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特 约 记 者袁永强）

近日，《宛城区文艺作品选》由河南

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该书是近年来宛城区委、区政

府认真贯彻党的文艺工作方针，重

视支持文学艺术事业，为全区文学

创作营造良好氛围，该区广大作家

及青年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

作导向，深入生活，扎根群众，创作

精品力作的一次展现。

据悉，这本作品集从宛城区老

中青三代作家、作者创作的大量作

品中，精选 74 篇小说、散文、诗歌，

是宛城文学发展的又一“史诗”，进

一步展示宛城区文学创作队伍的整

体实力。宛城区委常委、宣传部长

孙震作序。《宛城区文艺作品选》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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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笔记

本报讯 （记者董志国 通讯

员王莫离）日前，南阳师院绿茵

读书会微信公众号陆续发表十余

位博士共同推出的《博士推荐书

目》，在全校掀起了读书学习热

潮。

此次推荐的书目主要有《中国

哲学简史》《乡土中国》《时间简史》

等 48 本涵盖哲学、历史、科学、医

学、文学、传记等各个领域的优秀

书籍，这些书籍对大学生就业、职

业规划、人际交往、专业学习、继续

深造等都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博士荐书的

推出在校园里引发了一轮新的阅

读热潮，同学们纷纷表示，博士荐

书具有高屋建瓴的指导意义，为

同学们阅读打开一扇光明的门

窗，有效引领大学生博览群书，提

升专业素质和文化素质，是引导

大学生深阅读、专阅读、广阅读的

指向标。5

本报讯 （记者董志国 通讯

员李运会）近日，由南阳农业职业

学院党委宣传部、团委、图书馆

主办，市新华书店协办的以“沐

浴书香·放飞梦想”为主题的“书

香校园”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如期

举行。

据悉，活动将持续至 12 月 30

日，主要项目有：向师生发出读

书倡议、每月推荐好书、庆祝建国

70周年“读书之星”知识竞赛、“读

书沙龙”活动等。活动旨在引导

学生珍惜光阴，以书为伴，让阅读

充实生活，让书香浸染校园，让知

识精彩人生，打造清新高雅、健康

文明的学习型“书香校园”。5

以书为伴

让浓郁书香溢满校园

播撒书香播撒书香

博士荐书

引领大学生博览群书

柔韧柔韧 王王 聪聪 摄摄

瞻仰黄帝陵（外一首）

□王英勇

柏碑云集壮山梁，祭祖寻根亦赏光。

黄帝高强人脉旺，未来华夏更辉煌!

