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纪山

玄鸟生商，王亥经商，武汤都商，商

丘乃三商之源；刘邦隐秘芒砀山，斩蛇起

义，商丘又是汉兴之地。生于商，长于商

的侯卫星，在对商之情韵、汉之风骨的探

讨研究中，生发了对家乡和祖国锦绣河

山和历史文化的无限热爱，不能不情动

于中而诗发于外，于是点墨成文，挥笔为

诗，成就了110多万字五卷合集的诗文

专著《商韵汉风》。

五卷诗文主题宏大，思想深邃，内涵

深广，境界高远，波澜壮阔，气势磅礴。

内容主要是高扬泱泱华夏，讴歌悠悠商

宋，颂扬祖国山河，传播人间友情，感悟

人生真谛，畅游诗歌长河。饱含着鼓舞

士气、提振精神的正面能量，洋溢着朝阳

喷薄、蓬勃向上的时代气息，充满着继往

开来、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

卷一《远古梦》，是一首《诗经》体四

言古风，共十章，2500句，10000字，结

构庞大，体制宏深，叙述了煌煌5000年

中华文明史，既有明晰的中华民族发展

的脉络，又有重要节点、重要人物；既有

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的重大事件，又有

文化、农学、医学、民风、民情的重要内

容，可以说是一部诗化的百科全书。被

名家誉为“两眼观天地，一诗贯古今”“有

韵之史记，无兮之离骚”。

卷二《商宋韵》，是为古都商丘而撰

赋诗合集，内涵丰富，意境融彻，文风典

雅，辞藻华美，商丘之沃土高天，人文历

史俱在其中。该卷展示了商丘悠久的历

史，厚重的积淀，辉煌的文化，灿若群星

的历史人物，荡气回肠的动人故事，丰富

多彩的文物古迹。

卷三《古都情》，为歌颂商丘赞美中

华的另一表现形式——散文，其中也有

工作上的思考，也是作者报效桑梓、建言

献策的生动体现。从燧人氏钻木取火商

丘之滥觞开始，经数千年风霜雪雨，直到

今日现代之商丘，对古都商丘历史文化

进行了深层发掘，对先贤圣祖文脉进行

了朝圣追寻，对明日商丘进行了热情展

望。语言多具诗性色彩，显得温文尔雅、

才气纵横。

卷四《人生曲》，多为诗人感事抒怀，

访幽览胜，友情唱和之诗作，另有一些歌

词和对联。不少是情真意切，奔放潇洒，

想象丰富，动人心扉，情韵流动，意绪饱

满，读来自然酣畅，如行云流水一般。

卷五《天下词》，从多角度、大视野、

大纵深阐述了作者对诗美之感受，从文

学式样，发展轨迹，美学享受，评析标准，

社会功能，表现手法等诸多领域，分析探

讨了诗意之美、成长之美、享受之美、品

味之美、价值之美和创作之美。可以说

是一部诗歌美学专著和诗歌美学发展

史，也是诗歌爱好者的基础读物。通读

该书，诗词发展脉络一目了然，清晰可

辨，声韵格律，成竹在胸，经典篇章更是

琳琅满目，耳熟能详。

通读全卷，如沐春风，如遇甘霖，如

在美丽的山水图画中浏览，如在悠久的

历史长河中徜徉，如在别有风味的丰盛

的精神文化大餐中品味。

侯卫星，作为一名公务员，能把本职

工作做得很好，同时，又利用业余时间取

得这么多的文学成就，不能不叫人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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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明昆

