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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在南方某地举行的
海峡两岸三地端午诗会上，一位
记者采访耿占春，并向他提出了
一个问题：诗人与诗歌评论家哪
种称呼才是你自己的定义呢？耿
占春说，自己的诗歌评论工作做
得多一些，但希望能成为一个诗
人——“现代诗歌塑造人们的感
受力与想象力，培育人的敏感
性”。

耿占春把写诗作为一种业余
爱好，但他却时常用诗句记录自己的足迹和生活感
受。除了写作外，他还喜欢放飞自己，去旅行——去
青海、新疆、甘肃及云贵川等地，他喜欢静静地跋涉
在苍茫的大地上，然后让思绪随风飘动。我从他的组
诗《世界荒诞如诗》中，读到过他写大理、写苍山、
写喀拉峻草原、写茶卡盐湖的诗句，而这次获得“十
月诗会”大奖的《西部诗篇》，具有他一贯倡导的诗歌
语言活力和“晚期风格”。

起身夜行/我愿意属于一条古老的河/我愿属于一
个故事，让死亡微不足道/我愿相信一个神，我愿听
从流动着的/先知的话，住在龟兹河的月光庭院。

——《龟兹古渡》
走在西域辽阔高远的大地上，诗人把自己融入

其中，与雪山、河流对话，同废墟、佛塔交谈，和
沙漠、葡萄耳语，在古城遗址前思索。他成了一位
潇洒、超脱的快乐之人。真实的体验让诗人的精神
面貌焕然一新，从现实中的沉默寡言，到诗坛上的
活蹦乱跳、激情四射，诗的细胞被西域景色所激
活，留下的是一副潇洒的背影和乘风飞翔的超脱的
灵魂。

在《帕米尔》一诗中他写道：“废墟是另一种时
钟，一座坟墓与圣地的时间/时刻嘀嗒着，对生命的方
向进行矫正/对生活倒计时。废墟是一种象形文字的/
经书，书写着历史的智慧/废墟是一个价值坐标与参照
系/也是一个日期的倒影/无论是痛苦，爱与仇恨，还
是/财富与荣耀，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在心中无意识地
参照着它的形象/废墟昭示了一种离去与到来。”诗人
思索的不仅仅是历史遗迹，更多的是现实社会中的人
生——来了，去了，这看似简单的动作背后，到底有
多少哲学意义和生命痕迹？就像奥古斯丁的时间之论
那样，时间是永恒的，上帝以永恒超越时间而存在。
在上帝那里，没有所谓以前和以后，只有永远的现
在。而在诗人耿占春看来，“废墟昭示了一种离去与到
来”。时间的虚幻性与废墟的真实性，在诗人这里交织
在一起，时间能抚平一切创伤。最终，废墟也必将被
时间所吞没。像大自然的日出、日落那样，离别的痛
苦和相逢的喜悦也必将归于平淡。真实的帕米尔是古
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在塔吉克语中，有世界屋脊的
意思，世界屋脊上的废墟是这样，世界是不是这样？
只有让读诗的人自己去思考了。

在高昌古国，诗人成了王国里“临时的臣民”，去
寻找唐玄奘讲经说法的场所。诗人感叹：“隐形的城
市/亡灵的居所。/如果能够再来高昌/一定是在明月之
夜，我将跻身/那群高贵的亡灵，从死亡中归来。”

穿越千年，最令诗人欣喜的还是这里的一切发生
的巨大变化。他说——帕米尔的傍晚，你用圣洁的欢
笑洗涤了我的心，一个民族缘何在历史的梦魇中，出
落得如此健康美丽？

诗人是在旅行，也是在修行。走在西域辽阔的大
地上，他仿佛在阅读一部厚重的古书。这书中的沧桑
触动了多情的诗人，使得他禁不住地放开歌喉……一
个在豫东平原上成长起来的诗人，来到雪山之下、草
原之滨，置身于古迹遗址之间，感受到的是时空的无
限和历史的沧桑，面对消失的千年古城和绚丽多彩的
今天，诗人慨然自叹，只有用诗句记录下来这里发生
的变迁。

读一读《西域诗篇》，仿佛在倾听王洛宾的西部民
歌，给人一种旷远、悠扬而优美的感觉，灵魂，早已
飞到了蓝天白云之外。

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
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

超然游之外
感 悟

几个月来，一直被一次谈话牵绊着，严
格起来说，是被其真诚地为民服务的心态感
染着。因为那次谈话，我看到了一位博士生
的博学与实践中最灵动的部分，那就是作为
一个公务员在工作中找到的、感受到的价值
所在，乐趣所系。

