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绷捋挤按活血气袁
采列肘靠强筋骨遥
赢虚刚柔壮豪势袁
收放踞飞连敏力遥
屈伸开合美形体袁
稳跟竖脊聚精神遥
开眼平心养浩义袁
精研实运归真谛遥
闻鸡戴月天天练袁
酷暑严寒不停息遥
待到形神皆备日袁
工夫下到自受益遥

周一下午去保健室领来了药棉袁 回来
后袁将桌椅摞着准备擦拭消毒灯管遥当我小
心地爬上去准备擦拭时袁野俞老师袁 小心
点浴 冶野俞老师遥 你可别掉下来了浴 冶孩子们
顾不上吃午点袁纷纷跑过来围在我跟前说遥
站在有些摇晃的椅子上袁 我说院野谢谢小朋
友的关心袁我会当心的袁不过袁你们每个小
朋友都这样大声地嘱咐我袁 我的头会被吵
昏了袁那样就真的会掉下去了遥 冶我的话刚
说完袁孩子们立刻不说话了袁只是瞪大了眼
睛静静地看着我遥
第二天上午袁在教完孩子们律动后袁盖

琴盖时不小心把右手中指压着了袁 我痛得
叫了起来遥 这时孩子们蜂拥到我的身边遥
野俞老师袁你怎么了钥 冶野俞老师袁坚强点浴 冶
噎噎只见小嘉怡什么话都不说熏 抓着我的
手熏边皱眉头熏边鼓着腮帮子认真地往我手
上不停地吹气遥 这时袁我的眼眶潮乎乎的袁
内心热乎乎的遥 看着她憋红的小脸熏听着其
他孩子们关切的话语袁 我真怕再过一会儿熏
自己会感动地流泪遥 这是一群多么可爱的
孩子啊选
尽管是小班的孩子袁 当他们体验到老

师对他们的关心爱护之后袁 也学着关心爱

护他们周围的人遥这是一种美好的情感袁尤
其是对他们的老师袁 更是以一种幼儿特有
的天真方式表达着特别的爱遥 这些事让我
的心为之撼动院 教育幼儿不仅仅是一种职
业袁而且还是一种培育尧播洒温情和爱心的
事业熏更是一种收获这世间最为纯洁无邪的
爱心的事业遥一个好教师意味着什么钥首先
意味着他是这样的人院她热爱孩子袁感到跟
孩子交往是一种乐趣袁 相信每一个孩子都
能成为一个好人袁乐于跟孩子们交朋友袁关
心孩子的快乐和悲伤袁了解孩子的心灵袁时
刻不忘记自己也曾是一个孩子选

俞元平

老师 袁意味着噎噎

刘云鹏

去一个朋友家做客熏 进门赫然看见
客厅正中挂着一副楹联押野进门前袁 把烦
恼脱去曰归家时袁带快乐回来遥 冶
进屋后袁女主人一团和气袁孩子大方

有礼袁一种看不见却感觉到的温馨尧和谐
充盈着整个空间遥

询问那副楹联袁朋友笑着说院野问她袁
那是我爱人的杰作遥 冶 女主人微微一笑
说院野那是我们全家人共同创造的遥其实袁
一开始只是为了提醒我自己袁 为人妻为
人母袁有责任把这个家经营得更好遥可是
最初想了好多办法尧费了很大的劲袁却总
是不能够令人满意遥 于是总认为是家人
不能体谅我为这个家付出的辛苦和所做
的一切遥直到有一次袁在单位的大镜子里
无意中看到一个充满疲惫尧灰暗的脸袁紧
锁的眉头尧 忧愁的眼睛噎噎那张憔悴的

脸把我自己吓了一跳遥 这是往日里那个
容光焕发的我吗钥 静下心来细想袁 当丈
夫尧 孩子每天面对这种愁苦暗沉的脸孔
时会是什么感觉袁 假如我面对的也是这
种面孔会是什么反应遥 由此我想到先前
孩子在饭桌上的默默无语袁 丈夫的无可
奈何袁 这些在我原来认为是他们不对的
事实背后袁隐藏的真正原因竟然是我袁是
我把工作上的情绪带回了家袁 是我把牢
骚抛给了家人遥反思后及时改变自我袁于
是就有了这幅楹联的存在遥 其结果被提
醒的不只是我袁而是一家人噎噎冶说到这
儿袁女主人的脸上流露出一种满足感袁而
我的朋友要要要她的丈夫和他们的孩子脸
上也洋溢着一种幸福的微笑遥
这是一个智慧尧可爱的女主人袁这是

