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幸福的麦子
邓同学

一缕春风!吹皱了一池春水!吹绿了

大江南北"

农学书上说! 风也是庄稼生长必需

的一种因素"从春天一直吹到夏天!麦子

就熟了"

走进五月的田野! 我感到麦田里那

种暖暖的气息" 刚下过雨!太阳一晒!好

湿热" 好在这几天小麦正灌浆!要晴天"

放眼望去! 麦田里遍地金黄" 无垠的麦

浪!从一个村庄翻腾到另一个村庄"和风

吹来!麦田像晃动的金黄色的地毯"一个

老农走进田间!麦田接受着他的检阅!他

就像一个将军!每个麦穗都是他的战士!

他要察看麦子是否成熟! 每个麦穗都高

高举起小手"老农顺手掐下一个麦穗!在

手心里揉了揉!吹去麦糠!数一数每个麦

穗有多少个籽粒! 然后放进嘴里咀嚼品

味麦香"老农一脸的自豪!今年又是千把

斤# 麦子!就是农民的命根子"

家居豫东平原!上大学的时候!我不

知道爹娘是如何艰难"大学毕业后!每到

收麦的时节! 我都请假回家帮爹娘干几

天农活" 我回家! 能减轻一点爹娘的劳

累"上个世纪!农村的机械化程度还不是

很高!我和爹娘也是天不亮就起床!到地

里割麦子"我没有干过多少农活!但干起

来也绝不含糊" 割下麦子!要拉到场里!

还要垛起来!防雨淋!再用脱粒机脱" 脱

粒的时候人不够!就请人伙着干"麦子割

过!爹娘会把遗留在地里的麦穗捡回!一

个麦穗也不舍得落在地里" 但是! 那几

天!很少有闲人" 后来!家里添置了手扶

拖拉机$脱粒机!爹娘的劳累程度就减轻

了一些"爹把手扶拖拉机$脱粒机看成宝

贝似的"

这几年 ! 农业机械化程度大大提

高!种麦时有旋耕机!收麦时有收割机"

进入五月下旬 !山西 $河北的收割机就

从北方开始到河南!轰隆隆从公路上驶

过!一辆接着一辆!很壮观" 我感到!收

割机就像候鸟一样!随着季节的变化而

迁徙"

农谚说!%麦熟一晌&' 麦子收后!就

要及时种秋!播种玉米 $大豆 $芝麻等 "

%五黄六月争回耧&! 就是说这边播过种

子后! 再回来看看! 种子已经开始翻身

了" 很形象地说明了农时的紧迫" 麦季!

包括收麦和种秋"上世纪七十年代!一个

麦季要月把"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个麦季

要半月到二十天左右"上世纪九十年代!

一个麦季要十来天" 如今!麦季变短了!

一个星期左右"乡亲们说!如今种地也享

福了!不用弯着腰收割了!种地政府还给

补贴"

据报道!

!"#$

年! 我国粮食总产量

实现了历史罕见的十一连增"在粮食总

产量实现十连增之后!我国长期积累形

成的基础设施潜力已充分释放!在高起

点上继续增产的空间已经很小"夏粮作

为全年粮食生产的首仗!意义重大" 然

而!

!%&$

年!我国夏粮大丰收!且实现十

一连增"我国用占世界十分之一的土地

养活了占世界六分之一的人口!的确了

不起"河南!是我国的小麦主产区!小麦

产量占全国的
!'(

" 周口更是了不起!

我们周口的粮食够全国人民吃半个月"

所以说!河南的农业生产在全国有着举

足轻重的地位"近年!自然灾害频发!但

每次受灾后!中央政府都及时拨付专项

资金! 农业专家积极支招恢复生产!就

有了连年的丰收景象"

粮稳天下安"

幸福走上高山顶
王天瑞

这个小村! 师长和师政委来过!市

长和市委书记来过!专家们来过" 他们

来过之后!就研究决定!帮助这个小村

建一座矿泉水厂" 最后!任务落到了我

的头上" 由我带领两名干部住到村里!

和村干部一起!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筹

备建厂"

我们师和市里!有一个%军民共建

计划&!全师用五年时间!帮助市里
&%%

个小山村建成文明村$富裕村" 我们政

治部的帮助对象是高山顶村" 高山顶

在哪里( 我们在向导的带领下!进山后

走过百里爬坡路!才找到村里) 小村海

拔
&)%%

多米! 全村
*!

