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风雨兼程六十年，
如椽巨笔写新篇；
激扬文字心灵美，
报苑争妍压众芳。

二

眼底江山笔底花，
登高望远气自华；
“两服”宗旨指方向，
全力同心育奇葩。

三

东奔西走采访忙，
火热生活凝笔端；
井巷炉台撒汗水，
通宵达旦写文章。

贺铜陵有色报六十周年华诞
□周宗雄

七绝三首

一直缺少户外活动的我，一日乘车
路过一荷塘，满池荷花在绿色绸缎一样
的荷叶的映衬下，显得娇艳无比。只是
不等我细细的打量，车箭一样的飞驰而
过，而荷花却挥之不去，不时地浮现在
我眼前。

爱莲，我是一个俗人，喜爱的不是
别的什么，而是她的美艳。“荷叶五寸
荷花娇，贴波不碍画船摇。相到熏风四
五月，也能遮却美人腰。”读这诗的时
候，我觉得诗比荷花美，面对着荷花，我
才知道自己的认识是何等的肤浅，假如
没有荷花，又怎么会有画船摇，纤弱的

美人腰，若无荷花的映衬，想必也是不
一般的空泛吧。船绕花，花映人，此情此
景才动人。

说到莲，人们马上就会想到周敦
颐的 《爱莲说》，什么 “出污泥而不
染”啦，什么“中通外直，不蔓不枝”，
还有“可远观不可亵玩”，这显然不是
原生态的莲了，而是经过加工、改装、
刻意雕饰的莲，就跟你看到的人工堆
起来的假山一样，总也找不出真实的
感觉。好在莲无知觉，由着人信口开
河。没有肥沃的污泥的默默奉献，又怎
么会有莲的娇柔可人，所幸的是，荷花

还能用行动回报泥土，花香之中总不
乏泥土的芬芳。至于荷杆的直，那也不
过是一种状态，梅树不是以曲为美么？
然，在荷花的面前，我还是臣服于她的
无与伦比的美，说什么好像都多余，还
是压制着心中的激动，静静地观赏吧。
年少之时的我，没少将开得正艳的荷
花摘下来，仔细地分析着这花的结构，
太精巧了，可谓笔笔精到。她就是一个
美轮美奂的艺术品，即便是迟暮之际，
也别有一番韵致，“留得残荷听雨
声”，这是另一种境界。

风吹芙蓉罗裙动。这算得上常见

的景象了，只是这样的景象走到谁的
视角，谁也不会轻易抹去，不会轻易地
忘却。看花看草，我用眼睛，也用心灵，
用眼的时候多，不是我不懂得穿凿附
会，在我看来，花草就是花草。“青荷
盖绿水，芙蓉披红鲜。下有并根藕，上
有并头莲。”我喜欢这样的看，看得透
彻，而透彻又不失莲的本真，我喜欢植
物的真，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也不会
接受任何事物的意志，它们为自己活
着，活出了真正的自我。“接天莲叶无
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那是怎样的
气场？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
读着读着，我真有些纳闷了，采莲不必
非得去江南不可吧，咱江北之地也一样
“莲叶何田田”，也有 “藕田成片傍湖
边，隐约花红点点连”的壮观景象，江南
的确是钟灵之地，不必美好事物都记在
江南的头上吧？

风吹芙蓉罗裙动
□范方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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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学 副 刊

车过河套，过张掖，七月金属质感
的阳光，在广袤的平原和碧蓝的天宇
下铮铮响亮。路极平坦，车似滑翔，下
个坡，滑上去，一条地平线，为我们拉
出一眼望不到边的向日葵。它们几乎
等高，长身圆盘，一律朝向阳光，那热
烈的金黄，让人晕眩，让人产生错觉：
那圆盘在旋转，在燃烧，盘边的花瓣，
就是偶尔吐舌的火焰。它们是太阳的
部族，是贬谪到大平原的太阳之子，那
么的渴望阳光、光明和温暖，太阳的基
因，一代代遗传，仰望的姿态，追逐的
深情，已经烙入灵魂。

车里的诗人在轻轻地啜泣。他是
我在内蒙结识的，修长而消瘦，敏感
而善良。三十二人的车厢除了他的呜
咽，一片安静。我听见他轻轻地说：
“西奥……”，我不知道他怎么想起
了他，就像我不知道他已经沉潜的过
去，以及不可推知的未来。世间有许
多事没有答案，只能猜测，而猜测离
真相有多远？

