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浩浩双流日不休，
悠悠千载一樟留。
慕朱追圣寻书院，
怀杜临江近夜舟。
喜听域中更旧制，
漫谈帷幄出新筹。
而今迈步从头越，
海阔天空竞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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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街上看到一个售楼男子手

拿传单， 向路过的一位中年大妈
绘声绘色地讲解新开盘的商品
房，经过一番激烈的唇枪舌战，最
终男子买下了中年大妈的保健
品。

刷脸
一个大学女同学去一家工厂

找闺蜜玩， 吃完饭开车送闺蜜回
厂里，到了门口，摇下车窗，向门
卫抛了个媚眼， 马上电动伸缩门
就开了。

女同学在大学班级群聊里炫
耀这件事，不一会儿，闺蜜在下面
补充了一句：“保安让你的车进

去， 那是因为他从车窗里看到了
我，我是里面的职工啊！ ”

请客
久未联系的一个同学快下班

时给我打电话：
“晚上有事吗？ ”
“没有。”我心里暗自惊喜，同

学说过好几次要请我吃饭， 看来
他并不是传说中的一毛不拔。

“五星大酒店离你那里远
吗？ ”

“不远，出门向西走路五分钟
就到。 ”我心里一阵感动，这么高
档的地方，真够朋友。

“哦，一个同事今晚在那里吃
喜面。我在考虑骑车还是打车，谢
谢啊！ ”同学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罗央其

经典，顾名思义就是指经过
历史长河检验，经久不衰的具有
普世价值的民族文化的结晶。在
我看来， 经典所带来的最大作
用， 就是传承人类的文明成果，
使人获得教养。

高尔基曾说：“书籍是人类
进步的阶梯。”确实，人生路上书
籍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阅读尤
其是经典阅读让人们受益良
多 。 通过阅读经典文化作品，
能让我们更好地传承文明，获得
教养。

经典必定是精品，是能够代
表同类作品的模范，通过阅读经
典， 我们能获得事半功倍的效
果。同时阅读经典作品能够让我
们对古今有更多的思考，做出正
确的选择。 《文心雕龙》中写道：
“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
详其本源，莫非经典。 ”无独有
偶，赵普也曾因“半部论语治天
下”而传为佳话。

黑塞尔曾经说过 ：“阅读经
典可以领略人类所思、所求的广
阔和丰盈，从而在自己与整个人
类之间建立起息息相通的生动
联系，使自己的心脏随人类心脏
的跳动而跳动。 ”经典搭起了与
时代沟通的桥梁，我们因此得以
充实心灵， 提升心灵的境界，将
人生变得越来越充实、 高尚，越
来越有意义。 阅读《诗经》，我们

仿佛置身于先秦的黄河流域，感
受着古代劳动人民的质朴和勤
劳；阅读《史记》，我们总结王朝
更替、 兴衰成败的规律与教训；
阅读《平凡的世界》，我们感动于
对美好生活、幸福未来的向往与
追求……阅读经典著作，我们就
给思维插上了翅膀，自由自在地
遨游在知识的海洋里 ， 获得智
慧，吮吸成长。

然而 ， 现代社会浮躁而喧
嚣，静下心来阅读经典真是太难
了。 经典作品被许多人打入冷
宫，幸好还有着对经典文化充满
热爱的人，借助新兴媒介打造出
了诸如《中国诗词大会》等节目，
呼唤经典作品的回归。令人感到
欣慰的是，《中国诗词大会》吸引
了社会诸多的关注。唐诗宋词等
经典作品重新被许多人拾起。这
种转变，是人们对自我的一种清
醒认识后做出的明智选择，也是
经典的魅力和价值体现。钱理群
曾说 ： “经典是民族的精神养
料。”我们五千年泱泱华夏，正是
依靠诗经、唐诗等经典作品来传
承自己的文明成果。我们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正需要
经典精神、经典文化、经典价值
观来作养料。

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我们
肩负振兴民族、 传承文化的使
命。诸君，收回那颗躁动的心，放
下你的手机， 拿起唐诗宋词，一
起来体会经典作品的美好吧！

彭世民

我被派驻到加义镇横江村扶贫， 还
没报到， 就接到驻村工作队谢爱林队长
的电话： 要我去驻村扶贫办领取三本民
情日记。

三本民情日记， 我拿到手里掂量了
一下， 觉得好沉！ 像一副千斤重担！

我们要进驻的横江村， 之前是两个
村： 横许、 横江。 先前有两个工作队：
岳阳市委和平江县城建投， 听上去名头
都是响当当的。 两村合并后， 村干部被
整体洗牌， 驻村工作队也改由我们文联
和县地方海事处两家单位共同承担。

