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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栏目广告小块（4×3.8cm）50 元，中块（4×
5.75cm)100 元，大块(4×7.7cm)200 元（公告、

声明除外）；

2.一次性付款 5次以上送 1次，10 次以上送

3次。专栏广告同一品牌客户大块、中块限

做 1块，小块限做 2块。

驻 安 阳 总 辅 导 学 习 中 心
招生热线：0372-3321199 13783882533
联 系 人 ：吝 老 师 张 老 师

大专本科
免试入学，电子注册，网

上可查。可插班，可提前毕
业，保通过，学籍档案终身保
留。一级、二级建造师，
包过分，咨询。

好项目 寻合作
我公司主要是

以销售为主，手机
产品，健身器材，录
像机，汽车配件，

详情来电咨询：021-51933434
18816652031陈经理

商务
Commerca

广
场

受托，我公司定于2014年3月7日上午9
时，在汤阴县众品大道与金秋路交叉口向东50
米路北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第一开标厅公开拍卖：

位于汤阴县城关镇人民路（中华路与人民
路交叉口东南角）“幸福家园”小区房产17套
（55-88平方米）。详情请实地勘察和咨询。

参与竞买者,请携带有效证件（个人带身
份证及复印件、单位带营业执照、法人证明、授
权委托书、经办人身份证及复印件）及规定数
额的保证金（每套3万元）到汤阴县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办理竞买手续（名称：汤阴县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开户行：汤阴县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账号：00000076854171938012）。成交者
保证金自动转为定金，不成交者保证金三个工
作日内全额无息退回。

预展时间:2月27日至3月4日
预展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报名时间：公告之日起至3月5日下午5时止
联系电话:2959777 13523728318
联系地址;安阳市人民大道86号
汤阴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联系电话：

3802629 18737223335
河南中信拍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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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县福安医药
连锁有限公司广场大
药房因不慎遗失营业
执照正本1本，注册号：
410522010010141，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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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
诗会 □李长顺

青春那首歌
□董洁

青春是无私的，每个人的一生中都要
有它作伴，无论结局是花开满地还是枝叶
无芳，它都会无怨地陪每个人走一遍。

青春，又是个奇妙的字眼。对还经历
过的人来说是那么的憧憬，对逝去的人来
说又是那么的怀念，可偏偏正处于青春的
人却对它毫不珍惜。也许是被感情的变
化弄迷了方向，也许是因为情绪的不稳定
而不知所措。每个人都知道青春易逝，可
认真对待它的人却屈指可数。不是人们
不在乎，而是在不经意间失去了在乎。

诗人说青春像首诗，因为它可以给每
个人不同的感受；画家说青春像幅画，因
为它是变化多姿的；歌唱家说青春像首
歌，因为每个人都会感觉到不同的曲调；
而我说青春是变化多端的，既像诗一样丰
富，又像画一样多彩，歌一样让人心动。

青春不仅能丰富了一个人的一生，也
是决定一个人成功与否的关键。如果你
认真对待它，你就会有所收获，如果你满
不在乎，结果可想而知。其实每个人的一
生并不都是完美的，关键在于你怎样对待
它。所谓心态决定成败，大概就是这个道
理吧！

身为青春人，我们不仅要显示出自己的
朝气蓬勃，还要拿出勇往直前的精神在青
春的海洋中翱翔。只要你有坚定的自信，
不悔的精神，你的青春就会别有一般滋
味。

诗会已经结束整
整三天了，但是诗会那令人

欢乐、激动、兴奋、难忘的情绪和气氛，
仍然在诗友们、文友们中间延续，使我
们难以忘怀，尤其在我这个第一次参加
这种大型诗会的文学新兵的心里，仍然
蔓延着万千思绪，于是，在凌晨时分，
我拿起笔和纸，记录下诗会的前前后
后，记录下让我终生难忘的时刻。

这次由安阳晚报和安阳师范学院
秋水文学社共同举办的2014新春诗
会，于2014年元月4日下午两点，在
安阳师院和容楼三楼的文学院会议
室里举办。
诗会的序曲，是团团而坐的文友们

自我介绍。真是高朋满座，群贤毕
至。这里面，有早已从安阳晚报副
刊文章中熟悉却未曾谋面的文友，
有在晚报国学版QQ群中十分活跃
的王飞、侯瑞峰神州十号，有老朋友
王万顺，有QQ好友张增亮、汪重
阳、梁思梦。有同我一样刚加入安
阳市作协的文学新人，有已出过多
部诗集的省作协会员嘉德—栗德
亮。众文友踊跃为之投票有希望
当选“感动安阳十大年度人物”的
师院副教授、中国作协会员、《印
象安阳》的作者周艳丽，有七十三
岁高龄、出版有长篇小说《邺下枭
雄》系列的老作家刘向前。最使
大家惊喜的是，我市的著名诗
人、中国作协会员、在国家级比
赛中荣获大奖、享有“平民诗人”
盛誉的王学忠，也在文友们热烈
掌声中亮相于诗会现场。由于
参加的文友众多，每人说一两
分钟就得一两个小时，主持诗
会的师院郭怀玉教授一再强调
自我介绍者掌握的时间，所以
在第30多个轮到我做自我介
绍时，我只讲三句话：第一句，
我是一个政法战线的老兵，但
又是文学队伍中的新兵，成为
光荣的市作协会员才刚刚一
个月零一天；第二句话，2014
年我的文学梦想和目标是，
向周艳丽老师学习，挤出时
间码够20万字，出一本自己

