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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评论

文化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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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宋国与楚国的泓水之战，宋国虽然

在兵力对比上处于劣势，但却具有凭恃泓水之
险的地理优势。当时是冬十一月，天气寒冷，
楚军天明后在冷水中渡河，宋军如果能利用自
己的优势，借楚军的大意，不失战机，先发制
人，是可以打败楚军的。但当时亲自率军的宋
国国君宋襄公却对敌人讲仁义，因此遭到残
败。后人评论宋襄公，观点不一，不少论者认
为宋襄公“愚不可及”。而《春秋公羊传》的作
者公羊高和《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却对宋襄公
给以很高的评价。这两个人都是历史上圣贤
一级的人物，他们为什么赞扬宋襄公呢？

我们先看看泓水之战的情况。据《左传·
僖公二十二年》记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
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
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
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
可。’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
歼焉。国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
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
之余，不鼓不成列。’”

这段记载说的是：鲁僖公二十二年冬十
一月初一日，宋襄公率军与楚军在泓水边作
战。宋军已经排成队列，而楚军还没有全部
渡过河。司马公孙固向宋襄公建议：“敌众我
寡，趁他们没有全部渡过河，请下令攻击他
们。”宋襄公说：“对方还没有全部渡过河，
不行。”楚军渡过河后还没有排开阵势，司马
公孙固又请求趁机攻击敌人。宋襄公说：“还
不行。”两次失去战机，等楚军摆好了阵势，
宋襄公才下令进攻。最后宋军被打得大败，
宋襄公大腿受箭伤，跟随宋襄公的卿大夫子
弟任护卫的被歼灭。人们责怪宋襄公对敌人
讲仁义。宋襄公说：“君子不两次伤害敌人，
不擒捉头发花白的敌人。古代的作战，不靠
关塞险阻取胜。寡人虽然是殷商亡国的后
裔，也不攻击没有摆开阵势的敌人。”

后世多评论泓水之战中宋襄公对敌人讲
仁义太愚蠢了。而战国时的公羊高在其所著
的《春秋公羊传·僖公二十二年》中却盛赞
宋襄公曰：“君子大（敬的意思）其不鼓不成
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
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其中的“文王”指
周文王；商周时期打仗讲究出“礼义之兵”，

“成列而鼓”（双方都摆好阵势再开始击鼓向
敌人发起攻击），所以公羊高称赞宋襄公的礼
义，“即使周文王打仗也不过如此”。西汉司
马迁在《史记·宋微子世家》中同样给宋襄
公以很高的评价：“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
以为多（高的意思），伤中国阙（同“缺”）
礼义，褒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宋襄公
在泓水之战中吃了败仗之后，君子认为他值
得赞扬，在人们伤感礼仪缺失之时，宋襄公
却秉持礼的精神，值得称赞。因为宋襄公具
有礼让精神）。

到底应该怎样看泓水之战中的宋襄公
呢？如果撇开历史背景，单以胜败评论泓水
之战，宋襄公因为对敌人讲仁义而遭到那样
的残败，的确是愚蠢到家了。然而，我们想
一想，宋襄公如果是这样愚蠢的人，怎样会
做一国之君，而且是春秋时五霸之一呢？公
羊高和司马迁如果没有充分根据，怎么会也
那样“愚蠢”地评价宋襄公呢？

评价历史人物，不能不讲当时的时代情
况而抛开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原来，在宋襄
公所处的春秋时期，虽然“礼崩乐坏”，但商
周之礼对人们的约束还是实实在在地存在
的。那时候，人们都要按礼仪行事，遵守战
争传统规矩的风气仍然很浓。所以中国在春
秋战国时期成就了“礼仪之邦”的称誉。

我国记载从商周到春秋战国时期古代作
战原则的重要兵书《司马法》曰：“以礼为
固，以仁为胜，既胜之后，其教可复，是以
君子贵之也。”意思是说：以礼制为规范，军
队就能巩固，以仁义为宗旨，就能战胜敌
人。用这种方法，取胜以后还可以反复运

