神采灼照!摄入眼眸!这

样小作品即能生出大气象+(他指出当前

楷书创作的两大误区!一是随意化,粗糙

化!二是重形貌,轻神采+这样的见地!从

根本上决定了马和平楷书的特色+ 他从

颜,柳,欧,赵等名家经典中提取凝聚了

从容淡定,清澈澄明的气质!以精准而闲

静的笔法,严密而宽绰的结构!优雅地在

宣纸上呈现不凡的心像! 绝无乱头粗服

的任性做作+ 他的书法作品呈现出功力

深厚,法度严谨,运笔灵巧的创作理念+

马和平是中原大地较有实力的书

法家+ 他书写并由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

的
'#"'

至
'#"(

年三至六年级小学生毛

笔写字册共八本 !畅销江南各省 !并得

到一致好评+ 这是他数十年如一日,摹

临古今大家碑帖并勇于参与国内外书

画展的社会实践的结晶+ 他的这套书内

容丰富 !书写规范 !根据教育部最新课

程标准!紧扣加强小学生毛笔字练习的

要求! 引导学生进行毛笔书法训练!力

求使学生的毛笔字书写更为规范 ,美

观!让学生更好地继承毛笔书法艺术这

一中华文化精华+

马和平///一个游于艺的纯粹的艺

术家!一个方正,朴质,谦和,明朗的人+

有些实诚!有些耿介!有些清高!骨子里

还有些不可理喻的固执+ 守着他的创作

室写天!写地!写情!写感!笔行墨砚!光

明在案+ 他在楷书领域的识见和艺术创

造! 从根本上源于内心的澄明+ 这种澄

明!使他不仅超越了时代的浮躁之气!而

且也超越了书法界常有的争竞之心+ 如

此! 才可以最终辉焕于楮笺! 教化于社

会!影响于后人+

同爱咱爸妈

!

张伟

春!花开的期盼!

一枝在笑!一树在舞

再美的舞!

不如蹒跚走路的妈

夏!雨飘的缠绕!

草檐在哭!瓦檐在梦

再靓的梦!

不如驼背沉默的爸

柳安一个家!家栽一颗柳

花筑一个巢!巢养一朵花

柳绿花开报春晖!

同爱咱爸妈

爸妈是儿女的春!

春爱你我他

无论春冬与秋夏!

爸妈的健康快乐!

是开在儿女们心中

最真的花

母亲的头发全白了!外二首"

!

徐桂荣

白得和外祖母的一模一样了

远看像一团雪

近看是满头亮晶晶的银针

母亲的头发全白了

接下来!就该我了吧

先是一点一点

再是一根一根!一缕一缕

直到将所有的色泽都还给流水

只留下白!驮在肩上

能活到头发全白多好啊

能活得像外祖母这样!

像母亲这样

有这么大的村庄需要照看

有这么多的作物需要喂养

有这么多的子孙!放风筝一样

大的放出去!小的缠手上

盼着过节!盼着电话

盼着寒假和暑假

总有无穷无尽的盼头武装自己

打败一把把苦难的岁月

能活得像外祖母这样!

像母亲这样

最终用自己简单纯粹的白

打败了世间所有的颜色!多好#

削苹果

给父亲削一个

给母亲削一个

最后!给自己也削一个

苹果!聚集了时光足够的养分

红润!香甜!汁液饱满

泛着温暖的毛茸茸的光

这是暮春一个普通的午后

门扉前!花影摇曳!阳光慵懒

餐桌上!碗筷安静

一杯新续的绿茶冒着细细的香气

年迈的父亲尚未起身

年迈的母亲!也尚未起身

不知从何时起

他们越来越迟缓!越来越无力

只宜于用一只小小的红苹果

来抵御身后汹涌而至的

越来越老的光阴

纺车

把时光纺成线

缝补缀纳简单又细碎的日子

这是母亲的事业

也是母亲的艺术

阳光安静" 花朵安静

树木安静" 我们的母亲

摇着一辆古老的纺车

坐在季节深处

纺织流水花香白云鸟鸣

金绸银丝"

一缕缕!一匹匹

铺向天涯

我们从天涯回望" 或者归来

蜕尽尘屑与繁华

回到棉线的暖与轻

回到棉线时代

清平乐!登井冈山

!