户人家!

+**

口

人"村的东边!沟壑纵横!乱树茂密"村

的西边!崇山峻岭!云缠雾绕" 村的北

边!是刀劈斧剁般的悬崖峭壁" 站在悬

崖峭壁上! 能朦胧看到乡政府旁边的

宋代古塔!但古塔究竟什么样!很多人

只能想入非非" 千百年来!从没有听说

谁胆敢从悬崖峭壁上攀援上山或下山"

也许是鬼斧神工吧! 村中突兀一座石

柱!石柱下有一个大大的泉眼!泉水喷

涌而出!又奔腾向北!从悬崖峭壁上沿

着风化崩裂的石缝!日夜不息地飞流直

下**

听说要在村里利用山泉建座矿泉

水厂!很多人笑了)那时!人们还没有喝

矿泉水的概念!所以摇头的人多!点头

的人少) 我和村民们谈过一遍心后!发

现只有一位刚刚从部队转业的陈姓连

长兴奋异常) 我又和他谈心!他很乐意

挑起厂长的担子)他毕竟在部队受教育

多年!毕竟思想解放!毕竟高瞻远瞩)我

说!要建厂!首先是钱!没有钱就寸步难

行) 陈连长说!没钱!他筹!筹个
#%%

万

元!问题不大) 他手里有转业安家费
+%

万元!他能从各地战友那里借
,%

万元!

他爱人是城市人!还能从岳父岳母手中

借
!%

万元!将来再集资
#%%

万元!钱的

问题就迎刃而解了)陈连长倒把我说得

欢欣鼓舞)

在竞选厂长大会上!陈连长郑重承

诺!建设矿泉水厂!实行股份制!年底按

股份分红+ 村里年满
#*

周岁到
)%

岁

的!无论男女!都可以上班) 那时!工资

加分红!幸福就走上咱高山顶了) 他还

声明!他投入的钱不分红!当厂里真正

富裕了!可以把钱还给他)有人问!企业

亏损了怎么办( 他说!企业亏损了他的

承诺不变)有人问!企业倒闭了怎么办(

他说!企业倒闭了各家各户的股金原数

退回) 还有人问!生产的矿泉水怎么运

出山(他说!在村北悬崖峭壁上修条路)

很多人笑问!能修吗( 他笑说!能修!当

然能修!马上就修)会场上沸腾了!高山

顶沸腾了)

人心齐!泰山移)众人拾柴火焰高)

陈厂长走马上任!立即兵分五路投入战

斗,办理建厂手续 !送样水进京检测 !

联系施工队盖房!派人购买机器!组织

青年人开凿隧道) 要说开凿隧道!那可

是艰巨 -繁重 $辛苦 $危险的活计 ) 过

去 !村民们从村南出山 !要走百里路 !

今后从村北悬崖峭壁上出山! 那就神

奇地缩短了距离!谁能不精神振奋$欢

欣鼓舞呢. 青年们腰系绳索! 手舞铁

锤 -钢钎 !沿着悬崖峭壁的走向 !要开

凿一条可以跑汽车///高
,

米 - 宽
$

米-长
#%%%

多米-坡降
#,

度-%之&字形

的隧道!可谓举步维艰) 我向师首长作

了汇报!师党委立即决定!派出
+

个工

兵连!携带先进机械!前来支援)转瞬之

间!工地上热闹非凡) 隧道从四个坑口

开挖!同时向前掘进) 炮声-锤声-钢钎

声-机器轰鸣声**交织着-缠绕着-汇

聚着-冲撞着**一起向大山宣战) 谁

也没有料到!历经一年时间!第一批罐

装矿泉水就兴高采烈地走出了大山)

一天!我突然接到一封特快信) 信

中说!高山顶村变成了全省著名的文明

村-富裕村-幸福村!矿泉水厂要举行大

庆!邀请我前去参加大庆活动) 我看了

信!吃不安!睡不宁!心驰神往) 我已转

业多年!还真想去看看高山顶的父老乡

亲们) 我急忙打点行装!再带上当年在

高山顶拍摄的一大摞照片!准备立即出

发)

沙颍文艺组版编辑!李硕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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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
!

王长里

长城数万里!

蜿蜒似巨龙"

昂首东海际!

摆尾戈壁中"

游走崇山上!