用，因而贤德的人都很看重这种方法。《司马
法》又说：“古者，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
三舍，是以明其礼也。不穷不能而哀怜伤
病，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
也。争义不争利，是以明其义也。又能舍
服，是以明其勇也。”意思是：古时候的战
争，追击溃逃的敌人不能超过一百步，追踪
主动退却的敌人不超过九十里，这是为了表
示礼让；不残杀丧失战斗力的敌人，并哀怜
他们的伤病人员，这是为了表示仁义；等敌
人布阵完毕后再发起进攻，这是为了表示诚
信。争大义而不争小利，这是为了表示战争
的正义性。赦免降服的敌人，这是表明自己

军队的勇敢。而且，《司马法》还记载：“冢
宰与百官布令于军曰：‘入罪人之地，无暴圣
祗，无行田猎，无毁土功，无燔墙屋，无伐
林木，无取六畜、禾黍、器械，见其老幼，
奉归勿伤。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敌若伤
之，医药归之。’”意思是：在战争之前，为
六卿之首的冢宰要使百官向军队宣布命令：

“进入所攻击的国境，不准亵渎神位，不准打
猎，不准破坏水利工程，不准烧毁房屋建
筑，不准砍伐树木，不准擅取家畜、粮食和
用具。见到老人和儿童，要护送他们回家，
不准伤害。即使遇到少壮的人，只要他们不
抵抗，就不以敌人对待。对于受伤的敌人，
给予治疗，而后放他们回去。”这些都是当时
战争的规矩。

有学者研究，西周时期确立的礼乐文
明，表现在军事领域方面便是用“礼”来指
导和制约具体的战争行动。东汉著名史学家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序》中说：

“下及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
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法》 是其遗事
也。”殷商、西周时期的战争，受“军礼”文
化精神的规范，所呈示的主导倾向为“义兵
至上”，战争形式也充满温和宽厚的特点和

“仁义”精神与“礼让”的原则。《司马法·
仁本》记载的周人在战争之前，要由冢宰向

军队发布的训令，内容还包括在战争中遇到
对方身分高的人，尤其是遇到敌军的统帅
时，普通士兵一定要下战车敬礼；若是敌军
统帅在逃跑，追赶的人一定不能不择手段地
追杀；对待敌国的君主要像对待本国的君主
一样尊敬。但到了春秋中后期，“礼崩乐坏”
导致战争由信奉“军礼”转变为“诡道”。这
说明，在历史的演进中，战争经历了由温和
到残酷、由“宗仁尚义”到“唯力是尚”的
变化。《淮南子·泛论训》云：“古之伐国，
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战争从春
秋之前到春秋时期的“道义化”、“温和化”
逐渐演变为诡诈，乃至杀人盈城、流血千

里，也从侧面证明了孔子对“礼崩乐坏”感
喟的原因。周人虽然不能不依赖武力巩固其
统治，但他们毕竟是具有高度的文化教养；
在他们的价值系统中，赤裸裸地“以力服
人”是最不足取的。因此虽属征战之事，也
必须“文之以礼乐”。

传统的战争礼仪是秦国开始破坏的。《史
记·鲁仲连邹阳列传》记载：“彼秦者，弃礼
义而上首功之国也。”《战国策》云：“秦，虎
狼之国也，无礼义之心。”其次是楚国不讲仁
义，被称为“蛮夷之国”。但在诸侯国中，战
争遵守礼仪之风仍然没有全部改变，“不鼓不
成列”仍然是一些诸侯国遵守的规则。泓水
之战中宋襄公就是这样遵守的。

春秋时诸侯国的人们在战争中讲仁义，
有不少实例。如：在交战过程中见到对方的
国君不但不能攻击，而且必须行礼，然后才
可以继续找其他对象争胜负，《左传·成公十
六年》就记载，晋国和楚的鄢陵之战：“郤至
三遇楚子之卒，见楚子，必下，免胄而趋
风。楚子使工尹襄问 （慰问） 之以弓，曰：

