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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梅颖

爷爷是一位人民教师! 终身教书育

人"行善积德#去年
!

月!爷爷因病去世!

享年
"#

岁$ 每逢佳节倍思亲!春节的到

来!让我更想念他!尤其是他老人家写春

联的故事更让我难忘$

听我伯父们讲!爷爷参加工作后!每

到放寒假的时候! 就会准备笔% 墨和红

纸!开始给村民们写春联$ 先裁剪红纸!

有长的"有方的"有短的!大小不一$那时

的冬天比较寒冷! 常常屋外飘着鹅毛大

雪$ 爷爷写一会手都冻僵!就一边踱步!

一边搓着手思考$除了门对子外!还有许

多地方需要贴!而且各不相同$如在门口

处贴上&出门见喜'!在架子车上贴上&四

通八达'!在装粮食的斗%缸上会贴上&五

谷丰登 '!在猪圈 %羊圈上贴上 &六畜兴

旺'$ 写得最多的就是&福'字和&春'字!

每年都要写上百个$大年三十前!到我家

取春联的乡亲们络绎不绝$ 当红红的春

联贴满家家户户时!喜气洋洋%春意盎然

的节日气氛顿时而生! 爷爷也露出了满

意的笑容$ 而在这春联的一写一送一贴

中!也体现着乡里乡亲们和和气气%其乐

融融的乡情$

在我儿时!每当春节前!我和堂哥堂

姐也常常围着爷爷!看他写春联$在那一

笔一划%工工整整的的字迹中!有的表现

了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如&天增岁月

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楼'(有的表达了

对党和祖国的无限热爱!如&大地沐春晖

万紫千红开盛世! 神州沐党恩五湖四海

乐丰年'( 有的反映了对后辈的殷切希

望!如&绽蕾花树株株秀!破土春笋节节

高 '&春联满写新春意 ! 壮志早酬少壮

时'( 有的体现了对向善向上的家风追

求)&传家有训凭厚道!处世无奇靠诚心'

&勤是摇钱树!俭为聚宝盆'#这些都给我

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滋润着我们幼小的

心田!至今一直激励着我们自强不息%厚

德载物#

近年来!爷爷年老多病!加上村民们

日渐富裕!常买印制的春联!爷爷就写得

越来越少了#但看得出来!爷爷心有不甘!

若有所失#记得一次爷爷说)&春联直接写

和买的感觉是不同的!最好还是写**买

是买不来的$ '在他的引导下!他的大重孙

在上小学时就练习书法!今年就开始写春

联了$ 他一笔一划的动作!有其太爷爷的

遗风!赢得了大家的一片称赞$

我还听说! 爷爷有一年看到漫天飞

雪!忽然出了一副对联!上联为&瑞雪迎

春春伴雪飞到'!让我正在上高中的二伯

和三伯对下联$ 二伯"三伯反复斟酌!最

终想出的下联为 &红梅飘香香从苦寒

来'$爷爷不太满意!说涵义有了!但对仗

还不够工整$今年恰逢鸡年!我突然觉得

可以用&金鸡报晓晓随鸡鸣来'!来对爷

爷的上联$

春联这一中华民族传统的" 特有的

文字形式不仅仅烘托了节日气氛! 还教

化着人们的心灵$ 在那 &千门万户??

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名句中!分明蕴藏

着我们民族生生不息"昂扬向上的密码$

我想!这正是爷爷钟爱写春联的原因!而

对写春联的钟爱也是爷爷留给我们无穷

的精神财富之一$ 而今! 写春联的家风

传承了下来!遗憾的上联也有了下联$或

许!爷爷可以含笑九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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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学廷

在决定要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首先

就为这个题目犹豫了好几天$一是因为

它太土!没有一点灵气!更谈不上什么

洋气(随之就显得不醒目!不能给人带

来眼睛一亮的感觉!这在为文上也算是

很大的一忌$可是不这么写我总觉得难

以准确地表达我对这位老兄的感情!更

难恰当地抒发我们这对异姓兄弟之间

的情意$

我说的这位王老兄他叫王子学!是

南边距我村二里半地的王庄人$因为我

们不是一个村!他又比我大得多!起初

我并不认识他$ 初次结识他!是在水寨

北头的邮局里!这已经是四十年前的事

了$ 那时候的邮局很破旧!是不大的一

间小房子$我正趴在柜台上给远在新疆

的四叔写着信!忽听背后有人说)&你就

叫秦学廷吧+'我回头一看!一个三十出

头,我当时二十多岁-!相当精明强干的

军转干部正对着我微笑呢$我腼腆地点

点头!也笑着问他说)&您怎么认识我+'