一个幸福尧温馨的家庭遥我不由得从内心

深处发出赞叹和祝福遥
其实袁所谓幸福袁绝大部分取决于一

个人的感觉遥作为一个人袁或多或少都会
存在依赖性袁 常常是我们自己办不到的
事情袁却寄希望于别人袁尤其是最亲近的
人遥而此时袁每个人都带着一些快乐欢笑
回家袁家里自然充满笑声袁而不是整天绷
着张脸袁将心中的不快体现在脸上袁将满
腹的怨气毫无道理地扔给亲人遥岂不知袁
在亲人之间造成长久的无法弥补的伤
痛袁真是得不偿失遥

家袁一个温馨的字眼袁一个最舒适尧
祥和尧快乐的幸福之地遥 朋友袁记得下次
回家时袁不妨先对自己说院进门时袁要先
脱去烦恼袁更记得把快乐带回家遥

快 乐 回 家

欧阳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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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 张建仁 摄影

野八月十八潮袁壮观天下无遥 冶这是北宋大诗人苏东坡咏赞钱塘秋潮
的千古名句遥千百年来袁钱塘潮以其独特的自然景观袁吸引着慕名前来的
游客遥站在钱塘江边观潮袁钱塘潮宛若一群洁白的天鹅排成一线袁万头攒
动袁振翅飞来遥 顷刻间袁潮峰奔到眼前袁倾涛泻浪袁势如万马奔腾遥
潮起潮落看人生遥 人生又何尝不是如这潮水般起起落落呢芽人生路

上有平坦也有坎坷袁就如钱塘潮有涨有落遥
顺利的时候袁要想到前程中会遇到的坎坷袁坎坷中要用希望鼓起人

生的风帆遥 人生要找准自己的位置袁清醒地知道自己在人生的大舞台上
能扮演好生旦净未丑的哪一种角色袁 风风雨雨成功失败教会人笑看人
生遥
笑看人生来自自知之明袁笑看人生需要想得开看得远遥 生命是短暂

的而又是漫长的袁其间失败无数成功也无数袁而最重要的是胜不骄败不
馁的坦然态度与自信精神遥
红尘中有月缺月圆悲欢离合的百态人生遥看潮起潮落尧云闲云飞袁而

心中自有一分安宁自有一分执著遥 笑看人生便是一种智慧袁一种大有与
大无的境界遥
不要怨人生短暂失意太多袁也不要怨自己平凡渺小没有辉煌遥 如果

你能够在多难而莫测的人生旅途中发现窗外那一道道迷人的风景袁那便
是你心中永远的希望遥
钱塘观潮袁潮起潮落让人感到苍茫与豁达袁感受天地中生命的渺小袁

感受那浩然之气袁那苍茫和宏伟真的是让人感到震撼遥

红叶纷飞尧黄叶飘飘的十月穿越时
光的隧道来到战国时期纵横家苏秦的
出生地要要要渑池县苏秦村遥站在村子南
岭苏秦五个爱女的坟前袁 几堆土冢尧几
丛秋草尧几朵星星点点的野菊在秋风中
相依相伴袁仿佛向人们诉说着一个久远
的故事遥
勤奋好学的苏秦幼年随父母迁居

到洛阳乘轩里之后从师于鬼谷子袁学习
刻苦的他为后人留下了野昔苏秦袁锥刺
骨冶的故事遥 满腹的经书使他充满了智
慧袁 对天下有了一个更宏大的设想尧更
远大的目标袁也使他披上了六国相印遥
身披六国相印的他袁地位不能说不

高袁权力不能说不大袁财富不能说不多袁
但他始终以天下为己任袁不为家人谋取
一丝的私利遥他一口回绝了夫人跟随他

享受尊荣和富贵的请求袁坚持把夫人和
女儿送到老家这个僻远的乡村遥家乡几
个如花似玉的女儿在寂寞中一天天长
大遥 多少个明媚的春日袁女儿们在那无
期的孤寂中登楼远眺袁凝望着陌外青青
的杨柳思念着远方的父亲曰多少个清冷
的夜晚袁徘徊在西楼袁对着那一钩弯月
惆怅怀愁曰多少个孤寒的秋夜袁面对着
滴泪的红烛袁独坐到天明遥 日子在沉闷
寂寞中一天天度过袁没有一个为了自己
一生的幸福去打扰为天下操劳的父亲袁
没有一个仗着父亲的权势去差强人意袁
任凭青丝变白头遥以苏秦的权势给女儿
挑选一个如意郎君袁 送上如山的金银袁
让女儿过上幸福生活可以说是易如反
掌遥 可他没有这么做袁女儿也没有这么
要求袁哪怕是对手下人的一点点暗示也

