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
山
白
云

朱
燕
摄
于
乌
仙
山

姻2022 年 1月 17 日 星期一 姻责编院温云高 校对院温庆本 副 刊RUIJIN BAO 3

投稿邮箱院869838626@qq.com

唐朝官员卢承庆掌管选拔考校百官
时, 有一个督办漕运的官员因遇大风而损
失漕运米粮, 卢承庆考定为:野监督漕运却
损失粮食,评为中下级遥 冶那人脸色自若,
不辩解就退下了遥 卢承庆欣赏他宽宏的气
度,改批注为野中中级冶遥 那人还是宠辱不
惊袁卢承庆很赞许,又改批注为野中上级冶遥
欣赏别人的卢承庆袁 自己也是一名宠辱不
惊尧 一心为公的官员遥 面对仕途的沉沉浮
浮袁卢承庆从未有过怨言袁也毫不计较遥 他
无论在什么位置上袁都是为国尽忠尧为民服
务遥

清朝康熙中期江苏巡抚宋荦袁31 岁授
为湖广黄州通判袁距其 15 岁考取内侍第一
名尧应授通判之年袁已相去十余年遥 在将去
黄州赴任之前袁他与朋友米汉雯尧梁熙在汪
琬家小聚袁宋荦请三人作离别赠言遥 梁熙对
宋荦说院野这么多年过去了袁公子不进反退袁
仅任黄州通判袁 能心中毫无忿忿不平之意
吗钥 当然袁宠辱贵贱不过一时而已袁我希望
公子守之以静遥 冶米汉雯道院野公子退可抚循
其民袁 进可为民请命袁 我希望公子承之以

宽遥 冶汪琬最后说院野黄州南濒赤壁尧西望武
昌袁恰是苏轼当年游历之处遥 苏轼尚且孜孜
力学袁而公子质敏才高袁学道有天赋遥 从今
往后袁我希望公子基之以学袁沉潜养气袁看
淡宠辱袁忘却贵贱遥 冶三人分别用野守之以
静冶野承之以宽冶野基之以学冶作赠言袁规饬宋
荦宠辱不惊袁正道前行遥 后来袁康熙帝对别
人说院野宋荦在江南做巡抚十余年袁 安静的
很袁地方全无一点事袁年景丰收袁百姓都有
饭吃遥 自他升任后袁地方就弄出许多事来袁
年景又荒旱遥 如今人才知道他好袁无不想念
他遥 冶宋荦在治学上也与王士禛并称风雅总
持袁著有叶西陂类稿曳等遥 宋荦出任赣州榷关
期间袁时值三藩之乱袁赣州刚刚被收复袁商
船寥寥无几袁宋荦为民请命袁豁免船税七千
余金遥 于是袁 商贾舟楫纷纷重新聚集于赣
州袁税额也如期缴纳遥

再看当代袁1929 年 6 月袁毛泽东失去红
四军前委书记的职务袁 来到上杭县苏家坡村
养病遥在一处僻静的石洞里袁他躺在竹椅上静
静思考和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经验教训遥 6 个
月后袁在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上袁与会代表一

致通过了叶古田会议决议曳袁毛泽东再次当选
前委书记遥 邓小平一生波澜壮阔袁野三起三
落冶袁无论环境怎样恶劣袁他从未动摇理想尧放
弃斗争袁也从没忘记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遥党
员干部和公职人员要以古代贤吏和伟人为榜
样袁以史为鉴尧开创未来尧埋头苦干尧勇毅前
行遥正直如山尧清廉若水袁清清白白做人尧干干
净净做事遥

野吾心自有光明月袁千古团圆永无缺遥冶从
政路上既有春暖花开时袁又有风雪交加时袁顺
境逆境都是考验人的关口和门槛遥 少数党员
干部在仕途顺利尧到达一定级别后袁产生了政
绩焦虑袁急功近利袁伸手要官袁得不到满足就
撂担子遥 另一些党员干部在仕途失意时袁又因
进步缓慢和挫折打击而自怨自艾袁 对组织安
排心生不满和怨念袁 躺平了事袁 甚至以权谋
私袁坠入深渊遥 真正的强者袁要宠辱不惊尧正道
前行袁始终保持超脱的精神状态袁让人生获得
升华遥

