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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春二月!柳树抽出嫩芽 !麦苗开

始起身!大地孕育着蓬勃生机" 为了感

受农村发展的新气象!笔者一行慕名来

到商水县郝岗镇"

郝岗地处商水县西北部!与漯河接

壤!与西华毗邻!沙河出漯河市界!在这

里直角拐弯!把郝岗镇揽入怀中" 郝岗

镇与对岸以出产胡辣汤闻名的西华逍

遥镇!成锁钥之势!扼周口西部门户"

驱车出郝岗镇政府往北 ! 走不多

远就到了沙河岸边" 发源于豫西伏牛

山脉# 裹挟着山岩硬气和灵性的一汪

碧水! 迤逦来到郝岗镇! 伏卧在这片

素称 $豆腐腰% 的松软原野上! 风平

浪静! 波澜不惊! 宛若一个青眉黛目#

嫩声细气的娇羞姑娘! 清丽脱俗! 温

婉可人" 这就是春日里的郝岗沙河湾"

由于下游航运施工 ! 漯河上游落闸 !

这里水位较低" 放眼望去! 两岸滩地

郁郁葱葱 ! 星星点点绽放的油菜花 !

在微风中轻轻摇曳& 近处河床可见有

大型挖掘机在作业! 摆渡船静静地泊

在河心" 我们顺堤上行! 来到大路李

橡胶坝旧址
+

这里已建成沙河复航枢纽

工程之一! 水闸和船闸都已竣工! 气

势磅礴! 蔚为壮观"

沙河养育了郝岗人 ! 也必将扮靓

郝岗! 浇开郝岗人的梦想之花" 据镇

党委书记毛茹介绍! 郝岗镇境内沟渠

众多! 穿心沟# 白马沟# 肖黄沟 # 南

干渠等重要沟渠! 与过去橡胶坝的主

干渠紧紧相连! 水资源丰富" 未来几

年! 郝岗将抓住沙河通航机遇! 引沙

河水蓄灌郝岗境内的坑塘河道! 发展

水产养殖! 完善排灌系统! 优化村镇

生态环境! 以水兴镇! 打造生态宜居

的滨河文化旅游小镇"

毛茹说这番话的底气 ! 在于郝岗

除了滨河优势! 还拥有一座闻名中原

的古塔'''圣寿寺塔 " 镇长郭威陪我

们拜谒古塔" 该塔紧靠沙河! 始建于

宋! 复修于明! 是一座四五十米高的

砖构佛塔" 其巍峨的身姿已俯视沙河

流水逾千年! 虽经风雨剥蚀! 仍保存

完好"

为保护和开发古塔景点 ! 镇政府

刚刚完成对古塔周边环境的整治! 受

资金所限! 他们只进行了小规模的绿

化硬化! 为游人和香客提供憩息之便"

圣寿寺塔缘何立在这里 ( 一拨拨

游人来到僻远的郝岗! 只为一睹宋塔

风采! 也为解开胸中的疑团! 答案往

往是充满神奇而美丽的传说" 毛茹说!

从周口顺沙河南岸西行! 两岸原生态

的自然风光# 邓城叶氏庄园# 汉代银

杏树# 郝岗圣寿寺塔! 已是周口民间

推崇的小微旅游线路! 开发潜力很大!

郝岗处在这条线路末端! 他们准备携

手对岸逍遥镇! 努力争取资金! 跨河

建一座浮桥或悬索桥! 让游人在两座

特色小镇驻足徜徉! 体验回归自然乡

村的浪漫风情"

在郝岗! 我们还看到春潮一般的

新农村建设画卷" 郝内村! 当地也叫

寨内村! 是镇政府所在地! 也是刚刚

被省政府表彰命名的生态文明村" 这

里建有远近闻名的新型农村社区" 社

区委托河南建业集团设计! 建筑风格

有洋房模样! 目前已建成一号院# 二

号院! 入住二百多户" 业主多为返乡

创业的能人贤士! 也有致富人家的新

婚子女" 农村社区在一些地方成了烫

手山芋! 而在郝岗! 农村社区不但开

了花! 还结了果" 笔者参观了两套复

式楼! 主人装修之考究不输城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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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居然是美容会馆! 琳琅满目的化

妆品! 精致的韩式汗蒸房! 让人不敢

相信这是在远离县城的乡镇)

$巧媳妇工程% 是商水县扶贫工作

的一张名片" 在郝内村!我们造访了一

家为广东加工鞋内衬的小作坊!作坊里

务工的多是青年妇女! 她们都是本村

人!平时在作坊上班!农忙停产放假" 有

的妇女还把专用加工缝纫机搬到家里!

