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赊店赊店

素养是什么？
是顺手捡起地上的垃圾，
是弯腰擦去一片污渍！
是处处为他人着想保持安静的自觉，
是不在公开场合吞云吐雾的自律。

素养是什么？
是不占道经营，
不喧哗高语，
不乱停乱放，
不违章驾驶。
素养是刻在骨子里的善良，
是学生过马路时绅士般的礼让。
素养是保持喇叭安静，
不肆意打扰步履蹒跚的老人。
素养是春风拂面，
素养是细雨润泽，
素养是深入骨髓的气质修养，
素养是我们灵魂最美的模样。
只语片言彰显文明修养，
举手投足展示城市形象！

素养是什么？
是我们恪尽职守尽心尽力，
让天蓝、地绿、街净、路畅、水清、城美，

成就九门赊店的传奇！
星空为我们贡献灿烂，
天空为我们贡献蔚蓝，
森林为我们贡献绿色，
鲜花为我们贡献绚丽，
家乡为我们贡献自己，
而我们该为家乡贡献什么？

素养就是无论身在何处，
都不曾忘记养育自己的这片土地，
宁恋故乡一捧土，不羡他乡万两金！
素养是每个社旗人都齐心协力，众志成城，
为社旗的发展尽洪荒之力！
用我们个人的素养，
汇聚城市澎湃的时代洪流，
让家乡社旗尊享卫生文明城市的荣光。
用鲜花扮靓赵河两岸，
让古镇焕发勃勃生机，
微笑着承载礼仪之邦的美誉！

我们的素养决定着孩子们的明天，
我们的品位决定着家乡的未来，
让赊店人造福子孙恩泽后代恰如花开芬芳大美社旗。
今天你因社旗而精彩，
明天社旗因你而出彩！⑦2

今年，社旗县组织出版关于赊店文化的系列丛
书，分为“乡情”“乡韵”“乡愁”三个系列。社旗县青
年作家、《大河报》签约作家张春燕的《闲时花开》即
为“乡情”系列之一。著名作家二月河寄语“努力精
进，玉汝于成”，周同宾、周大新、李庚辰、李天岑、秦
俊等读后写下书评。本版今摘录部分书评，并选发
张春燕《闲时花开》作品两篇（首）。

——编者按

听到那首歌“我只在乎你”
就心隐隐作痛，一生一世有多少
人擦肩而过，可是真正留在你心
底的也就那么一个，我的心太大
想装满整个世界，我的心太小，
小得只能容下你一个人。爱，难
以捉摸，又有泪可落。

当一个人遇到另一个她肯
定的人，那种喜悦，更是用彩笔
也好，文字也罢，都无法描绘
的。毕竟这世上，自己主观感
觉上认可的人，并不多见，这世
上人来来往往，可你真正牵挂
的也就是那么一个人，那个人，
你提到他的名字会紧张，不提
他的名字会渴望，你是时时刻
刻想要知道他的消息，可真正
看到了他，你没有一点自信，说
句话都结结巴巴，你的心只是
被他占据得太满而完全没有了
自己，所以那颗沉淀的心脏开
始扑通扑通狂乱地跳动起来。
原来，这就是一见钟情的感觉。

莎士比亚告诉我们：恋爱是
盲目的，恋人们瞧不见他们自己
所干的傻事。爱一个人，真的没
有为什么，因为想要在一起，所以
在一起。但是请你仔细想想，为
什么茫茫人海中，为什么在你认
识的那么多人中，你偏偏会选择
跟你的伴侣在一起呢？好莱坞爱
情电影告诉我们说：Love is
blind。

“人生就是一件蠢事追着
另一件蠢事而来，而爱情则是
两个蠢东西追来追去。”

假如人生不曾相遇，我不
会相信爱情会有这么大的魔
力，可以迷失心智，为你伤心，
为你哭泣，为你写诗，为你做不
可能的事；假如人生不曾相遇，
怎么知道那些令人伤心的情歌
原来真的是这么刺疼心底。

就像何以琛说的那句“如

果世界上曾经有那个人出现
过，所有的人都会成为将就。”

男人若是喜欢上一个女人，
他看到这个女人时，眼睛里，会
有表情，和对别人的，完全不一
样。“情”字最是微妙，非但别人
无法勉强，自己也往往控制不
住。爱得越深，就越会替对方着
想。嘴巴想着紧闭不言，但眼睛
根本藏不住事，你说眼睛是心灵
的窗口，他见你时，眼睛便如星
辰大海，不仅璀璨，还满藏温
柔。心底微荡，未语先笑。