他说)&认识!认识$'那干脆利落的样子

更使我茫然了!心想!他怎么会认识我

呢+ 多年后在一起工作了!一次闲谈中

他才告诉我)&你在高中时就是个才子

吧!哪庄没有你的同学啊!早听说了$刚

才就在门外还有人给我指点呢$ '噢 !

我这才恍然大悟$

和他在一起工作是十多年以后的

事了$ 他首先留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非

常讲究实际的人$ 比如说那时候的教

育!要检查老师的工作情况!首先就看

你写没有写教案!这是天经地义的$ 可

问题是有哪一个人的教案是自己写的

呀!不说别人!就说我自己!有那个能力

吗+不都是比着上边发下来的教案抄的

吗+ 所以我不愿意去做那个假!更不愿

意为此去浪费珍贵的时间$而乐意把有

用的要点都旁批在课本里!字里行间做

满了标记$这样讲起来既实用!又方便!

太受同学们欢迎了$然而我这样做却从

此使自己落下了个不写教案的坏名声$

作为校长的王老兄他也深为我的遭遇

回回给予理解和同情$ 他对上级讲!不

管怎么说!秦学廷的课还是讲得非常优

秀的$ 更倒霉的是!到了评职称的时候

我更吃了大亏了$ 就凭我没教案!上边

堂而皇之地不给我好职称!那些利益和

我相触的人更不肯放过我$尽管王校长

又站出来为我口干舌燥地争取!结果还

是无济于事$在第一次的甲级评选中我

只好名落孙山$ 不过!我对王校长那样

地为我争取我还是十分感激的$

这以后乡里几次组织人来听我的

课!其目的是不言而喻的$ 令我欣慰的

是! 那次教办室的王国防主任听后说)

&确实是入木三分$'还有一次三中的张

洪庆主任评价说)&实在能旁征博引!举

一反三$'更叫我感到欣慰的是!有次乡

文教助理李文哲同志竟当着许多老师

的面说)&这个秦学廷啊!你且莫说叫他

教初中!现给他个高中他也满可以$'这

我就感到心满意足了$

再就是入党的问题$那时候有这么

一个传说!都说秦学廷是王校长看重的

红人$ 因为别人想入党都是主动写申

请!而我的申请是王校长主动找着我写

的$ 他说)&你不要有顾虑!我是完全相

信你够格的$ '这么样的情况是不是我

给王校长送过什么礼呢+ 不是. 我不仅

没有给他送过什么礼!他就连我的一根

烟也没有吸过$我俩都是属于那种非常

耻于&礼尚往来'的人$他说他是完全看

重了我的实际工作能力和人品$我们虽

然都不是什么君子!但君子相交淡如水

的亮节我们也算是做到了$

不想!我自己再一次把事情给弄砸

了$

原来我在申请书里说)&请党组织

相信我!如果批准了我!我一定对得起

您!坚决不能像现在的有些党员干部那

样!动不动就随意吃老百姓的!拿老百

姓的!给您抹黑$ '这句话搁现在满行!

搁上世纪的八十年代不知道就得罪了

谁!坚决不予批准
$

开会回来的王老兄

跺着脚批评我)&你这个秦学廷呀!咋这

么实诚呢. '于是乎!他干脆上午饭不

吃!关在屋里!自己又替我写了一份申

请交上去!我这才成为党员了$唉!我这

个王老兄.

如今! 王老兄已经退休十多年了!

也不在家里住!去到郑州照顾孙子孙女

去了$ 每逢年节还忘不了给我打个电

话!使我心里热乎乎的$ 你说一个将近

大我十岁的老哥! 又是我的一个老领

导!还这样地常常惦记着我!这真叫我

实在过意不去$这不!就在一个月前!他

又给我来电说)&秦学廷啊!你不是喜欢

写点东西吗! 我在郑州
!

报有个熟人!