穿梭在峻岭"

出生神州地!

腾飞傲苍穹"

麦子在抽穗%外二首&

!

徐桂荣

!!!!!!

仅仅闭上眼睛#屏住呼吸

是不够的

还要卸下耳廓及内心里

隐秘的杂音

让自己彻底安静下来

像一棵麦子

忘记时间与奔跑

只记得脚下的泥土和水分

这时候!你就能听见

满地满野的麦子

一起哔哔啵啵

拔节#抽穗的妙音

麦子熟了

所有的日子都沉甸甸的

所有的姐妹

都勾着头!心事羞涩

悄悄地

控干所有的水分与梦想

将内心的阳光掏出来

将内心的芬芳也掏出来

只待镰刀响起

被宿命收割

成为香喷喷的粮食

喂养以后的日子

麦子来到六月

失去水分!青色!钙质

躯体中空时

便一排排倒下来

这不是最后的结局

一棵麦子" 一场麦子

一年又一年的麦子" 最后

都要交出所有的籽粒

像老人

留下全部遗产!自己消失

从平凡!平淡与细微中凸显本真
!!!李国印先生其人其书

王猛仁

如今!在人云亦云-生存状态相对狭

窄-又略显浮躁的社会场景中!书法界也

是慌不择路!闻风而动!时而焦虑!时而

虚泛!时而喧腾) 人们在观望-兴奋-乏

力-无奈与反复中!有那么一部分人仍在

水一方!苦心孤诣!孜孜以求!怀揣着心

中的那份美好与虔诚!以一颗平常-淡然

与敏感的心!坚守寂寞!固守本真!最终!

以人生的另一道风景! 俯拾艺术的美好

和生活的安谧)

前不久!市书协编辑出版了一套0国

展精英///李国印卷1)集中展示了国印

先生近年来在书法艺术创作上取得的成

就!特别是对魏碑艺术创作的操守!甚为

显著!给人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

在一般人的眼里!%李国印& 这个名

字是相对陌生的) 业内只知道他在税务

系统工作!平时喜欢吟诵染翰!几十年不

离不弃!守望着自己的艺术天地!潜心读

书!遍寻名贤!时有斩获)同时!又能时常

把自己对于书法与诗歌的全新理解与感

悟毫不保留地与身边的人分享! 是周口

文学艺术界当之无愧的耕耘者-实践者-

传播者与弄潮者)

%以古人为法! 而后能悟生于古法

之外也&) 国印先生以古为徒! 效宗二

王!师法唐宋诸家 !于 0李壁墓志 1-0张

猛龙1-0爨宝子1-0张迁碑1用功最勤!所

得亦最多) 真正悟到了魏碑古雅劲秀-

清灵爽健-浑厚华滋-刚正饱满的真谛!

成为周口书坛并不多见的魏体代表性

书家之一)

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书家与学者!

学不是目的!关键是要化!要出!要有自

己独具特色的个人面目)他学古不泥古!

他对书法的理解上升为对古人精神的吸

纳! 把个人的审美取向建立在去伪存真

的现代创作范式上) 什么好与坏! 美与

丑!雅与俗!在他眼里一目了然) 尽管他

笔下的魏碑影子较重! 但细看时又觉与

魏全然不同!字形之中!字行之间分明闪

动着李国印自己的影子)

当年!国印先生在中国书协受训时!

曾得到过李松先生的亲传! 评曰,%在他

独具个性的作品中! 我们可以明显地感

受到唐宋明清灵巧秀美的余韵和汉魏开

张大气的淳古) &是的!他的极具现代审

美风格的布局和看似不经意却又刻意为

之的字形字法的枯湿交织! 以及浓淡交

错的墨法和奇逸多姿的笔势! 极大地增

强了作品的视觉冲击力和审美构成) 这

些! 想必就是李国印书法艺术展示给人

们的感人之处) 在这一系列的酝酿-构

思- 制作的过程中完成了书法创作境界

的飞跃! 轻松自由地进入了雅静空灵的

艺术空间)其实!对每一个艺术从业者来

说! 个人风格的形成是一件十分艰难的

事!而且这种个人风格一旦确立!在以后

的创作过程中!就显得弥足珍贵了)