你们是一个个普通人

你们是父母的儿女

是儿女的父母

是女朋友的未婚夫

又是男朋友的未婚妻

你们舍弃了一个个小家

舍弃了一个个休息日

奋战在扶贫工作第一线

从不说苦

从不言累

把默默奉献当作了常规常理

辛勤的付出

大量的劳动

终于换来贫困户脸上的兴奋

和丝丝笑容

我和你们是战友

我们是普普通通的一棵小草

但我们又不是一棵普普通通的小草

我们是革命的战士

是人民的热血公仆

我们用真帮实扶的举动啊

感动了无数百姓的心

也感染了无数平凡的人

人民日夜思念我们啊

把我们当作至亲挚友

因此

我们扶贫人要说

不论付出怎样的代价

怎样的努力

都是理所应该理所当然

我们知道

扶贫是在走万里长征路

不管遇到怎样的艰难险阻

都要高举红旗勇敢向前走

不管是雪山还是草地

是荆棘还是电闪雷鸣

我们都要挺起胸脯

勇敢向前 向前 向前走

扶贫是一场伟大的事业

是一场人类历史上的新探索

消除贫困 解除困厄

实现基本公平

达到人人幸福安康

人人少有所学

老有所养

病有所医

住有所居

这样的目标在人类历史上是第一次

是首创

唯有中国共产党才敢这样提出

才有这样的气魄向世界作出承诺

当党中央发出减贫消贫的命令

全国汇聚起千军万马

走向农村

走向山区

走向不发达革命老区

走向一切存在贫困的山南地北

派驻第一书记

派驻扶贫工作队

健全基层党组织

向贫困发起轰轰烈烈的长久战役

一年一变化

年年有成就

用短短的五至十年时间

去摸索去实践

去积累去完善

到2020年底将彻底收官

向全国全世界交一份合格答卷

我光荣

因为我是扶贫人

我自豪

因为我为扶贫做过一点点小贡献

我豪迈

因为我走过千山万水

领略过无限风光

我自信

因为明年“七一”

习总书记向全世界宣布

中国彻底脱离贫困的惊天消息时

我的汗水没有白流

力气没有白下

一切的一切没有白付出

涓涓细流终于汇成大海

点点滴滴终于梦想成真

当我胸佩红花

走向领奖台时

家人为我高兴

单位为我鼓掌

人民为我讴歌

博物馆为我留影

那将是我一生的光荣

一生的荣耀

永永远远刻在我心中的不朽传奇

□王钧鹤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是标志时

代最灵敏的晴雨表，时代的责任赋予青

年，时代的光荣属于青年。”回首100多年

来的中国近现代史，既是饱受外敌侵略的

血泪史，也是奋起抗争的斗争史，还是战

天斗地的自强史。在这其中，无不凝聚着

中国青年的信仰、热血和智慧。

他们曾致力于救民水火，解民倒悬。

在风雨如磐、灾难深重的中国近代，帝国

主义用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在民

族危亡关键时刻，无数的青年学子挺身而

出、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他们在黑暗中奔

走呼喊，在战火中流血牺牲。1903年，18

岁的邹容怀着深深的家国情，写下了气势

磅礴的《革命军》，成为辛亥革命最有力的

宣传篇，被誉为国民教育第一教科书。

1911年，24岁的林觉民怀着拳拳的报国

心，写下“吾作此书时尚是世间一人，汝看

此书时吾已成阴间一鬼”慷慨悲壮的《与

妻书》后，参加黄花岗起义并慷慨就义，与

他同时就义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平均年

龄29岁。1919年5月4日，中国大地爆发

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北京大学等13

所学校的3000余名学生汇聚到天安门

前，举行抗议集会，强烈要求拒绝在巴黎

和约上签字。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无数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满怀对祖国和