观看黄河壶口瀑布

草长莺飞四月天，游人壶口乐无边。

涛声阵阵惊天地，好似雷公正下凡。⑮6

□袁子军

父亲读书不多，但很能干。年轻

时唱过戏，干过会计、收布工、农机采

购员，加上性格开朗，又乐善好施，结

交了很多各行业的朋友。而在父亲的

朋友中，张维新校长是最特殊的一个。

这场相识要从 1984年说起。那

年我初中毕业，分数过线，但因我在

儿时的意外事故失去左上肢体检不

过关，而被拒之门外。复习一年后，

中招考试我的总分全县第一，但按体

检标准，还是不能入校。张维新校长

惜才，主动向上级主管部门打报告，

希望可以破格录取我，但要经过特别

考核——写一篇文章《我的人生之

路》。正常来算，一个人十八岁就该

高中毕业了，可我因为截肢、农村初

中停办等挫折，十八岁才上高中。于

是，我把这十八年来经历的一切如实

写下。文章深深打动了张校长，他还

在当年的全体教师会上读了那篇文

章，也因此我的破格录取也得到了老

师们的认可。

到了高中毕业，我又一次陷入了

困境——同样的分数，同学们不是被

录取到四川大学就是湖南大学，唯有

我再次因体检无学可上。尽管张校

长尽力帮助，但那个年代，限制诸多，

与高校联系不便，最后连个中专都没

进去。父亲老泪纵横，绝望透顶。张

校长得知后安慰我们，让我再复读一

年，来年他再帮忙想办法。

在这一年里，张校长几次到他的

母校——河南大学，找领导申请，并

承诺将来我的工作安排由内乡高中

负责。就这样，我于 1989 年的再次

高考中分数过线，顺利被河南大学录

取。也是从那时起，父亲脸上的总是

流露出满满的幸福。四年后，我回到

内乡高中，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

师。上班后，张校长还帮我联系装假

肢，私下托人给我介绍对象。

从上大学到工作，每次我去看望

张校长，临走时，他总会让我给父亲

带回一点小礼物，一盒茶叶或两瓶老

酒……父亲每次来县城，也必去张校

长那里坐坐聊聊。后来，张校长退休

了，父亲去得更多了。就这样，两位

老人走得越来越亲密。直到父亲去

世，张校长还特地撰了挽联，我一字

一句地念给沉睡的父亲听。

2017年底，我上课时感觉费劲并

开始结巴，去了各大医院终确诊为渐

冻症。张校长得知后，电话、短信多次

询问。在我已无法与人讲话交流时，

还发短信于我:“子军，刚打电话未获

接听，闻赴京诊察已返。面对疾病，一

要坚强，二要乐观，三要按西医之嘱，

及时用药，四要注意营养平衡。你是

个有志向，有气魄，有智慧的人，望好

好调理，以抗击疾病，乐观生活。你宜

将病情和生活困难，以文字向学校汇

报，以获理解和支持。张维新。”看到

短信的那一刻，我顿时泪流满面。

遥想当年，父亲和张校长因我而

成为朋友。如今，当父亲离世，张校

长对我仍关爱有加，在深深感恩的同

时，我恍惚觉得父亲仍在，还有一份

厚重的父爱支撑着我战胜病魔。我

将永远记得父亲的爱，铭记张校长无

私的恩情和他们之间真挚而绵长的

情谊。⑮6

父亲与挚友度过幸福晚年……

暮年随想
□黄元太

父亲今年 86岁，母亲 84岁，均

已是“耄耋之年”，除了耳朵有点背、

腰有点驼之外，身体还算硬朗。

前几天回家，没有看到父亲，问

母亲，她说人一早就拿个箩筐去后

山了。我看快到晌午，还没见父亲

回来，就去后山寻他。老远就看到

父亲在树上，正把摘来的石枣往箩

筐里面放。我看着眼眶一热，忍不

住拿出手机拍下这一幕。诚实守

信，多做善事；相互包容，家庭和睦

是我家的家训。父亲和母亲一起走

过 60 余年，在我的记忆里，他们很

少吵架。偶遇母亲唠叨，父亲也是

微微一笑，或是轻轻地走开一会，很

快就和好了，不会打冷战，也许这就

是他们恩爱长久的秘诀。

所谓老年，再也不是望山月而

抒怀的年龄了。唯有气定神闲，看

儿孙绕膝，享受天伦之乐。晚餐不

再荤腥，一碗粥，抑或一碗白水面。

人到老年，就像一年过到晚秋，便迎

来了清幽稳重。稳重过后，便是“柴

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的散淡从

容、与世无争和静如止水。

俗话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我们要多找时间陪伴父母，多关心

问候他们，让父母感受到儿女的牵

挂。

唯愿天下所有老年人，老有所

养，老有所依，度过一个幸福快乐晚

年！⑮6

□周怀孔

如今的南阳，城绿如潮花如海。

月季作为南阳的市花 ，在美化城市

中功不可没。而月季家族中的月季

树更是让人耳目一新。

月季树，顾名思义既是树，又是

花；即亭亭玉立，又姹紫嫣红；既保持

了树的特性，又保持了月季花花型大，

花期长，花香浓郁的特点。月季树树形

奇特，层次分明，花朵有单色、多色、球

形、扇形、瀑布形一应俱全。在月季的

世界中独树一帜，傲气十足，又引人注

目。漫步在工业路，人民路等路段，隔

离带上一字排开的月季树，是马路上最

亮丽的风景。各色月季尽情地绽放，诱

人的香气四处弥漫。

我欣赏月季树，更欣赏月季树脱

胎换骨的过程。在月季树的培育中，

首先要选择生命力旺盛的蔷薇做树

干，削去顶部，经过经验丰富的花农

耐心细致的技艺，将直立性好、花形

好的月季，嫁接到蔷薇树干的顶部。

通常要经过一年半左右的精心培养，

才可能长成一米五左右高的月季

树。历经过这许多的痛苦，最后才能

修成其独具特色的样貌。

我欣赏月季树，更欣赏其自身价

值的增益。它将蔷薇和月季的优势

集于一身，价值更是远远超过了两种

植物的简单相加。不仅给花农带来

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也让自己有了更

广阔的天地。

正如古人说：“天将降大任于斯

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