一八八八年二月十九日，梵高来
到位于法国南部的小镇阿尔。他被这
里的人称为“红发疯子”，但他热爱这
里，把最炽烈的情感留在了这里。他写
信叫来了他为数不多的好友高更，与
他一同创作。那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
日子，他们画了彼此，但争吵也常常发
生。纯净如金子的梵高想要留住好友，
以切耳威胁，但高更还是离开了阿尔。
那一年的夏天，阿尔酷烈的阳光下，墓
园里阳光流溢，星空湛蓝而旋转，柏树
弯曲着向着高天，像一把黑色的火焰，

咖啡馆宁静而明亮，但这些都不能与他
的心灵完全相通，除了向日葵。

燃烧着的、旋转着的喷发着热量
和炽热情感的向日葵，点燃了梵高。阿
尔的梵高，成了原野上的向日葵，疯狂
地燃烧着自己。不知道这个谜一般的
夏天究竟发生了什么，毫无节制的燃
烧必然是灰烬，画布上的向日葵，惊艳
疯狂而又彻底的绝望。三年后，梵高开
枪自杀，半年后，他一辈子的知己、一
直提供他生活来源的弟弟西奥，也因
伤心离开了人世，他们合葬于法国奥
维尔麦田，在那里，梵高画了《麦田上
空的鸦群》。

我不知该如何安慰诗人，他是庆幸
拥有还是痛悔失去？他是悲伤、怀念，还
是欣喜、感怀？车在疾驰，遥远的天边是
天鹅绒般的蓝，绿野上的金黄纯净，让
人振奋、憧憬、向上。我愿意他是悲欣交
集，我愿意世间所有的爱都可以淡远绵
长，我愿意所有爱得轰轰烈烈的、没有
保留没有退路的爱，都有善果。

太阳西沉，晚霞如绮，不再耀眼，却
静了心。身后的向日葵，渐渐沉入夜色，
不再追逐。多么凉好的夜色！向日葵是
休息的，不休息的夸父终于倒在路上，
可是，梵高不知道，爱他的西奥不知道。
或许他知道，他也知道，但他们不能抗
拒，不能抗拒爱，不能抗拒内心的呼唤，
不能抗拒血管里太阳光粒子潮汐般澎
湃激荡。于是燃烧成火把，升腾为流星，
划过天鹅绒般的夜幕，天宇疼痛得痉
挛，千万粒星子一起闪烁，星辉下的平
原上，无边的向日葵静默不语。

向 日 葵
□董改正

绿油油的叶丛里
你素装紧裹
深藏灵秀中不露声色
梦一般的向我传递
真诚和温馨的眼波

清雅的女子沐浴在风里
轻纱般的裙裾
薄弱的风吹欲破

在湖水与心灵的对接处
在阳光与梦想交汇处
你君子般傲然而放
如季节的灯盏

荷 韵
□于佳琪

做一个心地纯净的人

不为物所诱

不为欲所惑

我想听一首乐曲

那就听吧，忘掉一切只在优美

的曲调里

我想看一幅画

那就看吧，让身心都沉浸到画

的氛围中

我想去旅游

那就去吧，不要带行囊只带一

颗感受的心

在我的眼里

每个人呀，你都是那么的明媚

我忘掉你对我的中伤

也记不得我给过你的伤害

我只想对你善意的微信

没有索取，没有目的

我仅仅拿你当真诚的朋友

一个我们不曾在友谊的纸上留

下的污渍

我们都畅游在纯净的天河里

我，是纯净的

你，也是纯净的

做一个心地纯净的人
□杨勤华

俗语说：“满罐不荡，半罐叮里当
浪。”所说的就是一种一知半解的状态，
一种只知其表不知其里的状态，一种只
知一点不及其余的状态。因为知之不多，
便容易满足，容易快乐，所谓“知足常
乐”是也。这种人往往自我感觉良好，觉
得自己知道得很多。相反，那些知之甚多
的人，往往容易陷入沉思，陷入困顿，陷
入怅惘，陷入难解的境地，陷入生命的僵
局。

一个人的功利、世俗，是因为所知不
多、不厚实、不丰盈，对大千世界的了解，
从来没有深入过。他所看到的，不过是一
些沾满世俗尘埃的皮毛。因为没有掌握
真知，所以无法看到事物发展的本质和
内核。相反，被一些所谓的成功学、厚黑
学之类的伪知识蒙蔽，就像一粒金子蒙
上了厚厚一层灰尘，原本拥有的人性光
泽，正在悄无声息地被湮没、被埋葬。