人民的赤子之心，舍生忘死、前赴后继，31

岁牺牲的赵一曼、29岁牺牲的江姐、15岁

牺牲的刘胡兰，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英雄气概，

感受到了“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

阎罗”的革命豪情。如果有人要问，这时

的中国是什么样子，那么我会说：他们的

样子，就是中国的样子。

他们曾致力于艰苦创业，锐意进取。

新中国成立后，无论是在建设还是改革时

期，无数的热血青年，面对百废待兴的祖

国，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中，走向大

漠、走向荒野、走向海岛，把最美好的青春

献给祖国和人民，谱写了一曲又一曲壮丽

的青春之歌。新中国成立之初，抗美援朝

激发了广大青年的爱国热忱，报名参军的

青年达70万人；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仅

全国各地基建工地的青年突击队就有

7500个，参加青年13.5万人，争做社会主

义建设积极分子；新中国第一次全国科

技大会召开后，一场“向科学进军”的热

潮在全国迅速形成，以中青年为主体的

科技工作者，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到

国家的建设事业当中，创造了一个又一

个新中国的历史纪录。改革开放以来，

青年人积极投身改革、建设的大潮，中国

青年始终敢为人先，先行先试，奋斗奉

献，为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发挥聪明才智，燃烧青春激情，袁隆平、

屠呦呦、郎平、马云等改革先锋就是他们

其中的优秀代表。如果有人要问，这时

的中国是什么样子，我会说：他们的样

子，就是中国的样子。

他们正致力于肩负使命，扛起担当。

没有人想到，历史的车轮满载着五千年的

希冀，驶入2020年的时候，却被突如其来

的新冠肺炎疫情把春天阻挡。面对百年

来人类遭遇的影响范围最广的全球性大

流行病，无论是对党和国家还是对全体

中国人民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严峻考

验。武汉告急，湖北告急，全国告急。一

时间，人心震荡，舆论汹涌。“中国能经受

住这样的考验吗？”“我们要用多久来战

胜疫情？”每个人心里都充满了疑问和忧

虑。这一切的不确定，有很大一部分最终

都落在正逐步成为社会中坚力量的中国

青年身上。

他们在人民需要时舍生忘死。危难

之际，无数中国青年挺身而出，白衣执甲，

逆行出征，表现出了和我们先辈一样的风

范与担当，与国家一起风雨前行、共渡难

关。武汉市协和江南医院呼吸与危重症

医学科90后医生彭银华，为救治病人，推

迟了原定于农历正月初八举行的婚礼。2

月20日，他永远地倒在了抗疫最前线，用

生命书写了永恒的爱情。在抗疫一线，像

彭银华一样的90后青年还有很多很多，

在4.2万多名驰援湖北的医护人员中，就

有1.2万多名是90后，其中相当一部分还

是95后甚至00后。

他们在社会需要时发光发热。有这

样一位女孩儿，她是一名高校班级里的团

支书，也是一位年轻的党员，在疫情高发

期主动请缨，毅然决然地奔赴武汉一线，

只因她听到一句话“听说武汉许多医护人

员吃不上热饭”。她就带着十几位年轻人

与食材，自驾1000多公里，“逆行”十几个

小时抵达武汉，每天为医院送去400~600

份盒饭，感动了武汉的许多医护人员，被

亲切地称为“雨衣妹妹”。还有更多的年

轻人，在全国各地的社区、农村、医院、企

业等岗位上贡献着光和热，用实际行动诠

释着新时代青年的奉献与担当精神。

他们在抗疫斗争中淬炼成钢。这一

代的中国青年，“小皇帝”“小公主”曾经是

他们身上的标签。经过新冠肺炎疫情的

打磨和淬炼，他们已经从初出茅庐的懵懂

少年，变成了披坚执锐的战士。他们冲在

一线，他们是孩子，更是英雄。他们活跃

在救死扶伤的病房，活跃在雷神山、火神

山医院的建设工地，活跃在机场、地铁、高

速公路保障交通运输正常的第一线。他

们拼尽自己的力量，守卫自己的祖国，守

卫自己的人民。正如习总书记所说：“在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斗争中，你们青年人同

