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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梦依稀五十秋

军旅当年叙白头

身裹大漠寒暑送

青春伴随风沙走

保密曾遭亲朋怨

强军大计藏心头

罗布泊中洒热血

金银滩里忠魂留

楼兰筑宫战地下

戈壁造山天也愁

以身许国终不悔

两弹一星壮志酬

试看今日祖国貌

铁肩担道济五洲

力倡和平安天下

雄风盛德誉满球

又见魏国
张运祥

早晨五点钟!魏老汉起床后来到院

子里" 他第一眼便看到停在堂屋门口的

三轮车" 只有骑上三轮车!来到村子东

边的一片韭菜园!他才会明白!他接下

来要干什么了"

这一片韭菜园 ! 说起来不到三分

地!就像是一个不会长大的孩子!却已

经有二十三岁了" 打从儿子魏国上高中

那年!魏老汉在责任田里种起这片韭菜

园!从此再也没有舍弃" 有很长时间!魏

老汉蹲坐在韭菜园里! 一边抽着香烟!

一边算一笔账#一年下来!韭菜园会有

五六千元的收入!有时更多$魏国在学

校!也会把这些钱花掉!进而换来一连

串的数字!从全年级前二百名!到前一

百五十名!再到前一百名%%后来魏国

考上省农学院!大学四年!韭菜园里的

收入全部被儿子花掉" 后来魏国大学毕

业!分配到乡镇!成为一名国家干部" 魏

国不但不需要花韭菜园里的钱!还劝他

把韭菜犁掉!种成庄稼" 魏国说!他因为

种韭菜把腰种弯了!他今后不需要种韭

菜了!他应该歇息了" 他对儿子说!韭菜

园是我的命!只要一天不断气!这韭菜

就要种下去"

由于魏老汉种植韭菜的决心!他也

因此出了名! 村里人给他起了一个外

号!叫他&韭菜老汉'" 后来!魏国在乡政

府工作接连进步! 先是升任副乡长!一

路下去!又升任乡长(乡党委书记" 儿子

不花家里的钱了!魏老汉便把卖韭菜的

钱积攒起来!十几年下来!居然有了五

万多元!完全够他养老用了%%一次魏

国回到家里!把两千元钱交给他!让他

把日子过得好一些" 他愣愣地看了魏国

一眼!又看了一眼!然后对儿子说!我经

常听人说! 现在老百姓最恨的就是贪

官" 咱家就出你这一个读书人!你当上

这个官不容易" 我宁愿不花你一分钱!

只希望你在外边好好做人!多给百姓做

事!当个清白的官%%

现在!魏老汉如同往常一样 !赶在

早晨时间收割韭菜" 等他来到集镇上

时! 三轮车上的韭菜还带着生长的气

息!鲜嫩无比" 集镇买菜的人大部分认

识他!一车韭菜很快卖了出去" 魏老汉

在集镇上吃过早饭! 开始往回走去!路

过乡政府!看到乡政府大门口停了两辆

四轮拖拉机!一大群人吵吵闹闹!说是

要找书记主持公道" 魏老汉心中一沉!

想起魏国在另外一个乡工作!已经有一

个多月没有回家" 要是魏国每天也是这

样!让群众围住大门!就说明儿子没有

把事情做好" 他停住三轮车!站在一边

默默听了一会儿! 并没有听出所以然"

他看到身边站着一个中年人!像是略有

身份的人!便问中年人!这些群众为何

在这里闹事" 中年人对他说!这些都是

告状的!弄不好还得出事儿" 魏老汉问

中年人!出事儿是什么意思) 中年人说!

出事儿就是犯错!轻者丢官!重者蹲监

狱" 听说外乡一位书记!因为挪用土地

补偿款!已经出事了" 魏老汉很想知道!

中年人说的外乡书记是哪乡!叫什么名

字" 中年人说!他也只是听说!只知道那

个书记的名字叫什么&国'!别的就不知

道了"

魏老汉再也无心问下去!骑着三轮

车!匆匆回到家里" 老伴正坐在院子里!

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告诉老伴卖了多少

钱!在集镇上看到了什么稀罕事" 他心

事重重!来到堂屋!在床上躺了下来" 老

伴回到屋里!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是不

是又收了假钱" 魏老汉曾经因为收过一

张一百元面值的假钱! 在床上躺了一

天" 老伴猜想他又因为此事!便不再理

他!任凭他在床上躺了一天!中间只给

他送过来一碗面条!他也只是勉强吃上

几口!晚上被老伴倒给院子里跑动的母

鸡了"

第二天早晨!还不到五点钟 !他便

从床上坐起来! 并且催促老伴起床!给

他烙一张葱油饼" 在他的心目中!好吃

的东西很多!只有老伴烙的葱油饼让他

百吃不厌" 老伴从昨天开始!便觉得他

有些不正常!这次一定要问一下!让她

起这么早! 竟然是为了一张葱油饼!让

人心里纳闷"

魏老汉被逼无奈!只好说 !他想儿

子了!要起早去看儿子" 老伴这才明白

过来!儿子工作的乡离他们家有二十多

公里!过去魏老汉去看儿子!骑着三轮

车!路又不熟悉!居然走了大半天时间"

后来儿子便不让他骑三轮车看望他了!