方秀云老人是杨靖宇将军的儿媳遥1964
年袁她的丈夫因公牺牲袁年仅 37 岁遥 丈夫临
终前叮嘱方秀云院野咱是烈属袁 是抗日英雄的

后代袁咱家可不能出孬种遥冶方秀云没有工作袁
刚强的她靠纳鞋底尧剪猪鬃尧轧手套尧当保姆
维持生计袁生活十分清苦遥 即使在这种情况
下袁方秀云也从没向组织上提过要求遥 她的
柜子里一直珍藏着一块桦树皮遥 那是 1958
年她和丈夫从杨靖宇将军牺牲的地方带回
来的袁杨靖宇将军当年就是吃着这个和敌人
打仗遥 每到快过年时袁方秀云都会把桦树皮
拿出来袁告诫儿女们不要给将军抹黑袁不论
在生活中遇到任何挫折袁 都要像将军那样遥
两个儿子先后参军入伍袁都不事张扬袁低调
做人袁服役期间无人知晓他们是杨靖宇将军
的孙子遥

人的成长成熟如同破茧成蝶袁 是一个缓
慢的挣扎过程遥 只有不断提升自己尧 丰富自
己袁才能赢得组织和群众的信任袁才能成就一
番事业袁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遥当
前袁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袁国内聚集性
疫情呈多点发生尧局部暴发态势遥为了长治久
安和百姓福祉袁 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要不慕
浮华尧坚定操守袁宠辱不惊尧正道前行袁风雨兼
程尧百炼成钢遥

年关
阴朝颜渊市文学院冤

1.
要将欠下的字句
一声一声
递到旧年的心坎上
这一年
我借用过她的动荡不安
空气尧水和路途
没有一样是可以归还的
幸亏她也没有向我索取

2.
这一年我还借了一双翅膀
安在沉重的肉身上
我以为会飞得很高或者很远
直到重新学会用双脚贴地行走
才看出路是圆的
故土是永远的起点和终点

3.
多么希望
年就是一扇门
我站在门边
将痛苦的遭际全都吐掉
砰的一声
结石尧血块尧泪水尧虚汗尧尘垢
通通关在身后
无论它们追随我的决心有多大
也推不开那扇门

4.
想用一个青翠的词语
喊出芽尖在暗中的较劲
喊出向死而生的春天
这一喊袁四季如常更替
而我命中的纹理和沟壑
又深了一寸
一声变粗的咳嗽卡在年关
我从未如此焦灼而矛盾
一边对时间充满渴望
一边又对时间深怀敌意

年味
阴肖雪妹渊蒋巷冤

小时候
我的嗅觉特别好
刚到腊月
我就闻到了腊货的香味
熏香四溢 沁人心脾
我垂涎三尺
小时候
我的听觉特别好
刚到小年
我就听到了爆竹噼里啪啦
此起彼伏 响彻云霄
我心奋不已
小时候
我的味觉特别好
刚到大年
我就尝到了饕餮大餐
囫囵吞枣 大快朵颐
我心满意足
小时候
我的视觉特别好
除夕夜
我就看到了大红灯笼高高挂
张灯结彩 火树银花
我手舞足蹈
小时候
我的感觉特别好
大年初一
我就收到了亲人关心与祝福
至真至切 温馨甜蜜
我幸福无比
后来
感官退化
新年走了
只留下一段记忆
让我追念

宠辱不惊 正道前行
阴易雨渊江苏冤

诗馨一瓣

红都瑞金的麻地村袁在中国版图上是一个
很不起眼的小山村曰2022 年元旦这一天袁我随
瑞金市纪委野新长征再出发冶徒步走活动来到这
里袁感受到这个不起眼的小山村是一个幸福感
满满的好地方遥