一个有进取心的人，一个有人生追
求的人，一个不想一辈子庸庸碌碌的人，
永远会处于一种思考的状态，对未知充
满饥渴；永远会处于一种学习的境况，对
知识充满敬畏。这就是为什么知道得越
多，反而会觉得自己懂得越少的道理。

人类从蛮荒走向文明，知识的传递
和更新不可或缺。否则，我们看不见高楼
大厦，坐不上高铁、飞机，吃不上美味可
口的食物，穿不上美轮美奂花样翻新的
服饰。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知识的力量催
化而成。可以说，没有知识的延续和延
伸，人类文明就无法走到现在。仅此一
点，知识的力量就足以让人敬畏。

社会在发展，知识在累积在叠加，
量的叠加产生质的演变，令人眼花缭乱

的现代科技产品，有哪一样不是知识累
积的结果？在历史的长河中，个人只不
过是微小的沙粒。正因如此，我们就像
在大海边玩耍的孩童，面对无穷无尽的
知识的海洋，又怎能不心生感慨？心存
敬畏？

作为个体的人，要在有限的生命里
有所作为，就要不间断地汲取新知，更新
观念、创新思维。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就
会流出知识的汗水，一点一滴的知识的
汗水，就会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汇聚成
知识的海洋。这浩繁的海洋向我们昭示
了一条亘古不变的真理：生活的每一份
希望，离不开知识，离不开智慧。

当今世界，是一个知识大爆炸的时
代，面对海量的知识，有的人不知所措，
有的人感觉茫然。当知识与社会无法达
成有机衔接，在短期内不足以改变一个
人的命运时，就有人对“知识就是力量”
“知识改变命运”等说法产生了怀疑。

在很多人眼里心里，可用于挣钱谋
生的知识才算是知识，否则不值一文。因
为世俗和功利，他们缺少对真知灼见由
心而生的敬畏。有人说，一个没有知识的
民族是一个野蛮的民族。但我们更应该
清楚，一个不敬畏知识的民族必定是一
个趋向自我毁灭的民族。

对知识发自内心的敬畏，不是因为
拥有知识听起来多么顺耳，多么了得，而
在于知识一旦运用起来，就必定有令人

敬畏的威力。所谓学以致用，就是要在学
习和掌握有关知识的同时，还要善于驾
驭和运用。知识这东西，只有在运用的过
程中，才能真正显现它的力量。天才之所
以成为天才，是因为他们拥有与生俱来
的对知识的敬畏。他们的博学，源于勤
学、善学，源于有一颗永不懈怠的进取之
心。

对知识的敬畏，很多情况下，体现在
一些物像载体上。比如公共场所和大学
校园里的历史人物雕像以及一些耳熟能
详的名言，让人不经意间就体味出一份
豪迈，一份厚重，一份沧桑，一份为理想
追求奋斗的心志。当这些在眼前涌现的
时候，刹那之间就有了肃然起敬的心
境。

真知与灼见也会有碰撞和磨合，这
就要求我们不能过早地去过于肯定或否
定某项事物，但无论如何，知识与知识总
会融会贯通，最终走向饱满、丰盈、和谐，
这也是知识令人敬畏的地方。

有人敬畏权力，有人敬畏自然，有人
敬畏生命，有人敬畏神明……而我认为，
最应该敬畏的，是人类千百年来的生活
经验、人生经历积累而成的知识的海洋。
一个人的内心不够强大，归根结底，是因
为缺少一种支撑，这种支撑就是足够充
分的知识营养。强大的内心离不开知识
的滋补、润泽，知识，于人于事而言，永远
是蓄势待发、无以匹敌的力量。

知识，蓄势待发的力量
□程应峰

父亲从 20多岁就开始开车，先前是
驾驶大卡车跑长途，天南海北，真是没少
跑。20年下来，父亲跑遍了大半个中国。
后来，父亲又开过各式各样的车。这么说
吧，我 18 岁前在家乡公路上见到的车，
我父亲都开过。他这位老驾驶员，驾龄
40 多年，行程达百万公里，愣是大小事
故都没出过。

可以说，这么多年下来，父亲见识过
各种各样的路况，遭遇到过形形色色的
突发情况。小时候，我最喜欢听父亲讲在
路途中遇到的故事，有些新奇，有些好
玩。父亲的这些故事，为我打开了感知世
界的窗口。对于一个乡村孩子来说，这可
是莫大的幸福。直到我成年后，我才听父
亲说起那些恐怖吓人的驾驶经历。有十
多年，父亲每年都要去福建好几趟。父亲
说，最想去的是福建，因为那里的风景
好，那些的风土人情好；但又最怕去福