再写了寄过来!我给你找人发表吧.'我

说)&那有什么意思啊$不了$'他说)&不

这样人家能用吗+ '面对他的好心我真

无言以对$ 结果我这次写好后!还是没

有寄给他! 我觉得那实在没有什么意

思$ 你想!写个东西光靠找人发表那到

底还有什么意思啊.于是我把它寄到咱

没有熟人的/周口日报0来了$ 唉!我就

是这么一个脾气$但愿它的命运不像我

老兄所担心的那样$ 可不管结果如何!

我对王老兄对我的真诚关照仍是感入

肺腑的$这样!经过这么多年的交往!我

深深感觉到!就像前面所说!他虽然与

我异姓!但他不是兄弟!却实在胜于兄

弟$我们中国有句古话!&非亲有义须当

敬!是友无情不可交'$像王老兄这样的

人我到什么时候能不尊重呢$ 所以在

此!我再次深情地说声)我亲爱的老兄!

谢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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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

家园$ 在新的时代礼敬守护和传承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全体中华儿女庄

严神圣的使命$ 张新安先生多年来!一

以贯之地致力于对周口优秀传统文化

的深度打捞和艺术呈现
-

张新安先生为

周口市的乡村历史文化研究工作!倾注

了极大的热情和心血$

周口乡村文化是丰富的历史文化

遗产!体现了周口人民群众的生命力和

创造力!是当代人深深的乡愁!也是珍

贵的文化资源$ 张新安的作品!无论是

小说!抑或散文!均带有浓郁的民间色

调$ 既表现为故事的传奇性和趣味性!

在题材的择取方面有着鲜明的民间特

色(也表现为民间道德关怀!呈现出善

恶报应%忠奸对立%富贵无常%祸福轮回

等常见而典范的道德评判模式(还体现

在对民间知识%民间语言%风土民情的

熟稔$ 张新安立足于民间文化!既语词

化地保留了那些渐逝渐远的民情风俗

的背影!也以其对乡土精神的挖掘参与

了时代精神的建构$

张新安的小说所描绘的周口图画

与他拥有的生活相比显然还较少!但也

勾勒出了周口历史的大致轮廓!让我们

看到了曾经生活于这个地方人民的言

谈举止和精神风貌$ 张新安利用小说的

特殊方式与表现手法!试图建立周家口

生活的系列长廊!通过文本再现与还原

历史风俗画面$ 在这些生动画面里!作

为根文化的重要基因! 诸如生活方式%

思想情感方式以及话语方式等!都栩栩

如生地展现出来$ 在现代化大潮席卷全

球的今天!努力保存%弘扬传统文化!使

现代化植根于传统的根文化之中!张新

安小说作出了有益的探索与尝试!值得

珍视$

张新安先生是&周口作家群'中!立

足本土%勤奋创作的作家$ 他对生于斯%

长于斯的故乡周口有着难以割舍的深

厚情感!在其长篇小说/巨岩碎涛0中!

他借书中公安民警的跨地办案!直接向

读者介绍了周口这颗豫东平原上的明

珠)&发源于伏牛山的沙河% 嵩山的颍

河!像两条颀长多姿的彩练!蜿蜒奔腾

到豫东平原的周口市西郊合二为一!交

汇成沙颍河$ 再往东流经市内!又与由

北面而来的贾鲁河交汇!把周口市切蛋

糕般分为河南%河北%河西三岸!这样的

地形地貌因与武汉市有着惊人的相似!

因此!周口市又素有1小武汉2之称# '坐

落在豫东平原上的河南省周口市!三川

交汇%人杰地灵!历史上处于中原文化%

楚越文化%东夷文化的交汇地带!是羲

皇故都!道家文化的发祥地# 明清以来!

即是河南四大名镇之一!&通衢五省!人

杂八方! 商贾云集! 南北之声不绝于

耳'# 但在整个&周口作家群'中!虽然很

多作家都把周口作为自己灵魂的安放

地!把作品的背景置放在周口!可是还

从来没有人直接在作品中介绍过周口

这座美丽的小城# 从这个角度来讲!/巨

岩碎涛0确实是一个突破!显示了张新

安作为周口作家的使命感!即通过自己

的创作向广大读者介绍% 宣传周口!提

升周口的知名度# 张新安对故乡的赤子

情怀!拳拳之心!由此可见一斑!也足以

让每一个周口人为之骄傲和感动#

张新安先生的长篇纪实作品/名臣

遗踪333曾国藩周家口督剿捻军揭

秘0! 堪称是作者敬献给深爱着的故乡

的一部优秀之作! 也是一部不可多得

的% 研究周口历史文化的重要参考书#

&"!!