在一线英勇奋战的广大疫情防控人员一

道，不畏艰险、冲锋在前、舍生忘死，彰显

了青春的蓬勃力量，交出了合格答卷。广

大青年用行动证明，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是

好样的，是堪当大任的！”如果有人要问，

现在的中国是什么样子，那么我会说：他

们的样子，就是中国的样子。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

一代人的担当。”在这次抗疫斗争中，当代

青年没有充当“旁观者”，都在争做“战斗

员”。因为我们深深地知道，祖国的前途

和命运与我们每一个人紧紧地连在一起，

祖国的未来和希望也终将落在我们这一

代人身上。我们怎么样，祖国就会怎样！

我们的样子，就是中国的样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梦是历史

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是我们这一代

的，更是青年一代的。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

斗中变为现实。”经过此次抗疫斗争的洗

礼和磨炼，作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在今

后的工作和生活中，我们将坚定理想信

念，弘扬抗疫精神，胸怀爱国之志，勇担

时代责任，练就过硬本领，用青春之我创

造青春之中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的征程中焕发出更加绚丽的

光彩！

□裴志强

十年对于一个人来说，是一段不长

不短的时间。但对于人的一生来讲，关

键的时期也就十来年工夫。

十年前，第三届中国书法兰亭奖揭

晓，陈花容以一等奖第一名的成绩一举

夺魁，洞房花烛和金榜题名的同时到来，

使得只有27岁的陈花容一夜之间名满

书坛，也成就了一段书坛佳话。之后的

十年间，陈花容逐渐沉寂了下来，书坛鲜

有他的声音。

但，默默无闻不等于碌碌无为。

我们知道，十年前，陈花容以一手古

拙生动的章草而为书坛所知。那时候的

他，把陆机的《平复帖》和二王行草相结

合，在博得书坛好评、认可的同时，也受

到一些非议和争论。好在，陈花容在面

对这些不同声音的时候，是冷静而理性

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褒奖或是不屑，都

化为云烟随风而去，作为书者的陈花容，

当然还要继续前行，并不断地拓宽着这

条艰难的艺术之路。

就书法本身而言，近些年来，陈花容

逐渐淡化了当初以章草为主的书法创作

之路，而是在草书和楷书上着力较多。当

然，他的草书依然保留着较多的章草痕

迹，整体更加飞动开张，时见晋唐风韵。

因工作之故，隋唐墓志成了他每日过眼之

物，顺手写来也便成为水到渠成之事。只

是，他笔下的楷书变得更加豪迈、多变。

执掌千唐志斋不久，适逢蛰庐百年，

除政务之外，陈花容便着手编著《联语蛰

庐——千唐志斋楹联书法集读》一书，从

一个小小的突破口来开启学术之路。他

把千唐志斋所藏楹联从墨迹出处、历史

背景、作者介绍、文本寓意、书法特征等

进行考证解读，使他开掘出了书法之外

相关领域的潜能。

在对书法艺术本身的执着笃行、勤

勉耕耘之外，陈花容以千唐志斋藏石为

中心的学术研究可谓不遗余力。在有着

两千余方墓志的藏品中，他对其中的名

品佳构可谓了然于心。尤其对其书法价

值及特点认识更加透彻，这也是他作为

书法家对专业敏感的体现。

从一定程度上说，因为书法，陈花容

得以入主千唐志斋，同时，千唐志斋厚重

的文化又使其不断充实，逐渐成长为一

名千唐文化的研究者、千唐故事的传播

者。

和中国书协联手举办2019中国书

法年展，应该算作陈花容把工作和书法

结合的最佳例证，也是他执掌千唐志斋

以来一次重要的学术活动。陈花容说，