麻地村离市区约四十公里袁 因盛产黄元
米果而出名袁 被省农业主管部门定为黄元米
果第一村遥 1934 年 10 月 10 日袁中央红军从
云石山出发后第一个晚上在这里驻扎袁 史称
野长征出发第一站冶袁麻地成为红色名村曰最近
几年在赣州市及瑞金市乡两级的扶持下袁村
党支部一班人瞄准旅游产业袁 带领全村群众
搞起了乡村旅游而变成了野旅游村冶遥 这样一
个野三村合一冶的地方袁知名度连年提升袁来这
里体验打黄元米果袁 了解红军长征历史的人
越来越多遥 随着村里村外袁远远近近相互交流
的增多袁 原本淳朴的民风增添了喜庆热闹的
氛围袁 忠厚朴实勤劳肯干的老表幸福指数也
得到大大提升遥

来到麻地袁看到昔日荒凉寂静的小山村改
变了模样院一排排整齐划一的别墅式农舍敞亮
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袁一张张灿烂无比的幸福
笑脸自豪地显现在人们的心中袁一个个可圈可
点的麻地村故事真切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遥 幸
福的麻地村民用自身的实力向世人证明院我们
幸福袁我们快乐遥

什么叫幸福钥 幸福在哪里钥 不同的时代尧不
同的地方尧不同的人群从来就有不一样的答案遥
其实麻地村的新房尧麻地人的笑脸尧麻地村史的
故事早已为我们大家诠释了一个最好的答案遥

劳动创造幸福遥 在麻地村了解到院 全村
240 户人家袁家家户户都会做黄元米果袁年产

五千斤以上的人家就有 150 户之多袁因为有了
这个支柱产业袁大家都一门心思从这个黄灿灿
圆滚滚的宝贝中去获利赚钱曰打牌赌博喝酒聊
天的人没有了袁麻地人用勤劳的双手把幸福写
在了自己的脸上遥

勤奋者最幸福遥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袁野幸福
是奋斗出来的遥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遥只有奋
斗的人生才称得上幸福的人生遥 冶奋斗袁确是一
种积极进取的精神力量袁是成就事业的必备品
质袁也是幸福生活的不竭源泉遥 在麻地村史馆袁
记载了一代代麻地人为理想助力为成功助跑袁
在奋斗中充实自己袁砥砺前行袁收获成功的实
例遥 麻地村史说明院跟不上时代发展步伐袁不努
力奋斗都必然要被淘汰遥

讲奉献谋幸福遥 在麻地村流传着野钟国海
倾家荡产救红军冶的故事遥 钟国海并非大户人
家袁当看到两名红军战士被土豪劣绅送去邀功
请赏时袁他义不容辞袁倾其所有奉献出自己的
全部家产袁 甚至东拼西凑借债凑足了国民党
保安团所要求的一百大洋袁 保住了险些遭受
残杀的两名红军战士的生命袁 保留了革命的
野火种冶遥 时光已经过去了八十八年袁钟国海这
种不求富贵乐于奉献的高尚情操至今被广为
传颂遥 钟国海虽然没有亲眼看到麻地村发生
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袁 没有看到昔日受苦难煎
熬的穷苦人今天一个个洋溢着幸福的笑脸袁
但麻地村已如他所愿阔步进入了幸福的新时
代袁 钟国海的在天之灵一定也会绽放出幸福
的微笑遥

麻地村的发展变化袁让世人看到了什么是
幸福袁麻地村的动人故事袁让我们感悟了幸福遥
祝愿幸福的麻地更加幸福袁永远幸福浴

走进麻地
感悟幸福

阴陈荣彬渊赣州冤

退休后袁 我就进了瑞金市老年大
学遥 我觉得袁这里是老年人喜乐开怀的
乐园袁是轻歌曼舞的舞台袁是练琴棋书
画尧学经典诗文尧学政治尧学法律尧学党
史尧学唱歌的好课堂遥 总之袁这里是老有
所学尧老有所为尧乐享新时代幸福生活
的好地方遥