国印先生是一位复合型书家! 其本

职工作似乎与书法相距较远) 他在基层

工作期间! 肩负着领导和业务的双重担

子)而在书法和诗歌创作领域!又有着开

阔的视野和多方面的艺术创新能力!其

艺术生活的经历基本上和当代书法热的

兴起与发展同步)从这一点来看!我想国

印先生应该是当代书法人中一个成功的

缩影)我与李国印先生相识有年!从最初

到现在! 我认为他是一个很随和很善良

很圆融的人!接触渐多!才感觉到他的书

法-诗词-文章也是平实自然而尽显睿智

和才华!一如其为人!这让我愈发对其为

人为文深信不疑) 我与国印先生的交往

犹如君子之交!而又相忘于江湖)国印先

生人缘好!游历广!儒雅博学!一些朋友

提起他来!总是赞赏有加)

除此之外! 国印先生好读书! 结善

缘!交益友)他的%品茗论道&正如其写字

一样! 能把瞬间的观感和顿悟化解到他

的作品里!让作品绽放出少有的书卷气!

升华出一种特殊的人文气息! 并因此而

定格了他作为文人书家的超然气质和风

格特点) 现在!国印先生仍沉浸书斋!殚

精竭虑!吟哦不断!手书不辍!每每有精

品力作参展于全国及省内外的书法大展

中!其书法功力-艺术水准和学术含量!

越来越为业内首肯)平日!他不断用诗的

语言!追述着流走的时光!谱写着书法的

辉煌篇章) 以诗言志!以书铸情!互为渗

透!相映成趣!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永恒魅力和不朽精神)

我很赞赏尼采的一句话,%在你立足

的深处挖下去!就会有泉水涌出) &任何

一种艺术!没有坚实的功底!没有心境的

宁静!没有持之以恒的毅力!是永远做不

好的) 国印先生的勤勉-勤奋与出彩!给

了我们一种启示! 同时也给了我们一种

向往!一种追求!一种激励) 欣赏一幅好

的书法作品! 常常能使人产生情绪上的

愉悦!那种愉悦!蕴藏在心底!会持续好

长一段时间) 国印先生是一位朴实-憨

厚-不大声张的书法家!但作品却生机盎

然!奇诡多变!极富阳刚之气) 他的书法

修为不仅仅是艺术修为! 而是一种情感

修为!一种人格修为!给人一种感官的冲

击和心灵的通透)这种感受!有从心所欲

而不逾矩的超脱! 让人感受着平和的力

量!平淡的魅力) 他的笔法技巧!不像目

前现代书风那样充斥着矫揉造作- 千奇

百态的张扬! 他在技法之中淡然地诠释

着%苦学苦练-道外无物&的内功!从结体

到布局!从起笔到收尾!没有一丝躁动的

痕迹!墨韵气息很是典雅) 巧与拙!聪与

钝!通与隔!熟与生都坦然地洒落在自己

的作品里! 让每一个人都能真切地感受

到画面中透露出的骨力与骨气! 甚至还

有一颗不易察觉的与世无争的澄澈心

灵)

今天! 我不敢妄称李国印先生已经

达到了如何如何的高度! 但我可以自信

地讲! 他的书法已营造出了一种唯美的

高度!表现出了自我的朴实-高雅-善良-

平和!写出了生命之花!令我钦佩) 故撰

此短文!谨祝国印先生艺术青春永驻.

鸟儿
宁高明

风儿拂过天空!云层仿佛透明的轻

纱!淡蓝!轻柔)

空旷的原野上!毛白杨依然闪烁着

素洁的光芒!它们的脚下是一大片一大

片的狗尾巴草!虽然落光了种子!依然

在春寒料峭中招摇!仿佛冬日的尾巴)

一声鸟鸣!起自遥远的天边!缥缈!

清新!拖着冗长的哨音!仿佛春天的音

符!打破了天地之间的沉寂!又仿佛是

遥远的呼唤) 倾听于天籁之音!大地为

之一动)

是啊!那尖利的一声鸟鸣!就是春

天的序曲!从蔚蓝的天之角唱响!一只

白鸟刺破天空! 呈现出奋飞的靓影!如

一片微微启动的云帆!一只鸟!又一只

鸟**渐渐越聚越多) 鸟鸣越来越响!