‘方事之殷也，有韎韦之跗注，君子也。识见
不谷而趋，无乃伤乎？’郤至见客，免胄承
命，曰：‘君之外臣至，从寡君之戎事，以君
之灵，间蒙甲胄，不敢拜命，敢告不宁君命
之辱，为事之故，敢肃使者。’三肃使者而

退。”意思是：晋军主将郤至三次碰到楚共王
的亲兵，每次见到楚共王都要下车，脱下头
盔表示礼节，疾走如风。楚共王很高兴，派
工尹襄送上一张弓去问候，说：“正当战事激
烈的时候，有一位身穿金黄色牛皮军服的
人，他是个君子啊！刚才见到我脱帽行礼，
快步行走，他莫非是受伤了？”郤至见到来问
候的人，脱下头盔接受楚共王的问候，说：

“贵国君王的外臣郤至跟随寡君来作战，托君
王的福，参与了披戴铠甲和头盔的行列，所
以无法拜受君王慰劳的旨意。谨向君王报告
没有受伤，对于君王的惠赐，我感到惭愧。
由于战事的缘故，谨向使者敬礼。”于是，三
次向使者行肃拜之礼以后才退去，找别人对
决去了。《春秋公羊传》中说的“有君而无
臣”就是这个意思。当时的战争就是如此地
遵礼。

再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载，楚
国侵略宋国包围了睢阳，晋国为救宋国，用
计策使楚国的附国曹国、卫国与楚国断绝邦
交，楚军元帅“子玉怒，从晋师。晋师退。
军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师老矣，何
故退？’”子玉发怒，追逐晋军。晋军撤退。
军吏说：“以国君 （指晋文公） 而躲避臣下
（楚国的臣下子玉），这是耻辱。”这是宋襄公
的儿子宋成公时期的事，可见当时“有君而
无臣”的战争礼节在诸侯国军中仍没完全失
去其规范意义。

在宋成公后四代宋元公时，宋国的“华
向之乱”中，叛军战将华豹和平叛的公子成
相遇，华豹一箭从公子城的耳边穿过；当华
豹正准备射出第二箭时，公子成大喊：“你已
经射出一箭让我受伤了，这时候还不让我还
击，你这种行为真是太卑鄙了！”华豹立刻觉
得自己没遵守礼仪，于是放下手中的剑，等
着公子成回击。可见战争礼仪在宋襄公之后
的宋元公时仍没有完全消失。

当时的战争还有一条原则：如果对方逃
跑，追进中不能乘人之危。《左传·宣公十二
年》记载：“晋人或以广队不能进，楚人惎之
脱扃，少进，马还，又惎之拔旆投衡，乃
出。”（晋国与楚国打仗的时候，晋国人败逃
时有战车陷在坑里不能前进，在后追击的楚
军竟然教他们抽出车前横木，让他们再逃；
没走多远，晋人的马盘旋不能前进，在后追
击的楚军竟然又教他们拔掉大旗，扔掉车辕
头上的横木，这样晋人才逃了出去。）

据《左传·宣公二年》记载：“狂狡辂郑
人，郑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获狂狡。”郑
国的公子归生受楚国的命令进攻宋国，宋国
的华元、乐吕率军抵抗，双方在大棘展开战
争。开始时，宋军将郑军击败，郑军将士逃
跑。宋国的狂狡在追赶郑国军队的一个将领
时，郑国的将领仓皇中落入田野里的一口井
中。狂狡觉得如果落石下井击死对方不合礼
仪，便把戟倒过来伸到井里，让那人抓住戟
柄上来再战。

鲁昭公二十七年（公元前 517年），吴王
僚发兵攻打楚国，两军在穷邑一带展开激
战。吴国军队节节败退，楚国工尹商阳指挥
战车追赶败军，陈弃疾为御者。商阳的战车
追上吴国的败兵，却迟迟不肯引弓射箭，陈
弃疾说：“追杀吴军是楚王的命令，不能怠
慢，您可以引弓射箭了！”商阳慢慢从弓囊之
中取出弓，但却引而不发。陈弃疾又催，商
阳放箭射杀一个吴兵，就把弓收回弓囊。又
追上几个吴国的败兵时，陈弃疾催促商阳赶