如何把这些墓志铭的书法价值加以挖

掘、整理，用书法的形式解读、呈现，使其

古老的生命焕发新生，重新为世人所知、

所识，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命题。推出

经典、题跋百品的活动，其目的就是“让

馆藏文物活起来”。而更大的意义还在

于倡导学术、打造品牌、致敬经典，为当

今书法创作提供更加多元的取法可能性

和理论思考。

不可否认的是，对于陈花容来说，无

论是书法创作，还是学术研究，都还有着

某些方面的缺憾和不足，比如书法创作

稍显单薄而蕴藉不足，学术研究还有待

进一步深化等，都是其在以后道路上需

要面对的。

谁非过客，花是主人。怎样通过这

一方方冰冷的墓志去触摸历史的温度，

讲述好千唐故事，倡导学术、打造品牌、

致敬经典，或许是陈花容正在思考和继

续思考的问题。

一个十年已经过去，下一个十年正

在开启……

枝上花开又十年

□寇洵

深沟
从卢氏县城出来，过洛河大桥，沿

南窑村往里走，是一条深沟。父亲说，

这条沟有二三十里长。这么长一条沟，

我很好奇。我一心想去看看。

有一条柏油路伸向深沟，路不是很

宽，但挺平整。越往里走，路就越窄。

窄不说，还陡。这是要进山了。

父亲开车带着我，我们往深沟里

去。车窗开着，风就过来了。很凉爽的

风。这是深沟里的早晨。空气中有淡

淡的草木的清香。

两边是大山，山上是蓊郁的树林。

高高低低的树木，数不清的藤本植物，

还有无数不知名的野草，把盛夏的树林

遮蔽得密密的、实实的。满眼都是绿

色。绿得纯粹、绿得鲜明。山下偶尔能

看到些破旧的摩托车支在那里，像是被

人遗弃了一样。父亲说，那是采药人骑

过来的。他们早上来，晚上回。随身带

着馒头，饿了就啃馒头。

深沟原来是有名字的，叫菠菜沟。

这名字有点意思。

水库
菠菜沟半沟有个水库。我听说水

库早了，但过来看水库还是第一次。

水库的名字叫双庙。附近倒真有

一个很小的土地庙。还有没有其他庙，

我没有见，不好说。

我们站在高处往下看，水库的水碧

绿深沉，看着有点儿瘆人。看那么一小

会儿，就不敢再看。它似乎能抓人心

魄。

大坝是拱形的，夹在两山中间。坝

体很厚实的，但我依然担心，它要是被

冲垮了，那整条沟都会遭殃。我不敢去

想。父亲打消了我的顾虑，他说这坝结

实着呢。

我们沿水库边往里走，才发现水库

不大。虽说不大，但建起来的时间却不

短了。父亲说，这水库里曾经捞出来一

条几十斤重的大鱼。双庙水库有这么

大的鱼，这是我不曾想到的。

小院
小院不大，安安静静的。

屋门锁着。主人家去哪里了，不知

道。有一条狗拴在院子里。狗本来是

卧着的。看到我在路口闪了一下，狗就

站起来叫了几声，挺凶的样子。

院外是一小片自留地，地里种上了

核桃树。核桃树都挂了果。核桃树的

叶子很稠密，它们将小院遮了起来。

有几只鸡在屋后的土坡上刨食。

山顶
回来的时候，父亲把车开到了山

顶。站在山顶上，能隐隐约约看到远处

的县城。山势一路落下来，一直延伸到

洛河边。洛河再过去，就是县城。

父亲把车停在山脊上。这儿地势

比较平缓。山脊下面不远，还有一些住

户。这些住户的房前屋后也都长满了

树。透过那些树木，能看到一些安静的

院落，落满阳光。只是没有看到什么

人。我在坡地上转着，望着对面高高低

低的坡地和隐隐约约的人家。地里有

不少核桃树，我转回来的时候摘了两

串，父亲以为我要吃，赶忙拦住了我。

父亲说，过了六月核桃灌完油之后才可

以吃。

父亲在山脊下面的过坡路上，发现

了一棵山杏树。他摘了一把山杏回

来。父亲说很酸。我一听就怕了，也没

敢尝。

山顶偶尔能看到几块平整的地块，

现在都被茂盛的青草给覆盖了。在那

些青草中间，有时会露出一个石磙，提

醒我这里以前曾经是打麦场。那该是

多久之前的事了。我和父亲站在山顶

上，朝山下望着。

你的样子，就是中国的样子
——写给新时代的中国青年

山野夏日

扶贫人之歌

农村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