曾经袁 我很荣幸地被聘为音乐教
师遥 为了不辜负学员们的期望袁首先我
要亲近学员遥 微笑袁是一种最赏心悦目
的表情曰老师的笑意袁表示对学员的接
纳和喜爱袁进而建立彼此信任尧相互依
赖的良好关系遥 喜欢微笑的老师袁能让
学员心情放松遥 于是袁我每节课都注重
以甜甜的微笑尧频频的点头袁与学员在
笑声中传授知识尧交流感情遥 对课余时
间学员提出的问题袁我尽量做到耐心细
致地解答遥

精心备好课尧上好课袁是老师神圣
的职责遥 为了达到歌曲感染人尧教育人
的目的袁使学员了解历史背景尧歌词内
涵尧字词读音袁备课时袁我除了自己绞尽
脑汁尧冥思苦想外袁还翻阅字典尧词典尧
上网查找遥 为了准确无误地教唱歌曲袁
我克服年纪大尧记性差的困难袁每天不
辞劳苦地边洗衣做饭袁边背唱歌曲遥 上
课时袁我声情并茂地给学员介绍歌曲的
创作背景尧朗诵或领读歌词遥 教曲调和
教乐理知识时袁 我先看着板书讲解袁再
打节拍带唱每个音节遥 教歌词时袁我不
但要注重音准和节奏袁还要注意纠正方
言读音尧 讲解词句意义和讲究表情尧表

现手法袁对重点尧难点词句进行反复练
唱遥 针对老年人好学尧好忘尧易疲劳尧厌
枯燥的特点袁我打破别人整节课单调的
带唱尧坐着齐唱的教法袁充分调动学员
的学习积极性尧主动性遥 有时袁我根据歌
曲的内容尧风格袁设计各种不同的指挥
动作袁边唱边指挥学员合唱尧轮唱遥 有时
请学员独唱袁其余人边欣赏边打节奏后
鼓掌曰有时教些舞蹈动作袁带领大家边
唱边跳遥 最开心尧最热闹的要数拉歌比
赛袁个人与个人尧男与女尧组与组比赛袁
人人跃跃欲试尧不甘落后袁一阵阵清脆
悦耳的歌声此起彼伏袁 一浪高过一浪遥
整个课堂充满着笑声尧掌声尧欢呼声尧歌
唱声袁 音乐课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遥

我不但爱唱歌袁 而且喜欢跳舞袁能
经常虚心地向其他老师学习袁 并毫不
保留地把表演技巧教给学员遥 有一年袁
在参加粤赣闽三省歌咏比赛中袁 我领
唱的叶苏区干部好作风曳夺得了金灿灿
的奖杯遥 2018 年袁我作词作曲的叶红都
赞曳袁还被叶瑞金报曳和叶瑞金文学曳杂志
刊用遥

有道是野功夫不负有心人冶遥 由于我
辛勤的教学袁收获了领导的鼓励和学员
的好评袁2019 年被中共瑞金市委组织
部尧瑞金市委老干部局表彰为野优秀教
员冶遥 甘当晚晴伴夕阳袁在老年大学袁我
学到了知识和技能袁 获得了荣誉和友
情遥 今后袁我要更加努力袁发挥好自己的
一技之长袁继续把余热献给老年教育事
业浴

甘当晚晴伴夕阳
阴刘韵凤渊市老年大学冤

绝句二首
阴播种希望渊南昌冤

红尘
春绿到秋黄袁红尘各自忙遥
脚踏一方土袁风雪把头昂遥

一枝春
时光漫度又冬深袁飞雪红梅一枝春遥
桃风杏雨可曾记袁一杯诗酒见胸襟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