做工和干家务两不误!每人月收入两三

千元!真正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在另一

个村口! 我们看到一群年龄偏大的妇

女!在集体采摘朝天椒!把辣椒从成捆

的干枝上一个个摘下来!种植户按每斤

四角给她们报酬!也是不出村庄就能创

收" 像这样的$巧媳妇%加工项目!郝岗

多!其他乡镇也多!用遍地开花来形容!

一点也不夸张"

再来说个人 " 毛茹 ! 郝岗镇党委

书记! 省十次党代会代表! 一个走路

生风# 睿智练达的妹子! 她师范毕业!

跨出校门就扎根乡镇! 一干就是二十

五年 ! 辗转工作过商水县六个乡镇 !

她对农业 # 农村 # 农民有深厚感情 !

她的精神血脉已融入脚下的土地! 她

的青春岁月已随沙河流水悄然东逝 "

毛茹是无悔的" 尤其是她任郝岗镇党

委书记四年来! 把这个全县垫底的三

类乡镇工作! 一步步推向一类乡镇的

排头兵" 全镇农业结构调整实现质的

变化! 朝天椒# 烟叶# 油用牡丹 # 花

生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 已接近全镇

耕地面积的一半& 农村基础设施逐步

完善! 近年来新修水泥# 油路六七十

公里! 桥涵十多座! 解决了农民群众

出行难问题& 谋划长远发展! 注重乡

村规划 ! 硬起手腕治理乡镇 $两违 %

建筑! 在郝岗根除了这个城市病顽症&

综治信访稳定! 无一例赴市以上非访

集访" 就拿乡镇最头疼的秸秆禁烧工

作! 前年商水县狼烟滚滚! 绝大多数

乡镇全线失守! 被省里通报处罚" 然

而! 郝岗镇干部群众严防死守! 硬是

没着一把火" 商水县在郝岗召开禁烧

现场会! 有的干部不信! 头拧得像歪

脖子柳树! 但到了郝岗! 大家信服了#

无话可说了"

大河向东去 ! 郝岗满目春 " 一个

乡镇就像一艘鼓满风帆的船! 只要有

目标! 只要人心齐! 又何惧险滩风浪!

又何愁不能抵达幸福的彼岸) 毛茹带

领郝岗群众 ! 不忘初心 ! 怀揣梦想 !

奋力前行" 郝岗的明天会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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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荷

文字是心灵的花朵

文字是立春的号角!

没有他!就只有无声的锄禾"

文字是夏至的粉盒!

没有他!就只有萎靡的睡荷"

文字是立秋的丰硕!

没有他!就只有黯淡的收获"

文字是冬至的沉着!

没有他!就只有忧郁的浅搁#

没有文字!心灵只有寂寥!

淤积的愁怨与谁诉说$

没有文字!颜相只有干涸!

岁月的摧残何时消磨$

没有文字!情路只有蹉跎!

告白的心迹何处知了$

没有文字!旅途只有逍遥!

五彩的世界怎能炫耀$

文字是一束五彩缤纷的花朵!

艳丽的光色可以照进灰暗无趣的

心灵角落"

文字是一杯香浓馥郁的咖啡雀巢!

余味的袅袅可以为苦涩愁结的心

灵送去润和"

文字是一首柔和舒缓的情歌!

绵软的情调可以为百无聊赖的烦

扰带去良药"

文字是一只激扬嘹亮的长号!

抑扬顿挫的缭绕可以为颓靡沮丧

的情志策马呼叫#

文字是绵柔的春风!

文字是鲜丽的夏花!

文字是丰盈的秋果!

文字是素洁的冬雪"

我愿在绵柔的春风里徜徉!

我愿在鲜丽的夏花里沉醉!

我愿在丰盈的秋果里品味!

我愿在素洁的冬雪里漫步#

我爱文字!

我愿在文字里把时光写成一首诗"

我爱文字!

我愿在文字里把岁月描成一幅画"

我爱文字!

我愿在文字里把红尘谱成一支歌"

我爱文字!

我愿在文字里把烟火煮成一壶茶#

我爱文字!

我无法摆脱文字的缠绕"

我爱文字!

我无法阻挡文字的诱惑"

我爱文字!

我与文字有一场前世的邀约"

我爱文字 !