工作队一共三人， 我和海事处的谢
爱林、 徐苏州。

我没有基层工作经验， 准确来说我
们三人加上刚上任的村干部都没有基层
工作经验， 而村级工作涉及到农田、 水
利、 林地等方方面面的事情， 我们下去
首要工作就是熟悉村级业务。

去村里报到那天， 阳光明媚， 春色
撩人。 一路上， 我在想， 扶贫工作是现
在所有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到了村上我
该干些什么？ 能为老百姓做点什么？ 面
对茫茫大山， 我感到很茫然！

记得小时候， 我们村上也曾来过办
队干部， 而那些办队干部基本上天天同
村民面对面。 田间地头一起劳动、 一起
吃住， 一起生活， 那是真正的零距离
了！ 我想， 如今年代不同， 但工作性质
应该还是相同的。 驻村的干部虽然不用
下田种地， 但一样要沉到最基层， 听真
话， 听实话， 体验真情实感， 让村民们
慢慢把我们当“自己人”。

到了村上， 我把自己定义为山里村
民的“自己人”， 尝试着当“自己人”
的感觉。 刚刚到村里的时候， 为了早点
与贫困户、 与村民们见上面， 我们几乎

每天入户走访。
想与那些贫困户、 与村民们见上一

面还真难。 不是上山了， 就是忙农活去
了。 半个多月下来， 路上跑的多， 见到
的人少！

村上的老支书告诉我们， 现在正是
下秧苗、 出树的时候， 村民只有早晚时
分在家里。

于是， 我们三人便利用早晚的时间
在村上转悠。 天刚蒙蒙亮， 睡在床上就
能听见此起彼伏的鸡鸣。 农民有挑着担
子， 扛着锄头， 走向农田干活的， 有担
着粪桶到菜地浇菜的， 有在院子或门口
劈柴的， 有到菜地里摘菜的……

村道上， 我们碰到来来往往的村民
都会主动打声招呼， 问一下收成， 了解
一下家境。 顺路的时候， 我们还会一起
走上一段路。

晚上村民们收工了， 开始三三两两
坐在地坪里聊天、 说笑， 我们也去凑热
闹。 见我们去了， 村民们会热情接待我
们， 泡茶、 搬椅子、 递烟。 狗狗们见了
我们几个陌生人， 叫唤几声， 跑来嗅嗅
裤管， 可能是闻到山里熟悉的泥土味，
摇摇尾巴走了。

山里有不少的新鲜事， 谁家儿子出
息了、 谁家公婆吵嘴了、 谁家的媳妇跟
人跑了……偶尔我们也会给他们讲些城
里的事， 反正就是海阔天空地海聊。

一来二去， 相互熟悉了， 村里人不
再疏远我们。 见面时， 我们看到的是一
张张真诚的面孔， 憨厚、 淳朴中洋溢着
满脸的微笑。 几个月下来， 村上大部分
户头或长或短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

方永爱， 整天忙忙碌碌的、 一看就
知道， 是个勤扒苦做的老人。 他的老婆
瘫痪在轮椅上， 不论他怎么勤劳， 家里
还是穷。 他家水田边管道坏了， 为买管
道的100多元钱发愁， 我给他200元买来
水管， 他脸上笑开花了。

刘安生，贫困户、五保户。 整条垅都
迁居了，只剩下他一户，房子开裂，是随
时都会倒塌的危房。 村上做了安置房动
员他搬，他说对老房子有感情，不肯搬。
我同谢队长上门， 真实情况是没钱添置
家当，就连做个窗帘的钱都拿不出。 工作
队出面了，不但给他装了窗帘，还给他买
了新床，打了水泥地面。 看着他乐呵呵搬
进新家，我们也开心地笑了。

200元钱， 一个窗帘……就给他们
带来那么多快乐。 这些事深深地触动了
我们。 是的， 几百元钱对于有钱人来说
是小钱， 但对于一个贫困户来说就是一
个千斤重担， 想担担不起！ 作为驻村工
作人员， 我们真想把这些事全都给解决
了……

可有些贫困户也非常难缠！ 不是给
钱给物就可以解决的。 村上就有这样的
“奇葩”。 贫困户李某是一个让邻舍嫌、
亲戚躲、 村干部怨、 前任工作队烦的懒
汉， 所有的帮扶， 他认为都是天经地
义。 况且， 经高人指点后的他， 擅用向
上级领导汇报这一方式来摆布前来帮扶
他的各路人士……对于这样的对象， 怎
么办？ 我们多次上门， 他还是一副无赖
相。 扶贫工作， 使命在身， 责任在肩。
他是扶贫对象， 我们就推卸不了责任。
我们只能轮番地上门做工作。 有一天，
他躺在床上突然喊不醒了， 我们赶紧把
他送医院抢救， 一查是心梗， 好在抢救
及时， 保住了性命， 醒来时这名59岁的
懒汉居然流泪了……