年八月初九至
&"!.

年正月初六 !

曾国藩因督剿捻军! 曾在周口生活了

&#.

天# 对于这段历史!张新安力求&把

这位历史老人在周口的那段经历!尽可

能真实 %完整 %系统 %全面地永存在周

口'# 为达成这个目标!张新安搜集%查

阅了近千万字的图书资料!&相互佐证!

去伪存真(呕心沥血!废寝忘食(即使累

病!在所不惜'!以顽强的毅力和求真务

实的科学态度!终于完成了/名臣遗踪0

的写作# /名臣遗踪0作为研究周口历史

文化的重要参考书!其价值体现在诸多

方面#

张新安先生的小小说!无论是历史

题材!还是现实题材!背景大都是一个

叫做&周家口'的地方# &周家口'是张新

安以故乡周口为原型创造的一个虚拟

的地方!就像另一位周口作家墨白以故

乡周口淮阳新站镇为原型虚构出颍河

镇一样# 张新安小小说中的&周家口'!

是一个具有象征性的地点!是他观照本

土经验% 书写本土经验的媒介与通道#

在书写本土经验的创作理念支配下!张

新安的小小说总是尽力书写周口特有

的风物与风俗等传统文化! 将风物%习

俗和民情等传统文学中视为次要的!只

起烘托作用的事物!提高到与人物同等

的地位# 如周家口太岸霁雪%禹殿水云

的美景(画阁幻影的关帝庙(端午节沙

颍河逮扁嘴的龙舟比赛(狗肉汤剥狗技

术的超群绝伦%出神入化# 对本土经验

的观照与对周口传统文化的书写!使张

新安的小小说避免了文学同质化的危

险!而有了鲜明的周口地域文化特征与

自己的独特个性#

张新安的散文同样致力于周口文化

的打捞和呈现!如/血沃三川留英名0/袁

绍故里话袁绍0等等# /血沃三川留英名0

博考文献!去伪存真!还原了历史现场!

使人物更加鲜明!事件更加具体!既具有

文学价值!也具有历史文化价值#被张学

良将军誉为&东北飞鹰!空军战魂'的高

志航!

&/0.

年
&&

月
%&

日!在周家口机场

壮烈殉国!年仅
01

岁# 将军的英名将周

家口载入了史册! 周家口人民也永远不

会忘记将军和他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操#

在英雄殉国
.#

周年前夕!张新安专门撰

写了/血沃三川留英名0一文!既表示对

将军的深切怀念和祭奠! 也起到了对青

年人进行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教育的作

用# /袁绍故里话袁绍0则是作者继/名臣

遗踪333曾国藩周家口督剿捻军揭秘0

之后!在商水袁氏历史文化研究领域!填

补的又一项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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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晓霞

大年三十吃过年夜饭收拾停当春

晚已在热热闹闹地进行中! 手机也在

&叮咚'响个不停# 我拿起手机!只见拜

年的短信%祝福的微信%恭贺的红包!接

踵而至!同学群%同事群%家庭群!一波

又一波!此起彼伏!好不热闹# 我编发%

回复着信息! 还不时抢到一个红包!然

后礼尚往来发出一个红包!几乎忘了春

晚的存在# 刚过
&1

点半! 我在我家的

&快乐大本营'里发出的红包还没抢完!

大侄子紧接着便发出一个红包!并留言

说)&发个红包!瞌睡了!明天值班还得

出警# '大侄子是一名森林警察!白天见

面听他讲刚办完一桩运输倒卖珍稀鸟

类的案子!过年总该歇歇了!怎么还要

出警+ 他说!晚上又接到报案!有人祭祖

时烧坏了别人家的树!得去现场# 案情

虽小!但警情就是命令# 姐姐立即送出

一个红包)&辛苦了!我的侄儿. '我也赶

紧发红包奖励)&向警察致敬. '上高中的

小侄子也回复道)&人民需要你!加油
2

'

后面还添加了一个很形象的表情! 引来

纷纷点赞#没想到第二天大年初一!我们

真的遇到了一件迫切需要警察的事情#

早在元旦前!