说是路途遥远!既劳累又不安全"

老伴拗不过魏老汉 ! 只好来到灶

房!烙了一张葱油饼" 老伴还给他烧了

一壶开水!装在一个保温瓶里" 过去魏

老汉上地干活!总是用一个塑料壶装满

冷凉的开水" 儿子知道后!便给他送回

来一个保温瓶!不但带起来方便!还能

喝到热水"

魏老汉本来可以乘坐公共汽车!先

到县城! 然后再转车来到儿子所在的

乡" 他觉得这样既麻烦又费钱!便骑着

三轮车!开始了他的看望儿子之旅"

一路上的颠颠簸簸!魏老汉心中只

有一个念头!一定要尽快见到儿子" 中

午时分!他来到乡政府" 办公室的秘书

接待了他!说是魏书记带领乡干部下到

村里检查扶贫工作! 让他先到伙房吃

饭!然后等着魏书记" 他没有把心中的

疑问告诉秘书! 只说自己有着急的事

情!在没有见到儿子之前!根本吃不下

饭" 秘书只好给魏书记打电话!不知为

何!魏国并没有接电话" 这更让他感到

不安!在没有见到儿子之前!任何人的

话都不能让他安下心来" 秘书没有办

法!只有找来一辆面包车!让他坐在上

面!去村里寻找魏书记"

半个小时过后!面包车在一个叫不

出名字的村子停了下来" 魏老汉走下

车!远远看到村子的街道上!有十几个

人正向着他所在的方向走来!领头的正

是他的儿子魏国"

魏老汉一下子流出了眼泪" 他来到

路边的一棵槐树下面!从随身携带的提

包里掏出一个布包!从中拿出老伴烙的

葱油饼!大口大口吃了起来" 他觉得这

一次的葱油饼比过去更好吃! 更有味

道" 他一边吃!一边打开保温瓶!对着瓶

口喝了一口开水" 美中不足的是!保温

瓶过于保温了!里面的水喝起来!多少

有些烫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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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独于行

韩冰

!只畏神明"敬惟慎独#

他们一生钟情于修复$修理$修

剪$修正

修复破损的路径和缺失的人

格"怕自己和路人

走着走着会被自己或别人绊倒

万物终究都要化为泥土

在与自己亲近之前

在腐烂之前

还有很多等待修复

他们是幸运的

过早知道了自己以后的形状 "

和自然界中

与之对应的花草树木

他们有足够的耐心和轮廓

修理内心的轻狂和恐惧

矫正运行于外的天体和轨道

他们

是这个时代的见证人和守护神

他们一直都在路上"

忙于修正人世间一切

不规整的部分

赞十九大"组诗#

朱萸

!!!!!!

不忘初心

开天辟地在当年"

古国迎来旗舰船%

长久领航须不忘"

初心乃是敢为先%

强军兴军

祁连恰似霍家山"

七下西洋只等闲%

维护和平靠能战"

长城海外没烽关%

一带一路战略

一南一北向西方"

相互联通遍老乡%

朋友圈多咱不弃"

舞台逐步站中央%

强起来

站立感恩毛泽东"

邓公改革发家风%

江山更有英才出"

再创中华强起功%

乡村振兴

镰刀携手接锤头"

发誓工农差别勾%

精准扶贫见成效"

乡村遂即振兴谋%

青年兴国家兴

五四精神在"

青年国运连%

复兴民族业"

科教永为先%

风吹故乡

卞彬

风吹故乡

依然是袅袅炊烟里的低矮草房

依然是榆树荫下

深深的老井

甘甜的井水

依然是并不平坦的土路

不时响起的鸡鸣狗吠

依然是淳朴的乡音

亲切的乳名

邻里的笑靥如花

这是我的故乡

三十年来在我记忆里

不曾褪色的故乡

风吹故乡

一座又一座的楼房

不断地驱赶着故乡的模样

一辆又一辆的汽车

不停地碾碎着故乡的宁静

一扇又一扇的大门

不时地关闭着邻里的温暖

曾经嬉戏的池塘干涸了

村头的老井也彻底沉默了

这是我的故乡

三十年后闯入我眼前的

陌生的故乡

风吹故乡

我一再躲避着故乡的现实

直到把自己躲到往事里

我曾经的故乡被现代文明拐跑了

只有我的童年

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悄悄翻进我的失眠里

索契风光 新华社发

出污泥而不染
!!!读"周口市党员干部关爱教育系列丛书#感怀

何辉

前几天! 去一位朋友办公室办事!