紧放箭，商阳再次引弓射箭，又射杀两个吴
兵。每射杀一个吴兵，商阳都要下车亲自去
把死者的眼睛合上。连续射杀三个吴兵后，
高阳就命令陈弃疾停止追赶，说：“射杀三个
吴兵就可以交差了，没有必要穷追猛打，再
射杀更多的人了。”

以上战例说明，传统的战争礼仪虽然由
秦国率先破坏，但在春秋时期的战争中还是
在一些诸国中被遵守的。这是后来人、尤其
是今人不可理解的。但历史上的状况就是这
样。古人有古人的道理，不能以今人的道理
衡量古人。

在春秋中、末期，人们对传统的战争礼
仪已经有了两种不同的态度。据《左传》等
史籍记载，泓水之战以宋军的残败告终，宋
襄公重伤，多亏司马公孙固将他救出；又多
亏宋襄公的哥哥目夷从睢阳率军前来接应，
杀退追赶的楚军，宋襄公才逃回了睢阳。当
时宋襄公身边的人责备宋襄公不该在作战时
对敌人仁义。而宋襄公却阐述应该遵守的战
争礼仪说：“‘君子不重伤，不禽 （擒） 二
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
之余，不鼓不成列。”他的哥哥目夷反驳他
说：“君未知战。勍敌之人，隘而不列，天赞
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犹有惧焉。且
今之勍者，皆吾敌也。虽及胡耆，获则取之，
何有于二毛？明耻教战，求杀敌也。伤未及
死，如何勿重？若爱重伤，则如勿伤；爱其二
毛，则如服焉。三军以利用也，军鼓以声气
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声盛致志，鼓儳可
也。”（“主公不懂得作战。强大的敌人，因地势
险阻而未成阵势，这是上天帮助我们；阻碍并
攻击他们，不也可以吗？还有什么害怕的呢？
而且当时面对的是强大的敌人。即使是年纪
很大的，能俘虏就抓回来，还管什么头发斑白
的敌人？明耻以鼓舞战斗的勇气，教战使掌握
战斗的方法，就是为了杀死敌人。敌人受伤却
还没有死，为什么不能再杀伤他们？如果怜惜
敌人不愿再去伤害受伤的敌人，不如一开始就
不伤害他们；怜惜头发斑白的敌人，不如对敌
人屈服。军队凭借有利的时机而行动，锣鼓用
以鼓舞士兵的勇气。利用有利的时机，敌人遇
到险阻，我们可以进攻。声气充沛盛大，增强
士兵的战斗意志，攻击未成列的敌人是可以
的。”）

由此可见，战争在历史的演进中经过
“宗仁尚义”到“唯力是尚”的变化，在春秋
中后期，人们对传统的战争礼仪已经有了两
种不同的态度。

泓水之战时，正在这种变化的进程中，
“宗仁尚义”的礼仪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而
唯杀敌是尚已经开始登场。在这种情况下，
充当战争角色的人们，尤甚是军队的首领，
面临两种观念的选择。而在敌方已经放弃了
仁义的情况下，一向遵行仁义的宋襄公仍然
选择了仁义。在当时和之后的战争中，似宋
襄公这样选择的也屡见不鲜。孔子说：“志士
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论语》）孟子说：“生，我所欲也；义，
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
也。”（《孟子·告子上》）依儒家的观点来
看，宋襄公虽败犹荣。所以，君子对春秋时
仁义的缺失十分伤感、忧虑，感叹社会风气
日下。因此公羊高对宋襄公“临大事而不忘
大礼”十分称赞，司马迁作《史记》也对宋
襄公坚持仁义“褒之也”。他们认为“宗仁尚
义”不应该被抛弃，过去的好东西被丢掉是
莫大的悲哀。

仔细分析，目夷的“明耻教战，求杀敌
也”也不尽全面。明辱教战，除“杀敌”之
外，也不可忽视化敌的巨大作用，分化和争
取敌人，也是取胜的一大策略。战争中不忘
行仁义，是分化、争取敌人的重要方法。行
此，在很多时候可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
效果，既可取得战争胜利，也大大减少了自
己军队的伤亡。