那是一个午后，初秋的高爽遇上阴晦的
天气，潮潮的，湿热中让人有些郁闷，连日
的循环作业，单调中不免有些乏味。就在这
时，叮叮的高跟鞋节奏中走进来一位女同
志，一位身材颀长、长发披肩、素裙飘飘、
红鞋铮亮的女子，落座后锐气瘦削的面孔，
散发出原本的生活感，直觉告诉我，这是一
位真诚的女子，在行政单位能保持如此清新
自然的干部是较少的，特别是具有一定职位
的干部，世俗化似乎是被定格了的标签。如
此清新优雅，只有文化底蕴丰厚才能缔成。

在常规的寒暄介绍之后，组长用专业的
手法问了个似乎无关紧要的问题，大意是介
绍一下你的单位和工作情况？平淡得不能再
平淡的问题，回答好却没有那么容易。一般
人在泛泛对答中，以介绍些事项成效数字排
名收了场，看似高大上，实则流水账，很难
让人留下深刻的记忆。而她在开章介绍单位
的成绩时，先说几个客观条件，后表潜能优
势，给人的感觉挺真实……在谈到自己的岗
位和分管工作时，她打开了话匣子：虽是区
里的宣传部长，领导让她分管文明城市创建
工作，每天面对很多群众，面对群众的诉
求，她感到工作非常有意义。她说：“每天

能被那么多的群众需要，生命像被拉长了一
样，感觉阳光每天都是新的。”

一席话，把工作的价值和意义瞬间定格
了、升华了、拓展了，也对党员干部如何遵
从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给予了
最好的诠释。

那次，我们的任务是发现年轻人才，其
实比发现年轻人才更重要的，是发现人才的
思想，思想正确的人才才是值得珍视的，思
想跑偏的人才只会增加破坏力，衡量的最佳
契合点就是德。“德”是最具灵动的思想，
也是最具生命力的精神展示，它可以以神化
魂、以神化人，集聚更多的力量为社会服
务，为他人造福。有人幡然提出工作的意义
和快乐在于为他人做好事，生命的长度取决
于为群众做事的热度，这种观点是清新的、
公众的，是真理，什么时候都能站住脚，必
定带着扑鼻的香味沁人心脾。她说这些话的
时候，是那么的轻松自然，居于这样的心
境，我想心情一定是愉悦的。

授人玫瑰，手有余香。在公交车上为老

人让座后，你是否感觉自己的形象高大起
来，并心存喜悦？研究发现，与接受别人的
帮助相比，帮助别人更能让我们感到幸福。
帮助别人与被群众需要，虽然是一个主动与
被动的逻辑关系问题，衔接点是真心去做，
快乐和幸福就会从心底迸发出来。

著名作家臧克家先生在纪念鲁迅先生的
诗歌《有的人》中写道：“有的人活着，他
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这首
诗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不在于长短，而在
于内涵。

最近一段时间媒体上炒得最响的美国对
中国打贸易战、打科技冷战，毕竟是世界上
第一第二大经济体之间的斗争，凝聚了全球
的目光，连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前不久面
对中国记者采访，谈到中美关系时故作回
避，而又不失幽默地说：“关上窗户，暴风
雨就要来了。”美国国内出于自身利益保
护，在阻挠中国崛起上是一致的，在维护自
身单极世界的霸权上是惊人地团结的。国内
一些民众这些年来积累的崇美恐美情绪，尤

其是中兴在其制裁下应声而倒，未战精神先
垮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但这个病症却让
任正非给提振起来了，并让特朗普免费给做
了广告。美国以为对华为断供芯片，华为就
死定了。没有想到，华为早就设计好了鸿
蒙，不但能用，而且可能兼容安卓系统。在
任正非和华为面前，特朗普和美国踢到了铁
板，不但没有打死华为，反而在中国14亿
人和全世界 75 亿人面前给华为打足了广
告，使国内民众思想大振，华为能搞成的我
们为什么不能搞？

任先生从不好大喜功、做表面文章，
也不评奖，也不好友，也不上市，就是踏
踏实实做事业，未雨绸缪，把企业一步步
做大做强，把股权大都分给员工，做到美
国人一心想致其于死地，结果倒打了一
耙，硬是把国人的恐惧症给平定了下来，
给国人放了颗定心丸。像这样一心想着为
员工、为社会、为人类发展造福的人，不
仅仅比打下一个上甘岭壮观，更激励着国
人去创新创造，为保护人类共有的和谐家
园不战而令其屈兵自退。

任先生不喜欢去热闹的场所浪费时间，
甚至把领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特殊贡献大奖也
放弃了 （暗想，还有谁能比他更有资格
呢）。因为他知道他的这些科研和创新正在
被群众被社会被国家迫切需要着，他挤出所
有的时间，不分散一丝题外精力去专注，推
动华为引领社会发展进步，就这一点，我认
为他的心情一定是甜的，是快乐的。