童新生

久有夙愿!今登井冈山" 黄洋界

屹立岿然!杜鹃花开烂漫"

荆竹郁郁葱葱!松涛云海从容"

铭记革命先烈!红旗代代传承"

唐代的桃花

!

王伟

桃花是一朵花

桃花也是一个人名

桃花可以演绎成故事

桃花也可以浪漫成爱情

崔护邂逅的那场爱情

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桃花运

但在当时算不上传奇

唐代的桃花很美丽

唐代的桃花也很多情

唐代的诗人们前赴后继

爱上了桃花

李白曾经遭遇过

白居易曾经遭遇过

年轻时的杜甫也应该遭遇过

杜牧自不必说

他喜欢的桃花大多开在扬州

十年的风月场中

杜牧不知道迷醉过多少回

人面桃花 相映生情

灼灼笑靥 心旌飞扬

一朵桃花一首诗

一树桃花一树情

桃花丰富着诗人们的想像

桃花鼓荡着诗人们的情怀

走进了唐代的桃林

就走进了唐代的诗国
思念
焦辉

思念是朵悄悄绽放的花+ 小心而羞

怯着!在春风里!在燕声里!在星辉下!摇

摆着身姿!把花瓣舒展!把芳香发散在无

人注目的地方+那一滴滴晶莹的清泪!暗

暗滑落在脚下!不惊动一丝空气+花偷偷

地把小小的身影映进洁白的云里! 又怕

被人看见!忐忑着!却还有心愿!渴盼白

云飘走!飘到那个人的天空+就算那个人

不喜欢看云!看不懂云!但愿含有你身影

的白云!哪怕片刻投影在那个人的身上!

或眼中!你都会甜蜜地微笑!感觉到无上

的幸福+ 静默里!每一瓣花都心事重重!

微微地叹息!仿佛害病!却又妩媚+

思念是串叮咚歌吟的风铃+ 挂在窗

台!清风把阳光串成音符!所有的心情叮

叮咚咚+ 美好的感觉!不敢说给谁听+ 独

处时!眼睛里的哀怨!眼睛里的梦!眼睛

里的笑靥!也许!只有窗台上静静爬过的

蜗牛会懂+ 独处时!所感觉到的时光!慢

或快!无趣或欢乐!都取决于住在你心里

却又在远方的人+ 有时候!夜深月静!怕

风铃叮咚+哪怕稍微的声音!也能震落一

串串眼泪+ 风铃不响!却又难过!却又期

盼!竟然起身拨动!直要把眼泪震落才能

罢休+有时梦醒!耳畔隐隐响起另一串遥

远的风铃的叮咚!这叮咚!越过了千山越

过了万水! 从一扇窗户! 从一个人的心

中!款款飞来+ 于是!你的心中充满着苦

涩!充满着酸楚!充满着甜蜜!充满着叮

叮咚咚的风铃声+

思念是场淅淅沥沥的小雨+ 飘飘洒

洒!笼罩了天与地!迷迷蒙蒙!细细密密!

如网如梦!所有心绪都成了千千结+所有

尘封的记忆都被雨水打湿!揪心的感触!

甜蜜的往事!相遇的美好!愉快的交谈!

会心的微笑!指尖的温暖!一切都鲜活灵

动!慢慢浮现在眼前+ 雨中的心事!绿意

莹莹!光洁美好#雨中的思念!温馨美丽!

缠绵悱恻+这一切!却又罩上了淡淡的忧

伤和轻轻的痛+有雨的陪伴!思念不再孤

单+绵绵心雨!润万物!绿肥红妍!梦里共

携手+爱情!亲情!友情!在思念中更忠贞

更温暖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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