的作品集；
第三句话，听到将举办新

春诗会的消息后，一激动，写下了生平
第一首有点诗味的诗。但和各位大家
比，自惭形秽，一会悄悄交给主持人郭
教授。

诗会的主题和主要内容自然是朗
诵诗歌。承蒙安阳晚报副刊编辑刘娜
娜女士的热情相邀，我第一个走上台
去，同刘女士联手朗诵了以身殉诗的著
名诗人海子的名篇《以梦为马》。在这
首又名为《祖国》的诗中，青年诗人海子
投入了对祖国悠久历史和传统文化的
一片激情，体现了海子对祖国对诗歌的
无比挚爱。充满激情的诗句，我们也不
乏激情的朗诵，赢得了文友们的一片掌
声。要知道，海子的诗歌想象奇特瑰
丽，思想跳跃性大，要想背诵下来，对于
我这个年近花甲的年龄，也不是一件轻
而易举的事情。我们俩都做了万一忘
词的准备，每人手执一纸，以备急需，但
由于诗会前多次练习背诵，进行了长达
一个月的准备，诗会前一周的上下班路
上和晚上散步途中，我都要背上几遍，
诗会前几天又专门到易园对词，所以达
到了流利背诵和激情朗诵的目的。我
下来后，坐在我右手的王万顺老兄对我
说：“不错，记忆力还行。”

很多文友朗诵了自己写作的诗歌，
汪重阳登台朗诵了他创作的《中国属
相》，师院才子陈才生教授朗诵了他的
著名作品《男人歌》、《女人歌》，师院侯丽
洁朗诵了她的代表作《天堂鸟》和《一个
人的旅行》，河南诗词学会理事、安阳市
诗词学会副秘书长的程兵，他的朗诵最
具专业水准，无论是音调的高低急缓，
抑扬顿挫，还是手势的一扬一挥，一招
一式，可以说和著名诗歌朗诵家的水平
不分伯仲。参加会议的老同志也按捺
不住内心的激动，王万顺充满激情地朗
诵了老诗人的著名的诗歌，老作家杜化
国唱起了毛泽东的《卜算子·咏梅》。安
阳师院秋水文学社的成员们，是一只年
轻大学生组成的生力军，他们激情满怀
地朗诵了王学忠、朱冀洑、郭怀玉、周艳
丽、嘉德等名家大家的诗歌。我市的当
代著名诗人王学忠的名作《中国民工》
激荡在会议室内外时，大家响起一阵又
一阵热烈而发自内心的掌声。诗会最
小的朗诵者是刘娜娜编辑的七岁女儿
张清檀小朋友，她同大人合作朗诵完一
首诗歌后，面对着如潮的掌声，竟然主

动地又单独为大家

朗 诵 了
一首诗。在小朋友的精

神带动下，我也鼓足勇气又一次上台，
为大家朗诵了自己为这个诗会写作的
生平第一首有点诗味的26行短诗，《走
进文学殿堂》。

我第二次上台后说：“诗会自然要
说诗论诗，我刚刚写了第一首诗，没资
格评诗论诗，但我想起了中国大诗人韩
作荣对我说过的一句话，我在部队时曾
请教过当时为军委工程兵某师政治部
干事的韩作荣怎样写诗，他回答就一句
话，想写就写。我的理解，就是有激情、
有愿望时写。就像这次听到举行笔会
的消息后，我不由自主地拿起笔，这首
《走进文学殿堂》就流淌出了笔端。”

各位大家名家的诗论各有其深
刻高明之处。著名诗人王学忠，在
大学生朗诵完《中国民工》之后，谈
了创作这篇名作的体会，“为百姓而
作，为生活而歌”。诗人嘉德说，“诗
歌一定要诚实，一定要热情，一定要
文采”。安阳师院诗人魏延庆的体
会是，“用诗歌的意象，写下生命的
畅想，播下精神的种子。”文友徐文
祥的感想说的好：“让诗滋养自己的
灵魂，让生活像诗一样精彩。”

这次新春诗会的巨大成功，安阳晚
报的刘娜娜编辑和安阳师院的郭怀玉
教授确实是付出了很大努力和全部心
血，功不可没。刘编辑一个多月前就开
始策划联系这次诗会，并在网上多次发
布设想、计划和邀请，诗会前两次到安
阳师院查看诗会场地，诗会后又紧急约
稿及时组版刊出了晚报的诗会专版。
郭怀玉教授也是竭尽全力，联系名诗人
王学忠，请文学院领导出席致词，为会
场不仅安排了茶水水果糖果，还安排了
各种乐器伴奏表演调节气氛，最后安排
了全体合影，还准备出版《秋水》的诗会
专辑以志纪念。各位文友也各尽所能
积极参加，刘利霞拍视频拍合影并精心
后期制作，大家都将自己拍摄的美图纷
纷上传网上。我这次收获相当丰富，收
获了诗人嘉德亲笔签名的《南拐巷之
舞》诗集，收到了精美的《秋水》杂志和
魏延庆的诗集，收到了刘利霞、王森林
的化老朽为神奇的摄影摄像资料。我
最大的收获，是收获了各位著名诗人、
老师同学、文友诗友对诗歌对生活对家
乡对人民的无限热爱。

在诗会的来宾留言簿上，我用这样
一句话表达自己对新的一年的期望：向
各位名家大家学习，同各位文友携手并
进，祝各位文友各位同学在实现文学梦
想的马年里，一马当先马到成功，一帆
风顺一顺百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