"1

多岁的公公婆婆就

提出要照张全家福!由于儿子和他叔叔

一家都在外地!元旦假期短!没能如愿!

约好这个春节一定要了却二老的心愿#

可是儿子除夕不放假! 订的是初一的

票!下午才能到家!而他叔叔家的孩子

初三要出国读书!他们初二就得走# 几

经商量和查询!总算在市区找到一家照

相馆!在交纳定金后!摄影师同意春节

当天为我们提供服务! 时间定在下午
3

点半#

下午
#

点多!儿了在他爷爷奶奶的

念叨下!平安到家# 老爷子摸着儿子的

头兴奋地说)&大孙子到!可以去照全家

福喽. '可是!午饭后在宾馆休息的小叔

子一家及从湖北来过年的几个亲戚却

迟迟不见回来# 眼看快
3

点了!外面下

起了雨!天空也渐渐暗了下来!老人催

促我快给他们打电话# 我电话还没拨

出!他倒先打过来了)&我们的车被追尾

了!在周口大道和庆丰路交叉口# '闻听

此言!满是欢喜的笑脸顿时一个个都僵

住了# 为了不让老人着急!我让儿子在

家陪着爷爷%奶奶!便和先生!还有儿子

的姑姑%姑父一起赶往现场# 原本以为

雨天路滑!不小心发生了剐蹭!双方经

过协商或者报个保险走快速理赔通道

很快就能解决!结果现场的情况让我惊

呆了# 弟媳驾驶的银灰色车辆右后方被

撞得严重变形!尾灯%保险杠%叶子板脱

落!耷拉在地上(后面一辆白色哈弗车

的左前方更是撞得稀巴烂!碎片撒落一

地# 小叔子心有余悸地说)&还好!没有

伤到人. '当时他们行驶至那个路口正

在等红绿灯!突然&轰'的一声剧响!车

子被重重地撞出了停车线!一阵惊恐过

后!他们意识到车被追尾了!急忙下车

察看# 这时!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

了!驾驶白色哈弗车的小伙子不知什么

原因!下车撒腿就跑!车也不要了!迅速

向南逃去# 侄子想要追赶时!他已跳过

绿化带跑远! 只用手机拍到了他的背

影# 听完小叔子的描述!我家先生气愤

地说)&快报警呀. '小叔子说)&已经打

过
&&1

了# '

雨越下越大!约定的照相时间也越

来越近# 大过年的碰上这么个事儿有多

烦心不说!问题是两位老人的身体一年

不如一年!这次照全家福的计划如果泡

汤!下次一大家子人聚齐还不知要到什

么时候# 所以我们都十分着急!盼着交

警快点来#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仍然不见交警

来到!大家都有些不耐烦了# 我只好掏

出手机再次拨打了
&&1

# 挂了手机转身

看到一辆警车快速驶来!两位年轻的交

警出现在眼前# &你们可来啦. '一位亲

戚略带怨气地说# 两位交警没有回应!

简单问明情况后!就立即拍照取证# 他

们只穿着反光衣!没有带雨具!雨水打

湿了头发和脸庞# 当两位亲戚把手中的

雨伞举向他们头顶时! 他们礼貌地说)

&谢谢!不用啦# '交警拍完照已过
3

点

半!天也黑了下来# 我向他们说明要照

全家福的事情! 提出能不能快点处理!

或者等我们照完全家福再来处理# 同时

让人给照相馆联系再等我们一会儿# 这

时!不知是不是为了回应之前亲戚那句

牢骚!一位交警告诉我们)&这是我们今

天处理的第
0.

起事故了! 中午饭都没

有好好吃# '然后!他上车记了一段笔

录!让我们留下联系电话!说)&你们看

看车子是否还能开!如果能开!可以先

走了!等找到肇事车主!我们会依法处

理的#'速度之快!让我们着实没有想到#

就在我们发动车子准备离开时!一

辆清障车开到了现场#我回头看到!两名

交警一边指挥着过往车辆! 一边引导着

清障车把肇事车辆拖走# 望着雨中他们

忙碌的身影! 想象着这一天他们出了大

大小小
01

多起事故的场景!内心不由得

对他们肃然起敬#遗憾的是!由于当时急

着回家接老人去照相! 我只记下了一位

交警的手机号!只知道他姓薛#

因为有了两位交警人性化的办案!