临大事而不忘大礼的宋襄公
□ 刘秀森

泓水之战中的宋襄公。 常文化 绘图

展读彭浩的第二本诗歌集 《逆时溯源》，
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感知到其诗的温润，领
略到其诗的意趣，分享了诗人的思想气质、人
格风采、诗意才情和精神魅力。

彭浩自出版第一本诗集 《灵泉汩汩》 已
降，六载有余。他怀着对文学的敬畏，怀着对
新时代、对诗歌的热烈而深沉的爱，蓄积诗
思，提炼诗意，磨砺诗艺，终有新的收获，出
版了涵盖时光、状物、行吟、杂感、抒情五部
分计119首诗歌的第二本诗集，内涵弥漫着真
善美的气息，展示了诗人的高远情怀和诗歌的
不俗意境。

唐代诗人刘禹锡云：“心源为炉，笔端为
炭。”意谓诗意如炉火，下笔时如炉中加炭，
诗作可成。彭浩创作的实践，亦验证了此话言
之有理。他观照生机勃勃的新时代，观照变动
不居的现实，对共产党、对人民、对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富有真挚的情感、博大的情怀，因
之胸中便涌动起诗思的潮水，于激情澎湃之中
思绪飞扬起来。《公仆与学生》《五月的赞颂》

《雷锋，雷锋》《逆行者的心愿》《今天，商丘
呼唤长江》《汇聚的力量》 等堪为佳作。比
如，被“学习强国”学习平台采用的《逆行者
的心愿》，这样讴歌奔赴武汉抗疫一线的白衣
天使：“为什么彻夜无眠/为什么泪流满面/有
种精神是奉献/有种行动叫勇敢”——呈现一
种动人的氛围；“谁不愿岁月静好/谁不盼阖家
团圆/同样懂儿女情长/同样恋绕膝之欢”——
层层铺垫，衬托出白衣天使的无私奉献精神；

“任务召唤，使命在肩/挥泪别亲，星夜驰援/
目 的 地 —— 湖 北 武 汉/战 场 在 —— 抗 疫 一
线”——彰显逆行者的义无反顾的果敢行为。
那么，他们的心愿是什么呢？“让病毒不再扩

散/让患者重展笑颜/让世间依然温暖/让家园
永远平安”——揭示逆行者美丽的内心世界与
家国情怀，令人动容，令人起敬。《汇聚的力
量》同样写得热情洋溢，句句铿锵：“无论时
光如何流转/无论脚步如何匆忙/我们的初心永
远不变/始终把为人民服务铭记心上/生命至
上，人民至上/我们从容面对所有的惊涛骇
浪/……在新长征路上，书写更新更美的时代
篇章”——汪洋恣肆，诗遏行云，显示出震撼
人心的力量。

彭浩的诗歌富有哲理，耐人品味。他以积
极的人生姿态，对现实社会用心体验，对过往
历史认真反思，对真实人性仔细探索，对生命
价值冷静追问，将更多的理性成分熔铸进诗歌
里，因此便有了鲜明的审视意味、哲思意味，
折射出诗歌语言的张力。而他写在习近平同志
批示学习李学生十周年之际的 《公仆与学
生》，便是闪耀着思想光芒的代表作。“公仆与
学生/完成了一场心灵的共鸣/学生与公仆/透
着一样的质朴和谦恭/……只要在人民面前做
学生/只要为人民利益肯牺牲/无论十年还是百
年/光明的仍在光明/永恒的总会永恒”——生
发开去，升华思想，读来诗香满口，余韵满
怀。“不敢与人对视/有料吃就好/摇尾乞怜或
卖弄美色”（《池鱼》）；“无论你待见与否/它
总是血脉偾张”（《香椿的春天》）；“大海什
么颜色/应完全取决于大海/它不需要看人的眼
色”（《大海的颜色》）；“在城市的上空/在历
史的天空/我的四周大海汹涌/一只只苍鹰划过
苍穹”（《清明，南京》）；“无论春秋还是冬
夏/绚烂抑或静美/只要有爱/就会如诗如画”
（《叶子黄了》）；“只需走进桐林深处/听花
开花落/叹岁月如歌”（《在东坝头》） 等等，