在村里， 出外办事经常高温开车，
坐在发烫的坐垫上， 我们都患了痔疮。
养殖豪猪的方庆强， 从豪猪上拔下箭
毛， 捏成粉末配上自己的家藏秘方药送
给我们。 虽然只是几个小小的瓶子， 在
我看来， 瓶子里面装的不是药膏， 装着
的是村民的淳朴、 热情、 善良、 纯洁和
憨厚。

种草的母亲
李晓琦

院子门前有一块空地， 母亲把它开垦出来
种些瓜果蔬菜， 从此蔬菜不缺， 四季热闹。

假期回家， 看见菜地一片荒芜， 兀立着一
丛丛光秃秃的草， 似乎好些日子没人整理了。
印象中,母亲每日在这块菜地上劳作， 晨耕暮
锄， 浇水施肥， 从不懈怠。 这块菜地倒也没辜
负母亲的辛勤， 家里的青菜几乎不用愁。 临近
做饭时间了， 母亲就随便到菜地里走走， 顺手
摘上一两把， 洗净， 便是一道绿色菜品。

“妈， 怎么不种菜了？” 我问母亲。
母亲看了看我， 说： “是好些时间没种

了,种草了。”
不种菜种草？ 那不是母亲的做派 ,我更迷

糊了。 回头瞧瞧地里那些不知名的草， 光秃秃
的， 一片叶子也没有。

母亲见我愣在原地， 她把我引到菜地边，
说： “这不是普通的草， 你再仔细瞧瞧， 是狗
屎豆， 现在人叫决明子。 你大概不记得了吧？
你小的时候， 常到外婆家跟小朋友们玩捉迷
藏， 那时你最喜欢躲藏在后山坡上那片草丛
里， 那草便是狗屎豆。 有一次， 你还在草丛里
睡着了呢， 害得我和你外婆找了你好久。”

我记起来了， 是有那么一片黄花绿叶摇曳
在我的记忆深处， 幽幽的， 似乎还散发着淡淡
的青草香。

外婆的后山坡上， 撒落着我许许多多童年
的快乐。 在那块平缓的坡地上， 长满了一种叫
狗屎豆的草， 密密麻麻的。 有一次我去玩， 正
是枝繁叶茂时， 绿叶婆娑， 间或黄花点点， 煞
是好看。 玩心正浓的我， 自然顾不上什么景
致， 一缩身， 便把自己藏入了这片绿茵中。 找
人的小伙伴来了， 他远远隔在草丛外装腔作势
地喊道： “看到了， 看到了， 在草丛里！” 明
知他使诈， 我不吱声， 缩在草丛里不出来。 那
小家伙扯着嗓门喊了许久， 见没动静， 只好悻
悻而去。 我怕他杀回马枪， 一直躲在草丛中不
出来。 四周安静， 草丛间散发着淡淡的青草香
味， 悠悠地往我的鼻腔里钻， 眼皮渐渐沉重，
迷迷糊糊竟然睡了过去。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耳边传来外婆和母亲焦虑的呼喊声， 睁开眼，
天都黑了。

“这些决明子是我特意种下的， 待天气晴
好的日子摘下晒干， 做枕头用。” 母亲顿了顿，
说： “你不是睡眠质量不好吗？ 我近来专门看
了一些医书， 书上说决明子枕头具有清热安
神、 明目助眠的作用， 我觉得这东西或许对你
有用， 枕着睡， 会好些。”

经母亲一提醒， 我这才想起， 是曾告诉过
她有些日子工作压力大， 睡不好， 常失眠。 不
过， 那已经是几个月前的事了， 我自己几乎都
忘了。 可母亲没有忘， 那么不经意间的一句
话， 她牢牢地记住了。 虽然嘴上不说， 母亲却
在静默之间， 做着她力所能及的事。

浓浓母爱， 并不在于多么张扬， 或者惊天
动地， 一个眼神， 一句关心话， 一个小枕头，
这一丁点一丁点的凝聚， 便汇成了人世间的最
美。

筝 一 筝
曾经 大漠在我心里
就是荒凉 就是漫无边际的昏黄
就是一注孤烟的寂寥
就是狂风卷起的连天沙暴
就是上帝遗忘的一块粗布手帕
甚至就是———黑暗中的绝望

直到我读到了你 悄悄走近你
在你身边 像一个孩子安静下来
仔细谛听你真实的心跳 你脉搏的
澎湃 你血液的潮涨
你历经的艰辛 你生命的疼和痛
你的坚强和挺拔 你的道路和远方
哦，我仿佛一个经过洗礼的信徒
一个浴火重生的
赤子