接下来的事情都没有受到影响#虽然我们

赶到照相馆时已经
!

点多了!摄影师一直

在耐心地等着我们! 并为我们设计了场

景# 看到两位老人十分高兴!大家也似乎

淡忘了节外生枝的不愉快# 第二天!小叔

子一家和来自湖北的亲戚如期返程!第三

天!他们又把侄子如期送上了飞往大洋彼

岸的飞机#很快儿子也离家重返了工作岗

位!一切又回到了有序的状态#

有序的社会需要有序的维护者# 几

天来!我一直琢磨着想用一句话来表述

对这件事的感悟!可总觉得难以表述清

楚# 大年初五!在深圳过年的姐姐在&快

乐大本营'里又给娘家大侄发来一段微

信)&嘿嘿!办了个糗事!因为拍照丢了

个包!通过
&&1

找回来了 !给人民警察

点一百个赞# '后面是竖起的大拇指#那

一刻!我的情绪被再次感染!第一时间

回复道)&必须的!点赞!警察. '

!"#$%&

戚富岗

那个冬天很冷

那个冬天的那个夜晚很冷

就是那个冰冷的夜晚

被泪水洇湿得一片模糊

刘小小不敢去看窗外的漆黑

不敢去想明天和明天的明天

可她情愿夜晚就这么徘徊

漆黑就这么徜徉

因为天一亮

爸爸就要背起行囊去南方

妈妈也要背起行囊去南方

妈妈说!"南方有很多很多工厂#能

挣钱回来盖房$ 南方很远很远%今年春

节就不回去了$ &

话语被沉默通分

孤单成为欢乐的
4

次方

思念被冻成了冰 梦变得那么生硬

赤橙蓝绿统一成期待

期待燕子归来 栀子花开

紧跟着新芽的脚步 伴随着露珠的

呢喃

雪融化为云 云融化为雨

雨融化为春天

一场东风拂过

一场巧媳妇工程的东风拂过

一场精准扶贫的东风拂过

一场普惠民生的东风拂过

盛开成为这个季节的主题

豪迈可以作为这个主题的形容词

千万朵花甜美微笑

千万朵花愉快招手

千万朵花争相怒放

怒放在渔网编织厂

怒放在服装加工厂

怒放在文印中心

怒放在板材基地

怒放在每一个人的笑容里

怒放在每一个人的心窝里

贷款资助 技术培训 优惠帮扶

像花香馥郁芬芳四溢

像仲夏甘霖蓬勃生机

广州 温州 珠海 上海 厦门 深圳

五湖四海的订单纷至沓来 翩翩起舞

春风张开了翅膀%向四面八方发出

了邀请函

刘小小的妈妈应邀而返%张小小的

妈妈应邀而返%李小小的妈妈应邀而返

将牵挂捧给父母%把惦念捧给儿女

辅导完孩子的功课%给老人倒一杯水

带上技术和灵巧%带上热情和梦想

紧走几步来到村里的加工厂

开始采撷生活的甜蜜

十万巧媳妇 十万双巧手

十万热切致富的大军%十万个激动

的心情

从此结缘了家门口务工的五彩缤纷

从此结缘了家门口就业的斑斓多姿

刘小小的妈妈算了一笔账

去南方打工一年挣多少钱

在家门口的工厂加工一件多少钱

一个月的工资是多少

老人健康安乐又值多少钱

孩子学习进步又值多少钱

一家人开开心心在一起又值多少钱

算着算着她咯咯笑了

刘小小依偎在妈妈的怀抱里咯咯笑了

院里的石榴树'桃树咯咯笑了

风和云彩咯咯笑了

月牙和星斗咯咯笑了

整个天空和整个村子咯咯笑了

刘小小不会忘记

在那个咯咯笑着的春天

当一场东风拂过%迎来了三喜临门

的日子

刘小小考试得了一百分

阳光灿烂的生日被妈妈梳成小辫'

包成水饺

全家搬进了社区的两层楼

勤劳的人民不会忘记

在那个无比幸福的春天

当一场东风拂过%有了全新的开始

古老的大地不会忘记

在那个无比温馨的春天

当一场东风拂过%满眼的姹紫嫣红

!!!

春寒料峭腊梅飘香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