建，因为那里的山路简直就是人间地狱。
父亲说，走山路的那个惊险，没法说得清
楚，反正动不动就见车滚下山去，或是散
落一片，或是火光浓烟冲天。见此情形，
心不打怵、腿不发抖是假的。父亲说，征
服高山峻岭间那一条条山路，胆量、技术
自然不可少，但更重要的是要有给别人
让道的心境。在那山路上，稍微一逞强，
就可能害人害己。父亲说，他每回走在山
路上，心里都在时刻提醒自己，对面有车
要过来，得给他人留好道。尤其是那些陡
坡急弯窄路之处，父亲更是尽可能少占
路面，紧贴着自己道路的最右侧，哪怕边
上是悬崖，他也绝不抢人家的道。

从我学车到买车这段时间里，父亲
时常会向我传授他这位老驾驶的经验。
他说得最多的是，走在路上，不要只顾自
己通得过走得顺。要学会给别人让道，大
家都在路上，你只有让人家有路可走，你

才能安全通过。你要是不给别人留道儿，
危险就悄悄地跟在你身后了。

说实话，起初我听不明白父亲这号
称一辈子总结出的驾驶秘诀。现在都什
么年代了，父亲老土了。现代崇尚的是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要不
就是 “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
走”。我离开驾校开车独自上路后，才
慢慢体会到父亲这一秘诀的神奇之处。
处处不但不占人家的道、不抢人家的
道，还时时有意让出自己的道，让那些
喜欢超车、开车有些野的顺畅而过。遇
到特别窄的路段，先观察一下对面的车
能不能过得去。看似是让，其实是给了
自己更多的空间。

当下是个竞争的时代，人人都在理
想之路上竭力奔走。尤其是遇到独木桥
或羊肠小道时，人们只顾奋勇向前，很少
有让路之举。是啊，抢一份先机，夺一条
好路，看似是能更快地接近成功，有些时
候也是成功的重要因素，但更多的时候，
我们在路上争抢时会被挤出道，甚至会
掉进沟里坠入峡谷中。很多时候，给别人
让道就是给自己出路。

给自己让道
□一 沁

篱笆属于乡村，灰扑扑、蓬头垢
面，扶着竹竿，伫立在乡间的房前屋
后。

篱笆结构简单，或竹条，或高粱
秆，插在地上，便成了篱笆。在乡间，院
子的四周会插上篱笆，因为院子里有
家禽，外出糟蹋庄稼了，会让邻里关系
紧张。篱笆成为一道屏障，让邻里关系
多了和谐，少了隔阂。

篱笆内鸡犬相闻。母鸡“咯咯”地
叫着，带着一群小鸡，闲庭信步。歪脖
子树下拴有一条狗，伸着懒腰，发出几
声犬吠；鸭子“嘎嘎”地欢唱着……有
邻居来串门，轻敲柴扉，先惊动狗，发
出“旺旺”的叫声，鸡也闲不住，直起
颈“喔喔”地回应。院子里鸡鸣狗叫，
接着农人应答，从屋子出来开门。篱笆
内的各种声音，汇聚成一首曼妙的乡
村音乐，天籁般地在乡间上空回荡。

院门外，是农人的自留地，地块不
大，但土地肥沃，适合种菜。自留地四
周同样会插上篱笆，相比于院内的篱
笆，自留地的篱笆稍微简陋一些，插些
桑树的枝条、芦苇秆等，高约一米左
右。篱笆内春种夏收，一年四季绿意盎
然。

春天的篱笆内，一派生机勃勃的
景象。黄瓜花、茄子花、西红柿花……
颜色各异，色彩斑斓，将篱园涂抹得光
怪陆离；地上的野草刚破土而出，绽放
出嫩绿的生命；春日的阳光显得弥足
珍贵，在篱笆上尽情地舞蹈。

篱笆内最美的风景要数夏天。苦瓜
已经爬上架子，灯笼椒、黄瓜等绿意葱
茏，生长得格外茂盛。南瓜花、丝瓜花金
灿灿的，扁豆花肆意地白着。一阵风吹
来，篱院里的花朵随风摇曳，袅袅婷婷，
送来丝丝缕缕的清香。