被 需 要 的 幸 福
□ 宋会良

高中那年的寒假特别
冷，同学们像出笼的小鸟
欢快地收拾着行李，准备
回家过年。而我则趴在宿
舍的床上修改稿子，所以
回家的时间也就比平常晚
了些。

信从邮局寄出，天快
黑了，我便急匆匆往家
赶。不料半路下起了雪，
风越刮越大，雪花飘飘扬
扬，不一会便掩盖了回家
的路，双眼根本睁不开，我
只好推着车子步行。又累
又饿的我灵机一动，决定
到同学家里借住一宿，天
明再走。

第二天，当我踏着积
雪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
时，父亲却没等我开口一
巴掌打在了我脸上：“家里
都快翻了天，你小子却跑
得无影无踪。”我捂着脸，

委屈的泪水不听话地流了
下来。双眼通红的母亲从
床上下来搂住我便哭：“ 这
几天你上哪去了！”

姐姐告诉我，娘在家
里等我，见我一直没回来，
坐立不安。她又到十里外
邻村的一个同学家里打听
情况，同学说学校已经放
了假，人都回家了。于是
她就冒着大雪沿着我平时
回家的路去接我，可不凑
巧的是，那天我走的却不
是那条路，母子二人岔了
道。快到县城时，遇到了
几个在一交通事故现场围
观的人，雪地上一摊鲜红
的血十分醒目，母亲就向
人家打听情况，一个妇女
告诉她：“被交警拉走的男
子有十六七岁，身上还挎
着包，像是个学生。”母亲
听完就往医院跑，找到医

生哭着抓住人家的手：“医
生啊，你们可得救救我儿
子，他还年轻。”到病房一
看，才知道是场误会，受伤
的年轻人压根就不是我。

母亲又来到学校还没
找到我，本来焦急的她更
加忐忑不安。

母亲连夜回到家，把
庄上的人又叫起来，分成
几拨在通往县城的大路小
道上找我，一直折腾到大
天亮。我那里知道，当我
在同学家里的被窝中酣然
入睡时，母亲和我的亲人
却在风雪中为我不知死活
的遭遇而备受煎熬。

忘不了自己外出求学
的那天，母亲是那样的不
舍和喜悦。她含泪送了我
一程又一程，她拉住我的
小手千叮咛万嘱咐：“儿
子，咱家里穷，在学校要上

进，拿了名次就算对我孝
顺了！”从此，每到星期放
假的日子，母亲总会到村
外的小路上等我回来，又
打发我离家。

我想，如果自己那时
有一部手机就好了，给家
里打个电话，那么母亲也
不会为我着急了。

我体会到了什么是母
子情深，也懂得了孟郊诗
句中“慈母手中线，游子身
上衣”的真正含义。

参加工作后，我用
自己第一个月的工资做的
事情就是给母亲装了一部
固定电话，每次外出离
家，我都会给老家的母亲
打个电话报平安，我知
道，自己就像是离家的风
筝，无论飞得再高、再
远，线的那一头永远是母
亲的牵挂。

记得有人牵挂你
□ 李彦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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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娘
请别再哭泣
星辰已经落幕
晚风也不再吹拂
楼兰的黄沙将爱情掩藏
孔雀河流干最后一滴眼

泪
放下吧
在这逝去的夜消亡的秋
浩瀚星空挂满苦涩的乡

愁

注定要走的旅人
只有远方能够为他驻足
远方
有他的理想他的追求
不愿让你辜负
也不愿辜负你的春秋
绿叶可以再开
春天可以再来
我走的像落叶一样轻
正如我来时
像花开一样静

辜负
□ 李 松

古 村 李 乐 摄

曾经，有多少历史的烟云
在你的上空飘过
曾经，有多少历史的长河
在你的身边流淌
白云千载，曾在此化禅为

寺
大鹏扶摇，曾在此一飞冲

霄

一条大河，奔腾着万千炎
黄子孙的龙脉与心跳

一部南华真经，至今
仍在一条千年诗河里散发

着圣哲的佛光
一对碑塔，无言地传颂着
宋氏双状元的传奇家史
一个典故，悠悠流传着
一代辞赋大家妙笔生花的

传说

当我踩着时光的隧道
漫步在岁月的廊桥上
我终于看到那么多的蝴蝶
栩栩然，像梦一样
在庄周的梦幻里飞舞穿梭
文以载道，道可道
名通三民，是为民
当你的名字被一位爱国将