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

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月季树亦

是这样证明了自己的价值，生而为人

的我们更应如此。⑮6

欣赏月季树

又听到蝉鸣阵阵……

童年趣事
□乔双印

前几天假期，本想带妻子到白河湿地公园踏春赏花，可妻子建议去

张营采摘构棒。于是我们便骑着摩托车，穿越着人流，一路直奔目的

地。

我和妻子一路寻到村子中心的构树旁，发现了几棵穗大饱满，还没

老的棒穗。于是我爬上树，妻子在树下拘些容易摘到的。我们俩互相

配合，一个拉着树枝，一个踮着脚，虽然费了周折，但也有了不少收获。

不知不觉中夕阳西下，看着手里沉沉的棒穗，心里有一种丰收的喜悦。

我们一边一边讨论着烹食方法，一边回忆着童年趣事。

记得小时候，因为缺吃少穿，每到春天，构树的构棒，榆树的榆钱，

槐树的槐花，都是农家人最易找到的食物。而我最喜欢吃的还是用构

棒蒸的蒸菜。

除此之外，到了秋天，我还会跟小伙伴们一起“偷瓜摸桃”，上树摘

枣。一次为了摘枣，我不小心从小树上摔了下来一瘸一拐的，也不敢跟

父母多说。等到田里的庄稼将近成熟的时候，我们还会到田里，偷花

生、红薯、豆子，然后用火烧豆子，用水煮花生。吃得满脸满嘴黑乎乎

的，心里却是美滋滋的。

夏天，我们三五成群地下河摸鱼捉虾，在水里尽情嬉戏游玩。还经

常把捉到的鱼糊上泥巴，架在火上烧烤。鱼香扑鼻，诱人十足，以至于

有时候忘了上课……

冬天的晚饭后，小伙伴们则成群结队地聚在一起，男孩子大都以军

队队列的形式，分成两阵阵营厮杀玩闹你来我往。

细细算来，我十八岁便离开家乡，如今已年逾半百，每每忆起童年，

总仿佛又听到了蛙声一片，蝉鸣阵阵…… ⑮6

绵长的情意……

证明自己的价值……

作品欣赏

□陈秀梅

一向喜欢读书。

在国企工作的十多年间，我阅

读了大量的中外名著。当我从书架

上捧着久盼未得的《钢铁是怎样炼

成的》时，激动的泪水更是潸然而

下。终于找到了这本书，心潮起伏，

如获至宝，拿回家中，通宵阅读，感到

无比的鼓舞。原来，人，应当这样生

活。把自己融入社会，融入时代，与

祖国共命运，这样的青春才会闪闪发

光，这样的人生才是无怨无悔的。

人到中年 ,我遭遇下岗。我先

后当过保姆，摆过地摊，在饭馆打过

杂，在私营小工厂做过工。吃苦受

累的日子，我问自己，人生路上，什

么是你立足社会的强项？终于下定

决心，由写作入手，在残酷的职业竞

争中杀出一条血路。

创业总是艰难的。刚开始，我

只能在本地报纸副刊上发表文章。

每月稿费只有二三百元。这使得我

一次又一次地陷入自我怀疑的境

地。我常常这样问自己，你行吗？

这条写作路，你是否走错了？

经过艰辛的拼搏，我终于打开

了局面。当文章在全国报刊上如花

飘舞，自信的微笑便一直伴随着

我。这条艰辛的写作路，我终于走

通了。我最终实现了理想，圆了自

己的作家梦。

感谢那些书，伴随我走过人生

的低谷。因为手不释卷，灯下苦读，

我的思想得到升华，我的精神世界

营养丰富，我的文笔越来越好。生

活的道路徐徐展现，美丽而宽广。

《老人与海》中有句名言：“一个

人可以被毁灭，但不可以被打败。”这

句话，一直鼓舞着我坚强地生活下

去。人生是一个过程，而这过程中最

引以为傲的，不是最终能否成功，而

是是否尽了自己的全力。老人的那

片海，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人生的

那片海，独行在人生的海面上，只要

怀着希望，永不绝望，就没有什么可

以打败你。除非，你自己认输。

读书能美容。凡爱读书的人，

表情沉静，脚步坚定，智慧非凡，意

志顽强。即使岁月留痕，脸上的每

一道皱纹都闪烁着智慧之光，令人

敬爱。读书能养性。放眼天下，心

胸何其宽阔。爱读书的人，淡泊以

明志，宁静而致远。自有那说不出

的可爱。

读书是一辈子的事儿。杜绝投

机者的取巧，剔除思想中的杂质，坚

定信念，那就是，读书不为名和利，

只为灵魂高洁，心灵净化。为着人

生的快乐而读书。纵在繁华闹市，

心如空谷幽兰。那一颗纯净的心，

如春天的原野，一任草长莺飞，欣欣

向荣，却不会沾染半点世间纤尘。

人生的路上，我们都需要书的

指引，解我们的困惑，明我们的心

智，让我们前进的脚步更坚定，让我

们的目标更明晰，让我们追求成功

的意志更坚毅。5

读书是一辈子的事

本报讯 （记者董志国 通讯员

刘晓宇）近日，记者采访获悉，市新

华书店正积极筹备“最美读书声”

诵读比赛活动，即日起至 5 月 20
日，面向全市寻找 3岁至 18岁喜爱

诵读的青少年。此次活动旨在以

丰富的内容、多样的形式和多维的

载体来激发、唤醒更多的民众和家

庭喜欢上图书、爱上阅读，以诗书

传家的好家风支撑全社会的好风

气。

“最美读书声”依据《河南省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

全民阅读的决 定》和 省 委、省 政

府关于加快推进“书香中原”建

设 的 有 关 精 神 和 要 求 ，充 分 发

挥中原出版集团的出版发行和

渠道优势，以日常活动为抓手，

以 专 项 活 动 为 助 力 ，力 争 成 为

省 内 有 影 响 力 的 文 化 品 牌 ，以

此推动全民阅读，助力“书香中

原”建设。

据了解，本次活动将通过县

域 初 选 、市 域 海 选 和 全 省 决 赛

的形式，选出各级优胜者。参赛

选手可在组委会推荐书目内挑选

自己喜欢的作品进行朗诵，体裁

不限。目前，我市已经进入如火

如荼的报名阶段，参赛选手可在

全市新华书店实体书店线下咨询

并报名，也可关注公众号进行线

上报名。

新华书店

全城寻找“最美读书声”

上善若水 张士钧 作

攀缘攀缘 王王 聪聪 摄摄

书香漫笔书香漫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