晨曦微露，天刚鱼肚白，露珠儿还
缀满在花上、叶上，农人便开始忙了。地
里要除草，蔬菜要施肥，给篱笆加几根
竹块，因为中午太阳大，天气热，这些工
作都是一早完成。侍弄菜地对于农人来
说，少了地里种庄稼的忙碌，多了几分
悠闲。有人从篱笆外经过，都是抬头不
见低头见的村里人，递上一支烟，聊几
句庄稼的收成，顺便摘几株新鲜的蔬
菜，对方也不客气，微笑收下，走了不忘
说下次喝酒。

正午时分，篱园似火，红艳艳的花
被点燃了，叶儿耷拉着，甜椒红着脸。农
人钻进地里，摘两只黄瓜，还不忘掐些
小葱。关上篱笆柴门，农人弄菜做饭。篱
笆内开始热闹起来，一只蝴蝶摇摇晃晃
地在篱笆上飞舞，停留在一朵花上，成
为靓丽的“蝴蝶花”；蜻蜓也赶来凑热
闹，青绿的叶面上，多了一张会飞的
“绿叶”；一只鸟儿，扇动着翅膀，掠过
篱笆，飞向远处……随着日光加剧，篱
笆内恢复了一院清幽。

乡间篱笆，长在地里，开成一朵花，
站成一株树，有清幽的风景，有沸腾的
生活，动静相宜，相得益彰，成为一道田
园里靓丽的风景。

乡间篱笆
□张 松

夏日沉闷，更需要良好的心态和广
阔的胸怀；夏日繁杂，更需要温顺的姿
态和简洁的情怀；夏日燥热，更需要灵
巧的心思和冷静的自审。夏天炙热、博
爱，有着虬髯大汉般的豪情，白天带来
一览无余的光和热，夜晚丝丝凉风和点
点萤火又显出其温情柔顺的一面。

树说，我喜欢夏天。夏天是我快速
生长的季节，它给我提供了必需的水
分、光照和养料，因此我用枝繁叶茂来
回报夏天。如果没有夏天，我们可能还
在寒冬蛰伏，在秋天委顿，在春天踱
步，没有迎来生命的高峰期。我喜欢夏
天的一切，喜欢热烈的阳光，喜欢快走
的白云，喜欢倾盆的雨，喜欢惊撼的
风，我们不是夏天的主人，我们乐于成
为夏天适宜的点缀。

雨说，我拥戴夏天。别看我们落地
以后肆意奔流，在天上的时候，每一滴
雨纪律严明，每一滴雨都在等待命令。
其实，只有夏天的雨才能称之为雨，豪
爽磊落，快意恩仇。春雨是没有涵养的
孩子，它们调皮好动，被燕子吸引，被
柳条煽动，最终成了清明时节的滴滴
苦泪。而秋雨，就是怨妇，怨天怨地，怨
落叶怨枯草，结果自己也成了别人所
抱怨的萧疏和冷落。有人说夏天的雨
过于强烈，没有考虑人们的感受，会给
人间带来灾难，不过，落雨之前，我们
都会用电闪雷鸣来提醒众生，在我们
久久期盼的激荡人心的时刻，这是我

们能做到的最大努力。
风说，我痴迷夏天。很多时候，我一

动不动，听不到人们的召唤，看不见挥
汗如雨的情景。不是我们心肠硬，实在
是难以走出夏天的吸引。我们是夏天的
追星族，我们为之狂，我们为之舞，我们
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心目中的夏天。
我们不会为一丝委屈而动容，也不会为
了一点私利而动心。只有乌云密布的时
候，只有我们所喜爱的夏天遭受遮天蔽
日的艰难困苦时，我们才会全体出动，
驱散乌云，驱散那些讨厌的野心家，还
夏天以靓丽。

花说，我敬佩夏天。在夏天开放，总
有不一样的感觉。在夏天，人们欣赏我们
的姿容，人们赞叹我们的美丽，那都是出
自内心的赞美，我们在夏天开放，是自己
难以抑制的情怀，不为取悦于人类，也不
必取悦于蜂蝶。在夏天，我们可以不香，
在夏天，我们可以不含蓄，在夏天，我们
可以不贤淑，我们所要的，就是盛开怒放
的姿态。作为花，在夏天，我们想开出飞
鸟的姿态，我们想开出云彩的飘逸，我们
想开出美酒的甘醇，我们想开出爱情的
甜蜜。我们是夏天的花，是炙热的语言，
是激情的诗篇，是多彩的画卷，是激昂的
乐曲，我们属于夏天真正的美丽。

在夏天，万事万物都在抒发着自己
的情感，抒说着对夏天的感受和祈愿。
只要你放下心中杂念，竖耳倾听，一定
能听得真真切切。

夏 之 语
□谢祺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