我与文字进行着一场缠绵的拥抱#

无论前世的邀约!

还是今生的名耀!

所有的光阴都交付于文字!

所有的情感都倾洒于笔梢"

一个我钟情的恋人!

一个我心仪的伴侣!

不离不弃的相守!

无怨无悔的终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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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朱萸诗集*涡河岸边+

李艳春

$河水清清映柳新!忽飞野鸭诱来

宾& 多情骚客惊相看! 此处风光喜煞

人" %初春时节!打开诗人朱萸的诗集

*涡河岸边+! 一行行清新隽永的诗句

跃入眼睑!顿觉春风拂面!春意盎然"

且让我们一起跟随诗人的脚步! 来到

那美丽的涡河岸边"

$岸柳一行披嫩妆!菜花满地起金

黄" %涡河何处是也!此乃黄淮积淀!太

康百里沃土!中原千里古县也" 八景形

胜!天生玄武祥图&九川汇流!地成阳

夏怡苑" 古有谢灵运山水诗篇逍遥会

稽山! 今有朱萸诗人放歌清水河畔 "

*涡河岸边+所收诸篇!讴歌真#善#美!

弘扬风#雅#颂" 虽非字字珠玑!却也清

雅动人!自成风采"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

作"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如此说"

千年前的白居易倡导的诗歌主张!如

今依然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捧读朱萸

的诗篇! 给我强烈的感受! 就是接地

气!现实感强" 朱萸诗人!同时是一位

出生在农村!后一直工作在乡镇!常年

与农村#农业#农民打交道的官员" 他

的笔下诸多诗篇! 洋溢着清香的泥土

气息!关注百姓生息!关爱人民冷暖"

如他在*秋汛+中写道,秋雨连连泪涟

涟! 留守农夫怨老天& 旱涝接踵无可

奈!偏偏有人定丰年" 如*焚烧秸秆+,

自古刀耕火种田!如今秸秆禁焚燃&层

层压力都传导!无畏农民顾眼前" 这些

诸多现实主义风格佳作!语言质朴!情

感真挚!蕴含着对百姓的深切同情!以

及对一些不合理现象的隐隐批判"

诗人在古风*下乡慰问记+中更坦

诚自己作为一镇之长的忧思" 面对贫

苦的乡民!$归途思考三问题, 治家要

靠贤能妻!看病上学座座山!焉有穷困

能扛起( 革命老区基础弱!扶贫攻坚任

务急&全面小康拖后腿!跨越发展要给

力" %在*忧干旱谣+中他忧思,%干旱在

仲夏!马年困农家" %$农业要发展!管

理要变法"耕地要流转!经营规模化" %

更在*观麦收+中一面绘声绘色描绘麦

熟遍地黄!农家喜洋洋!为麦收机械化

欢欣鼓舞!一面又直陈,$唐有白居易!

观刈叹农桑& 今天我担心! 渐无种田

郎" %诗人自比白居易!慕其为百姓忧

思的悲悯情怀"

富有时代气息!生动活泼!这是诗

集的另一大特色" 诗集多运用七绝这

种古典诗歌体裁来创作" 如何运用古

典诗歌创作出当代读者喜闻乐见的佳

作!是当代诗坛面临的一大难题" 有人

甚至断言!古体诗词已属过时文体!难

有佳作" 但品读朱萸诗人的诗集!你会

感受到古典与现代的融合是那么自

然#别致" 来看一首*手机+,天涯海角

叫跟前!世界互联无线牵&日夜相陪终

不弃!娇妻恰似在身边" 语言诙谐#生

动!令人忍俊不禁" 再如*空中餐厅+,

卅九楼层设盛筵!家常小菜价超千&平

时羡慕云中客!方晓无银少做仙" 诸多

佳作!以现代物事入古诗词!不仅丰富

拓展了古诗词的表达领域! 也带来了

新鲜的时代气息! 给这个古老文体注

入无限生机与活力"

语言质朴!情感真挚!这也是诗集

中很显著的特色" 这些本应该是行文

的本色!如今在虚假泛滥!无病呻吟之

作横行之际!诗人不加修饰的歌吟!深

深打动了读者的心" 诗集中俯仰皆是

的乡村情话! 宛如一幅幅清幽曼妙的

乡村风土画" 诗人深深热爱自己的故

乡! 诗集中选录故乡风物之作占很大

比重" 故乡的春夏秋冬!故乡的香椿!