诗有意境，底蕴丰厚，耐人寻味，启人心智。
孟子曰：“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

则不得也。”彭浩继承中华文明的传统，致力
做个思想者。他热诚地观察生活，体验人生，
审视自我，发现自我，将“我”的独特感悟写
进诗里，释放情感，放飞自我，在诗歌中呈现
出诗人的镜像。“你枝蔓茂盛/无果而终/我生
而 为 人/仍 执 着 于 开 花 结 果 ”（ 《与 花 儿
语》），这折射出“我”对事业有所建树的渴
望与追求；“一次次叮我/叮出一个个的包/感
谢 它 们/让 我 还 认 识 我 ”（ 《感 谢 蚊 虫 叮
咬》），这是自我敲响警钟，清醒地认识自
己，我还是个凡人，绝不可以忘乎所以；“每
个人都给我力量/没有谁面目可憎/只需让他们
表达/我需要的是倾听/以海一样的胸怀/去听
海浪的声音”（《寂寞的夜里不孤单》），这是
自我告诫，只有持如此豁达大度的积极的人生
态度，才能博采众长不断汲取前行的力量。诚
然，在现实生活中，也许会有人不理解你，也
许会有人误会你，也许会有人算计你，也许会
与人磕磕碰碰，那该如何处理好人际关系
呢？诗歌《做自己》给出了答案：“我会坚守
内心的底气/我会接受岁月的磨砺/我会珍惜
蜕变的外衣/我会走出墙角的孤寂”。那么，
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呢？“为了做人的站立/
为了宝剑的锋利/为了梦想的绮丽/为了英雄
的传奇”，情感迸发，酣畅淋漓，不能不引起
读者的情感共振和心灵共鸣，从而发挥了诗
歌的教化功能。

彭浩不仅把目光投射到自我内心的格局，
还打开眼界，关注到更为广袤的天地，以现实
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杂糅多元的艺术方
法，创作出深沉、激越的诗歌。“每座山都有

眼睛和表情/山和水每天都在对话/这是炼丹飘
出的朵朵丹霞/太阳终会叹息自己的老去”
（《走进龙虎山》），此处将山和水当做人来
写，情趣盎然；“您虽称醉翁/如果您不做太
守/你就是我的老弟/我就是你的老兄/……趁
清风月明/相聚咱家的小亭/待酒过三巡/你我
道心声/……激情总不仗烈酒点燃/与民同乐方
乐在其中”（《醉情醉翁亭》）。瞧瞧，诗人游
醉翁亭，居然与古代大家欧阳修对饮、畅谈，
想象极其丰富，是真够浪漫的；“三清山上不
见仙/登至顶峰问青天/且拿诗酒约春色/但恐
醉卧神女边”（《春游三清山》）。诗人思绪飞

扬，天马行空，情趣横生，如梦如幻。如此，
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有机结合，便是诗歌的
艺术魅力之所在。

有论者言，要倡导和鼓励精英诗与大众诗
共生共荣。彭浩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
谈会上强调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思想为
指引，在上述两个方面均作出了积极而有效的
探索。然而，当下有的诗人诗歌语言晦涩艰
深、古奥难懂，令人迷茫。对此诗家当有所警
惕。这个温馨的提醒，对于彭浩先生也许是多
余的。期盼他赓续踏着时代的鼓点，一路走出
诗歌创作的别样风景。

正气沛然 诗心悠悠
——读彭浩诗歌集《逆时溯源》

□ 杨 石

12月12日，在夏邑县罗庄镇汉梁王酒业有限公司，大家济济一堂，共同见证了“汉梁
王酒文化杯”故事传说和广告语征集颁奖盛典。据了解，这次汉梁王酒文化杯故事传说和广
告语征集活动，历时两个多月，参与投稿的作者750多人，涉及全国20多个省（市、区）。这次
活动不仅提高了夏邑知名度，更是全县文艺事业与企业文化融合的尝试。 本报记者 韩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