军
重新定义为“民权”二字
注定，你的荣辱兴衰
将与这里的百姓息息相

关，一脉相承

一头连着历史，一头连着
今朝

一头连着三农，一头连着
家国

为官，为国，为人民
帮扶，创新，谋发展
当昔日的秦皇汉武早已化

为历史的尘埃
一个崭新发展的民权
已经款款呈现在人们的面

前

一张白纸，画千万猛虎
不为虎威，只为
让一个贫瘠的村庄生龙活

虎，民强村富
一片森林，飘十里花香
不为树一块塞罕坝丰碑，

只为
让世世代代的子民
在这里安享岁月静好，共

谱盛世华章

这里，不仅有赤霞仙子醉
冷谷

一樽还酹千江月
更有千年梦蝶舞中原
一梦胜似千万重
这里，不仅有十里桃花醉

杨柳
更有梨花一枝似雪魂

炊烟袅袅绕秋水
白鸟频频栖葵台
当公元两千年之后的原乡

人
再次点燃盛世的香火
不为祈祷熄灭狼烟烽火，

祈求太平
只为还中原大地一个姹紫

嫣红的春和景明

当一朵梅香化成雪
千颗痴心化作海
当所有的毁灭终将被永恒

所替代
相信吧，在民权这片古老

而又新鲜的大地上
定会再次诞生出一只诗意

的蝴蝶
栩栩然，千年不老
在庄周梦蝶的大道里
在鲲鹏湖粼粼的波光里
定会有一条北冥的小鱼儿
一跃而起，扶摇直上，展

翅高飞
飞作一阕永远的逍遥游

民权，诗意的天空
□ 王爱玲

大雪日，大片的孤独还没
有到来

人间早已用喧嚣做好防御
万物期待光与暖
而黑夜
期待黑暗和黑暗中到来的

一场大雪

因为春风
草木空有垂死之心
因为公理
宵小难起罪恶之念

山河辽阔，人间洁白
这让窗台的兰花也绽开心

头的暖意

一些在风口寒凉中讨生活
的人

用一杆秤
称尘世的过去与未来，美

好与罪恶
用一颗心唤醒另一颗心
我有白墨水
再大的风雪，自有夜归人

大 雪
□ 一炉雪

昨夜，秋雨潇潇，雨滴不大不
小、不紧不慢，滴滴答答地诉说着
秋天的故事，那个故事有你、有
我、也有雨滴。

今晨，凉风飒飒，指尖微凉，
天凉好个秋。临窗而坐，不远处便
是铁路小区的停车场，静静地看着
进进出出的汽车，有的疾驰而过、
有的缓缓而行……此刻的秋雨似乎
并未对人们的出行造成任何影响，
人们依然可以像往常一般优雅幸福
地生活着。

偶尔可以看到一两个步行的
人，冒雨匆匆走过。也许，丝丝秋
雨不足以使用雨具，很多人即便是
手持雨伞，也并未打开。

远处，不时传来火车的汽笛
声，这汽笛声告诉这里的人们，他
们离铁路很近。是的，他们不仅离

铁路近，他们很多还是铁路职工，
抑或是铁路职工的亲属。

走出房间，近距离去看看秋
雨，像路边的行人一样感受一下秋
天的恩赐。远处的阳山，在雨中若
隐若现，耳畔不由响起“天青色，
等烟雨，而我在等你”。那首充满古
调韵味的《青花瓷》，在悠扬的音律
中，表达了深深的爱恋。而对于旅
居延安 11年的我，与延安何尝不是
另外一种别样的爱恋，这种爱恋，
没有好坏，更无关风月。

雨，静静地下着，往日喧闹的
小区，因为她，变得更加宁静了，
尤其火车汽笛刚刚飘过，静得可以
聆听到自己的心跳，也许这就是当
下的“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
了吧。

沿着洁净潮湿的道路走去，道

路两侧黑黄相间的路沿石，在雨水
的冲刷下，色彩变得艳丽了。秋日
的落叶，在水中打转，水流搭载着
它们，流向更远处的排水口，而它
们却被水篦子挡住了去路，静静地
待在排水口处，一会儿便汇集成了
一小堆，甚至挡住了雨水的外排。

在行走的路上，时不时可以看
到捡拾落叶、枯枝的后勤服务人
员，他们将水篦子口的秋叶捡起，
放到深色的垃圾袋里，丢弃到垃圾
桶中，世界又变成了洁净的世界。

一场秋雨一场寒，文化广场空
空的，没有一个人。我突然想起那
个吹萨克斯的老人，不知道今天，
他在哪里，在哪里再次吹响萨克
斯。

而这都不重要，秋雨绵绵，不
也宛如平常一段歌吗？

宛如平常一段歌
□ 李团结

抒 情

风和叶还在为季节的变
幻

在枝头纠缠
一场霜降
就暗哑了草坡下的吟唱

天空将雁鸣声中的乡愁
收藏

大地承接生命的归宿
坦荡的岁月
如此空旷

山野深沉
裸露原始的形态
一树枫栌在它的胸口
用最后的血性点燃自己

四野安谧
一场大雪将命名农历里

的节气
暮色中的村庄
用几缕炊烟营造冬日的

温馨

冬 境
□ 方 华

诗 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