故乡的晚景!一枝一叶总关情" 诗人在

*故乡的云+中吟唱,朵朵飘来故土边!

时时呼唤我心弦&天涯泪眼尽头望!浪

迹归途在哪年( 此诗让我想起费翔红

遍大江南北的*故乡的云 +!想起太多

游子的吟唱" 乡愁漫起!烟波江上!清

夜笛声!谁人不起故园情( 故土情深古

今同"

正是源于对故土深深的爱! 诗人

不仅尽情讴歌故乡的美景! 更为故乡

的发展忧思" 诗人诸多感时伤怀之作!

无不浸透着诗人的心血与汗水" 诗人

写给李克强总理的*为官八戒 +!以及

为总理找原因四首! 还有上井冈山培

训的一系列佳作! 有着位卑不敢忘忧

国的家国情怀" $芯中有捻贯初衷!一

点光芒身化空&暗里泪流难以拭!朱红

本质与谁同% 这是诗人笔下的红蜡烛

的形象!更是诗人本真情怀的化身" 诗

人的故乡同时还是东晋太傅谢安故

里" 诗人殷切希望自己的家乡$待到太

康辉煌时! 堂燕不肯回建康% " 相信

诗人的美梦一定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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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斌

已是春风拂面来!

漫嗟花未向人开#

昨看颍水三千柳!

今梦香湖十万槐#

遮眼阴云何必恨!

当窗晴日不须猜#

乾坤旋转从今古!

姹紫嫣红信快哉%

+,-./01

薛顺民

风动频摇冰雪影!

香侵陈楚夜莺魂#

画屏细品丹心曲!

墨海豪书铁骨文#

冬去锦章花渐落!

春来盛世赋常新#

放歌漫度兴国韵!

堪醉瑶池天外人#

23456789

尚纯江

朋友!你是否到过鹿邑县的太清宫

那巍峨的宫殿!碧瓦红墙

曾经是老子的家乡

,"!!

年前的一天

老子就诞生在这个地方

从老子诞生的那一天起

这个中原小城

就注定着像老子一样闻名遐迩!名

扬四方

顶礼膜拜的人们

从世界的各个地方

纷至沓来

把一份份崇拜!一份份虔诚

献给这礼仪之邦&&&老子的家乡

曾几何时

高高在上的八个皇帝

也曾在这里低下高傲的头颅

顶礼膜拜

点燃一支支虔诚的心愿之香

朋友!你是否到过这个地方

涡河日夜不息的涓涓流水啊

老子曾经在这里戏水'放羊

(上善若水)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以百姓之心为心)

老子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

曾经在这里孕育成长

如今的涡河湿地公园

是不是正在焕发着(自然而然)的思想

(老子学院)的诞生

(五河治理)的精神

把老子的思想光大'弘扬

朋友!你是否到过明道宫这个地方

那巍峨的宫殿!三十三层台阶的上面

是老子传道授徒的地方

苍老遒劲的桧柏

是否见证过孔子问道于老聃的时光

(犹龙)的感叹

是(至圣先师)发自肺腑的向往

道与儒

是中华几千年坚韧不拔的思想文化

之光

就是那跳梁小丑的十三发炮弹

也只是黔驴技穷的鬼魅伎俩

朋友!这里就是老子的故乡啊

一部*道德经+洋洋洒洒五千言

闪烁着一个世界伟人的哲学思想

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

是儒道释百家思想的融合'碰撞

震古烁今的*道德经+

闪烁着人类智慧的思想霞光

翻天覆地的老子故里

也随着老子的*道德经+

走出河南'走出中国'走向世界的四

面八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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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全欣

新年上班第一天!恰逢立春" 看到

新的节气轮回!心中不免对老祖宗留下

的宝贵文化遗产'''二十四节气产生

了兴趣!心便跟随着春天的节气 !开始

了旅行"

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

不用多说!单从这些节气的字面来看!春

天处处充满诗意" 豫东平原地处黄河流

域!先民在此代代生息!古老深厚的农耕

文化!四季分明的农耕环境!使每一个节

气!都是一道独特的春日风景'''

在春天的节气里行走 !立春是 $首

发站%" 立春是春天的开始!$春气始而

建立也%!这个从秦代立下的老规矩!已

流传数千年" 这个时候!豫东平原并非

春意盎然!天气乍寒乍暖 !北风做着最

后的挣扎! 雪花也会幸遇早生的草芽"