越来越清脆!洁白的小鸟!不知名的小

鸟!在遥远的天之一角!密密地集结!重

重地排列!像古罗马战士的方阵!在广

漠的天地之间! 被肆虐的风推挤着!撕

扯着)它们是一群充满活力而激情四射

的鸟儿!不知道疲倦!也忘了饥寒!拖儿

带女!呼朋唤友!漂泊在无际的天空!或

栖息于春水流动的土地)

鸟儿激活了天空! 天空激活了大

地)那么多的鸟儿!一阵阵起落!一排排

翻滚!勇往直前)它们飞过的田野!杨柳

青青!风筝悠悠!迎春花次第开放+它们

飞过的河流!清风徐徐!水波不兴!鱼儿

欢快地鼓着水泡+ 它们飞过的村庄!鸡

儿喔喔!羊儿咩咩!农人赶着牛儿走向

田间地头) 它们飞啊飞!它们曾经飞过

了流沙一样多的日子!飞过树叶一样稠

的城镇村庄) 它们飞不动了!大地上的

任何一个角落都是它们栖息的家园)

谁也不知道它们从哪里来! 谁也不

知道它们要到哪里去) 它们踏着春天的

旋律而来!扑闪着整齐划一的翅膀!风雪

满途时寻找温暖!饥饿时寻找食物)有时

候风餐露宿!有时候风雨兼程)它们是春

鸟!翅膀在天地间划出执着!划出青春!

划出明媚)它们是一群快乐的鸟儿!与流

云为伍!与星星作伴!在天地之间谱写生

命的赞歌)它们又是一群忧伤的鸟儿!树

林里有网罟!草丛中有猎枪!它们在扭曲

的人性中飞出生命的脆弱和生死离别)

它们是一群悲壮的鸟儿)

长夜漫漫!路途遥远)它们在南方北

方之间来回奔波!在淡蓝的天空下!大片

大片的春鸟!像洁白的云!像灰暗的云)

在广袤的天地之间流动! 从一条遥远的

地平线出现! 又从另一条遥远的地平线

消失) 它们时而聚拢!时而分散) 它们分

散时!让人几乎忽视了他们的存在+聚拢

时! 人们又感到了震撼) 一些鸟儿落单

了!依然悲鸣着义无反顾+一些鸟儿生病

了!即使落在泥沼!目光依然热烈地望着

北方)

遮蔽了天空的鸟群啊! 到北方去是

为了生!到南方去也是为了生!正是在这

来来回回的奔波中诠释了生命的历程)

读懂鸟的!不只有天空!还有广袤

的大地和四季的变幻) 当冬天来临!北

方被冻住的时候!冻不住的只有鸟儿的

翅膀+当残冬过去!春天来临!有花朵会

在遥远的北方开放)在春风中渐行渐远

的鸟啊!传说在遥远的北方有一片广袤

的大平原!每一片金色的土地上都能长

出一个丰硕的秋天)

麦收"外一首#

!

王雪奇

布谷声声收麦忙!

男女老少齐登场"

麦粒饱满老农乐$

歌唱丰收粮满仓"

青松

山育我来我秀山!

自幼扎根岩缝间"

风霜雪雨怎不怕%

磐石精神我借鉴"

五谷台思怀
!

薛顺民

登高思古忆神农!

漫品宛丘陈楚风"

百草遍尝经百险!

桑田施教建奇功"

情随阡陌生豪气!

诗贯云霄赞圣名"

举望一川东逝水!

陈州处处绘丹青"

王映 摄

致高考考生
!

高曙光

夏天就在眼前

校园生机盎然

绿柳抚岸

荷叶田田

湖畔的合欢树啊

盛开在校园

夏天就在耳畔

校园晨读依然

旭日东升

河水潺潺

湖中的锦鲤鱼啊

就要跃出水面

夏天就在身边

校园生活将成为记忆的沉淀

十几年寒窗苦读

梦想着飞向蓝天

今天走进考场

眼前是让人心跳不已的试卷

苦思冥想

花明柳暗

黑板上方的时钟啊

滴答滴答

额头的汗水啊

滴答滴答

手心里攥着自己的明天

今朝是否梦圆

夏天并没走远

带着梦回到春天

今夜无眠

想三春花落我不流泪

想双亲祈盼我大学梦圆

夏天并没走远

带着笑回到秋天

今夜不眠

听一曲心动我不孤单

听一夜风声我睁着双眼

别了 我的高中校园

别了 我的四角蓝天

别了 校园里盛开的玉兰

别了 那一张张熟悉的脸

龙湖碧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