看到了由李宗喜主编!由市纪委(监察

局(预防腐败局编印的*周口市党员干

部关爱教育系列丛书 +,,,*清廉风

范 + *廉政史话 + *拒腐背囊 + *覆车镜

鉴+*廉政心语+*颐养身心+六本书" 利

用双休日拜读其文!感悟颇深!此书不

愧为党员干部( 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

的好教材!每位党员干部(特别是党员

领导干部应该人手一套!认真学习!深

刻领会!警钟长鸣" 这六本书突出六个

字#廉(史(拒(镜(心(养" 读后回味无

穷!令人振奋"

*清廉风范+突出&廉'字" 本书介

绍了
+$

个清廉风范的小故事! 有毛泽

东的廉政事迹! 有人民的好卫士任长

霞! 有浩然正气冲霄汉的纪委书记杨

正超!有永远的巴山红叶王瑛等等" 执

政如荷 !出泥不染 !方显英雄本色 $为

官若竹 !遇雪犹坚 !虚怀方可聚民心 "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只有向榜样看

齐!才能不走偏人生道路$只有向廉政

楷模学习!才能行动有标杆!举止有模

范"

*廉政史话+突出&史'字" 本书分三

个篇章!*自律篇+*拒贿篇+*为政篇+"

*自律篇+ 介绍了
+$

多个廉政小片段!

孙叔敖清廉无私! 诸葛亮教子有方!苏

轼精打细算! 曾国藩修身治家等等!可

谓撷取古代反腐倡廉实践之精华!达到

以史鉴今目的" *拒贿篇+讲述了
,$

多

个廉政事件!有子罕以不贪为宝!白居

易拒贿有方!于谦清白一世!林则徐途

中留清名等等" 读后令人感叹不已!发

人深思" *为政篇+介绍了
+$

多个廉政

人物!处世廉洁何远!清廉公正欧阳修!

一代廉史于成龙! 一身正气海瑞等等!

真可谓为政清廉( 鞠躬尽瘁为民的典

范"

*拒腐背囊+ 突出 &拒' 字" 本书

分别写了禁止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

响谋取不正当利益! 禁止私自从事营

利性活动! 禁止违反公共财物管理和

使用的规定 ( 假公济私 ( 化公为私 !

禁止违反规定选拔任用干部! 禁止利

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为亲属及身边

工作人员谋取利益! 禁止讲排场( 比

阔气( 挥霍公款( 铺张浪费! 禁止违

反规定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 谋

取私利 ! 禁止脱离实际 ( 弄虚作假 (

损害群众利益和党群干群关系" &八

禁止 ' 为党员干部明确了行为准则 !

划出了工作红线! 帮助和启发每位党

员干部要拒礼( 拒请( 拒托! 慎始慎

终! 慎言慎行"

*覆车镜鉴+ 突出 &镜' 字" 本书

分 *典型案例选编+ 和 *忏悔书选编+

两个部分" 详细讲述了
"$

多个反面典

型案例! 有刘青山( 张子善巨大贪污

案! 有陈希同腐败案! 有成克杰严重

违纪违法案! 有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

等等! 个个怵目惊心! 件件令人发指"

*忏悔书选编+ 里有
-"

位厅级干部忏

悔书! 一时失足! 铸成千古之恨 " 他

们的信仰动摇了! 心态失衡了! 贪欲

膨胀了 ! 对金钱 ( 对权力 ( 对物质 (

对美色没有完全把握好! 失去了真正

的道德防线"

*廉政心语+ 突出 &心' 字" 本书

共分七个部分 ! 有 *廉政手机短信

篇+ *廉语对句篇+ *廉政格言 ( 警

句篇+ *廉政俗语篇+ *廉政谚语篇+

*廉政歇后语篇 + *廉政公益广告词

篇 +" 汇集了廉政格言 ( 名言 ( 警句

等 ! 真可谓温馨提醒 ! 教育关爱啊 -

这里精选三幅! 与君共赏! 或许能从

中受到启迪和触动" 第一幅# 为官四

则运算 ! 加自律 ! 减私欲 ! 乘廉政 !

除腐败 " 第二幅 # 廉洁吃亏一阵子 !

自律安全一辈子 ! 贪婪侥幸一阵子 !

坐牢后悔一辈子" 第三幅# 自重 ( 自

省( 自警( 自励$ 慎权( 慎欲( 慎微(

慎独"

*颐养身心 + 突出 &养 ' 字 " 本

书有 *心理调适篇 + 和 *养生保健

篇 + 两个部分 " 介绍了生理和心理

健康知识 ! 缓解工作压力 ! 防范党

员干部出现生理和心理 &亚健康 '

状态 " 对 &心理健康要戒八个过度 '

&七种心态不会幸福 ' &为自己建三

个圈子 ' &五常促健康 ' 等问题进

行了周全注解 ! 的的确确是生活的

良师益友 "

正如序言中所说 ! 竹揽清风叶

叶新 ! 梅抱寒雪朵朵香 " 拜读这六

本系列丛书 ! 感到有所裨益 ! 有所

警示 ! 有所帮助 " 最后想用四句话

作为结束语 # 身正方能待人 ! 廉洁

才能感人 ! 教训昭昭警人 ! 团圆幸

福家人 "

书
法

朱
震
昊

书

颍河景

武阳

长堤千里聚万顷"

波光点点水上生%

岸上柳枝随风舞"

滩头枫叶映水红%

鲤鱼畅游白鹭飞"

鸳鸯嬉戏紫鹤鸣%

水边钓手抛长线"

船上渔翁放水鹰%

忽闻水上歌声起"

滨河渔唱又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