虽然天气与冬日变化不大!但我们会感

觉到白昼长了!太阳暖了 !心中就会升

起对春的渴望" 勤于农事的农人!$万物

苏萌山水醒!农家岁首又谋耕%!从过年

的喜悦中走出来的父老乡亲们!忙着为

庄稼施肥#除草!好一幅人勤春早图" 而

在小城周口!在立春前后 !沙颍河景观

带 #周口公园 #文昌生态园 #颍川生态

园!目之所及!朵朵寒梅傲立风霜!生态

周口喜迎新春"

在春天的节气里行走 !雨水是 $加

油站%" 雨水节气适逢$正月中%" 它和谷

雨#小雪#大雪一样!是反映降水的节气

之一" 有了春雨的滋润!$鸿雁来#草木

萌动%! 正如杜甫说的那样!$好雨知时

节!当春乃发生%" 小城周口的河堤最能

体会春雨的润泽" 沙颍河两岸!一棵棵

柳树!像春回大地的急先锋 !柳条上一

个个可爱的芽苞探出头来!鹅黄色的一

片!为城市染上了一层春色" 而在农家

的小院里!桃李含苞春意闹 !和着家家

户户鲜红的春联! 衬着家人的笑脸!人

们安居乐业!又遇幸福华年"

在春天的节气里行走 !惊蛰是 $转

换点%" 惊蛰一般在正月之后!$九九%将

尽!气温回升!天气回暖" $蛰虫惊而出

走矣%! 所有的生命和活力都在经历整

个冬天的蛰伏后!被春雷唤醒" 人们慢

慢地脱去笨重的冬衣 ! 换上绚丽的春

装" 貌美如花的女性!承载着增色春天

的光荣使命!一身恰好的春装 !让城市

乡村处处洋溢着春的律动# 春的华章!

这些流动的风景! 伴着嫣红的春花!点

缀着大街小巷!她们的曼妙身姿 !绝没

有辜负大好春光"

在春天的节气里行走 !春分是 $分

水岭%" 这是一年中最公平的时候!$昼

夜均而寒暑平%" 杨柳青青#莺飞草长#

小麦拔节#油菜花香!农作物到了旺盛

生长的时期" 这正是踏青的好时间!带

着家人到郊外放风筝! 享受旖旎春色&

陪着父母到地里挖野菜 ! 享受佳肴美

味!回忆旧年时光" 植树造林的时候到

了!高速公路边!迎宾大道旁!生态公园

里!街口景观处!一棵棵新栽种的小树

苗! 迎着春风吸吮着大地母亲的营养!

过不了多久! 一定是绿叶伴着绿茵!一

道绿色长廊"

在春天的节气里行走 !清明是 $怀

旧场%" 清明时节!$气清景明! 万物皆

显%!天气晴朗!草木繁茂!而它还被赋予

着另一层含义'''扫墓祭祖!和逝去的

亲人诉说一年的思念和感伤 " 千百年

来!天公总会在它前后$雨纷纷 %下 !它

是贵如油的春水 ! 更是子孙的泪眼汪

汪" 而在清明节的前后!西华有个叫黄

桥的地方!颍河逶迤!桃花夭夭!麦苗碧

绿!油花金黄!如同世外桃源!将豫东平

原的春色渲染得淋漓尽致!无比风光"

在春天的节气里行走!谷雨是$终点

站%" $春夏之交!雨生百谷%!是播种移

苗#埯瓜点豆的最佳时节"也是在这个时

候!柳絮飞落!杜鹃夜啼!牡丹吐蕊!樱桃

红熟!时至暮春了" 古往今来!许多文人

雅士写出了千古伤春诗句,$无可奈何花

落去! 似曾相识燕归来%$惜春长怕花开

早!何况落红无数%--之所以伤感!就

是因为春光太美好!但又太短暂了"如今

看来!伤春大可不必!因为谷雨过后!充

满活力的夏天将要来了"

跨越在公元前
-$.

年*太初历+里的

首次相遇!我们与二十四节气又迎来了

新的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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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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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0$

日!二十四

节气被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我们感

谢老祖宗的非凡智慧!让生活在钢筋水

泥制作的城市森林中的人!通过这些节

气!有了更多#更深的对自然的了解#对

岁月的感悟#对生命的敬畏 #对当下的

珍惜" 春天之于四季!就像青春之于人

生!唯有辛勤耕耘!播下希望种子!方能

不负盎然春意!不负节气轮回 !不负韶

华青春"

!!!!!!

开往春天的火车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