没有遥 一个个
美丽的容颜尧
满腹的才华在
无限的孤寂中
化作一堆堆荒

冢遥
兵败的苏秦被车裂而死袁夫人随之

而逝袁刚满十八岁的小女儿埋葬了母亲
之后也自缢而亡遥 人们将五女埋葬袁并
在坟头栽下了五棵柏树遥一缕缕香魂将
五棵柏树滋养得枝繁叶茂遥 民国初年袁
与五女相伴近两千年的柏树伐倒后卖
了近万两白银袁这些银子为故乡人重修
了龙耳寺袁给杜家村尧张村尧秦村建了学
校袁并给杜家村剧团置办了戏箱乐器等
文化用品遥五女生前给故乡人留下了美
好的回忆袁死后又为故乡人送去一份最
高贵的礼物遥这份沉甸甸的礼物无形地
激励着故乡的学子袁 化作朗朗的读书
声遥在远近几个村中唯独苏秦村代代都
出知识分子遥

两千年的岁月可以使沧海变桑
田袁唯一改变不了的是人们心中最感动
的记忆遥 站在被岁月剥蚀的坟堆前袁潸
潸的泪水承载着深深的敬意袁饱含着浓
浓的惋惜遥同时更被苏秦和他女儿的高
贵精神所感动遥

五女坟前的追思

梁俊霞

钱 塘 观 潮
杨 萌

爱 在 兰 台
熟悉档案的人都知道袁兰台是汉代中央档案尧典籍库

所在的地方袁今天袁野兰台野便成了档案的雅称遥
说起来袁也是与档案有缘遥当初上大学时袁档案专业并

非我的首选袁进了工厂大门袁在车间劳动了三年袁一个偶然
的机会袁命运又把推到了档案的身边遥从此袁我与档案朝夕
相处袁结下了不解之缘遥有一天袁听到一名资料员称自己的
交工资料是宝贝时袁心中无限感慨袁唯有热爱尧珍视此物袁
才会称之为野宝贝冶遥 档案于我袁又何尝不是宝贝呢钥
然而袁爱不只能在口头上袁更应该在行动中遥
爱是一份责任遥 记得师傅给我讲过这么一件小事院一

天晚上袁都睡下了熏她忽然想起库房电源未关遥 于是袁她赶
紧爬起来袁赶到厂里将电源关上遥那时袁外面的雪正大遥我
明白师傅的意思袁她是在教我对待工作要有责任心遥是的袁
我记得 员怨怨苑年新接手档案业务时袁 正赶上迎接国家一级
档案管理工作复查验收遥 虽说是科班出身袁但实际工作经
验明显不足遥 面对文山袁如何分类尧划定保管期限尧拟定案
卷标题袁对当时的我来说都是难题遥除了跟厂里的师傅学袁
我还登门向退休的老档案员请教遥 白天活干不完袁晚上接
着干袁直到顺利通过验收袁我这才松了口气遥 圆园园猿年袁为服
从河南分公司生产大局袁我公司档案室整体搬迁袁从原来
的 员圆间屋子变成现在 远间袁原来 源间库房变成 圆间袁所有
的东西都要归置袁工作量之大可想可知遥这时师傅已退休袁
仅剩下我一人遥咬紧牙关也要完成任务浴记得那时袁我天天
埋在如山的档案里袁一干就是一整天遥一个月后袁新档案室
终于又向大家开放了遥 然而袁与原来相比袁新档案室噪音
大袁灰尘大袁窗户关不严袁甚至还有玻璃缺失现象渊因为窗
框是铁做的袁 锈蚀得已无法装玻璃了冤遥 我心疼我的档案
啊袁于是袁极力向厂里建议为档案室更换窗户遥 圆园园缘年底袁
档案室终于换上了明亮的门窗遥
爱需要忍耐遥 干档案工作光有理论功底还不行袁它还

讲究严谨细致遥 为了保证归档文件质量袁我不厌其烦地向
同事们强调袁签字要用黑墨水袁不能用铅笔尧圆珠笔袁发文
稿纸上的签名要齐全袁该盖的公章不能缺噎噎为了保证案
卷质量袁我会把已装订好的案卷撕去封皮袁重新整理遥
爱是一种动力遥时代在发展袁档案工作也在与时俱进遥

电子政务尧现行文件公开尧档案信息化等新生事物层出不
穷遥作为一名档案管理员袁我觉得重任在肩遥我将继续学习
相关知识袁努力成为一名知识全面尧一专多能的复合型档
案工作者遥
有位档案同人说得好院野历史有多远袁档案工作就有多

远遥 冶我相信袁档案的明天会更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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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国之粹袁健身一利器遥
有病可治病袁无病能强身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