筝 二 筝
整整五十二年 在大漠深处———
你把自己多彩的青春调成沙的颜色
你就像一颗沙 让大西北的风
打造得格外坚硬
每天 你看着太阳从沙漠中升起
又从沙漠中落下 你的信念却是高挂在
比沙漠更宽广的心宇
你深知 祖国还有太多的艰难和凶险
母亲还需要每一个儿女的每一份力量
———一朵花的开放 一只手的扶持 一条河
的奔涌

五十二年 你参加了共和国所有的核试验
四十五次在核的神秘峡谷穿行
你破解了一系列关键密码
一批重大科研成果
铸就震慑豺狼的巍巍长城
五十二年 你把自己藏在时光的边缘
在黑夜里独自行走 只有大漠上空的星光
能读懂你的孤独 只有呼啸的风
能扣响你玉门关外的门扉
你的内心 藏着一种不可估量的核力量
你引爆的 是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忠诚

筝三筝
你是一个心里装满爱的人
是啊———
没有爱 谁能把青春埋在茫茫沙漠
没有爱 谁能无怨无悔把一生交给寂寞
没有爱 谁能在病魔袭来时如胡杨坚挺
没有爱 谁能把最后的心跳留给祖国的核事业

筝四筝
一个胆管癌晚期的患者
我们无法想象
你最后的岁月有多少苦痛
你拒绝了手术和化疗 从确诊到牺牲
27天里 你带着氧气面罩
马不停蹄地奔走在征途
此时此刻 你担心的不是生命的消逝
你牵挂的是在有限的时间里进一步加固阵地
修筑工事———那关系国家核心利益的技术
藏在电脑的几万个文件
如同漫山遍野的沙枣
只有你自己才能整理出收获的季节
你的探索 你的思考 你培养学生的方案
都要在生命的最后进行系统整理
你需要整理的 还有这几十年的风雨
和一生的爱恋

筝五筝

快 快 再快

拖着病残的躯体
你开始了与时间的殊死较量

在生命的最后一天
虽然已经腹胀如鼓 呼吸十分艰难
但你仍然九次请求下床工作
医生懂得你内心藏着千军万马
含泪答应你起床工作一个小时
此时 你身上插着十多根管子
如一个全副武装的战士
你将办公桌搬进了病房
对着笔记本电脑挪动着鼠标
每挪一下 都如刀子扎在人们的心头

生命不息 就不能后退半步
一个战士
只要脉搏还在跳动
就要保持向阵地冲锋的姿势

筝六筝
在我的脑海里 罗布泊
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名字
科学家彭加木被沙海吞噬
旅行家余纯顺的脚步消失在大漠
“死亡之海”远不是它的全部
黄沙万里 神秘大漠 恐怖深渊
它在人们心中刻下的
是伤痛和阴霾

然而 在罗布泊 在马兰基地
从1960年9月走进这大漠深处
到2012年5月牺牲在岗位
漫漫征途 匆匆岁月
你和战友们一样 隐姓埋名
像一颗无名的沙粒
默默地坚守 尽情地付出
只为心中那一份坚定的信念
在今天 在风云多变的世界
祖国日益强大的铜墙铁壁上
永远镌刻着你光辉的名字

筝七筝
在这个万籁俱寂的深夜
喧嚣和繁华如潮水退去
在湖湘大地 我遥望着大西北的夜空
哪一颗星星该是你的模样
那夜幕下的大漠 今晚
是谁的颂歌为你动情唱响

我悄悄地走近你 感觉你就是
沙漠中一棵不倒的胡杨
你把根深深扎在茫茫黄沙
以不屈的姿势成为大漠的脊梁
你就是沙漠中的一汪湖水
悄悄付出自己的生命 又将生命
托付给无垠的期望
你就是一朵美丽的马兰花
在祖国的心头闪烁着淡紫的光辉
你就是一片广袤的大漠啊
你有大海一般的汪洋 却只用一片波涛
诉说心中的爱……

筝八筝
因为走近，我看到了如此壮美的风景
因为你，我真正爱上了大漠———
我爱上了她的宽广与雄奇
爱上了她孤独的日出和日落
爱上了她狂风卷沙的铺天盖地
爱上了她的沉默 金子一般美丽……

啊，我刻骨铭心爱上的 是她用千年的手掌
托起了一个伟大的名字
大漠英雄：林———俊———德！

梦圆2020征文大漠英雄林俊德汉诗新韵

龙红年

林俊德， 一辈子隐姓埋名坚守大漠
罗布泊52年， 参加了我国全部的45次核
试验任务， 至死不忘使命 ， 为铸就国防
盾牌作出了卓越贡献。 2018年9月20日，
中央军委批准其为全军挂像英模。

———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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