女人要是喜欢一个男人，
他的眼睛就会变成刘德华那般
有神，连个眼镜片都闪亮出那
么的令人心动的儒雅，女人的
第六感觉就像最精密的雷达，
可以在嘈杂的人群中，第一眼
就发现他，有自动虚化功能，找
到他以后，忽略其他所有人。

他的一句话，她会记很久，
他的一个有口无心的承诺，她
却一直苦苦等待。爱一个人是
甘愿为他做一切事情，如果爱
着他你还与别人卿卿我我，那
只能说你遇到的不是真爱。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摆
在我的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
失去的时候才后悔莫及，人世间
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上
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
会，我会对那个女孩说：‘我爱
你!’如果非要在这份爱加上一个
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

这段被我们奉为经典的台
词，在电影《大话西游》中出现
了两遍。第一次是戏谑，第二
次再说时，早已断肠。

原来，放弃一个真心喜欢
的人，痛如肠断。

花落无声，肠断，也无声。
其实无声即有声，因为真

正的痛苦，从来都在心里。

我最悲伤的时刻就是离开
你转身离去时，原来深爱，是会
呼吸的痛。

原来，浅浅淡淡的转身，是
旁人看不懂的情深。放弃一个
真心喜欢的人，别人说，那种感
觉就像一把火烧了你住了很久
的房子，你看着那些残骸和土
灰绝望，你知道那是你的家，但
已经回不去了。

其实最痛苦的，还不是刚刚
失去时那种汹涌的难受，而是在
你以为时间可以治愈一切时，却
隔三差五猝不及防地想到那个
人，挥之不去，去了又来。

想见你，没有你，闭上眼，晃
动的全都是你，我的心，其实从
来不曾离去，这一生只想和你在
一起，全世界最重要的是你。

只要是你的，就全是对的，
没有人天生好脾气，对你好，全
是因为喜欢你。也不用问为什
么，因为愿意。

因为喜欢你，所以愿意；愿
意，全是因为喜欢你。

看到你，连嘴角都会不自
觉扬起；想起你，对整个世界都
很温柔。

于我而言，所爱隔山海，山
海亦可平。

如果我爱你，就算你在冥王
星，我在地球，我也还是爱你。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你是
我不想再启程的终点。

亲爱的，爱上你后就再没
办法爱上别人。时光本无情，
却因你而绵长；岁月虽艰辛，却
因你而温柔，

愿无岁月可回头，且以深
情共白头。

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
挚爱今生，相许来世。
在赊店，有种爱情叫社旗

往事。⑦2

春燕散文中虽不乏描
景状物、叙事抒情之作，但
比较起来品评议论者居
多。应当说，这种议论性
散文对作者的政治水平、
思想水平、社会阅历、辨析
能力都有较高的要求。在
这方面年轻的春燕表现了
相对的成熟。通观全书，
大多文章都能从大局大体
考虑，从国家和人民利益
着眼，为精神文明建设鼓
呼，为弘扬正能量使力，
不作不轨之说，不发销蚀
之论。这是一个有良知、
有良心、有社会责任感的
作家必须具备的基本品
格 …… 要 想有更大的作
为，需要真正有定力，要坐
得下来，沉得下去，心无旁
骛，认真读书，多读书，读
好书。还要认真深入生
活，观察社会，了解人生。
尤其要加强政治历练，不
断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和析
事辨理的能力。

——中国文艺家联合
会副主席，全国杂文学会
联谊会会长 李庚辰

作品中的张春燕，就是
生活中的张春燕。她善观
察，重积累，勤思考，对人
生、事业、家庭、情感等等各
方面都有自己的理解和看
法。她的理解和看法既合
于常理，又有独到之处，只
属于自己。人，特别是青少
年，对人生中遇到的诸方面
的诸多问题，多有困惑、无
奈，常常陷于窘境，而不能
自拔。这时候，就需要有人
热心相帮，指点迷津。张春
燕做的就是这样的事。

我还曾一再指出，写
散文，语言是一大关。语
言精彩，已成功一大半。
我很欣赏她的语言，清新，
自然，雅致，她的文字温柔
而犀利，每一字句都打到
心坎。即便抽象的道理、
哲思，也以具象的文学化
的言辞道出。既深刻中
肯，启人内省，又生动活
泼，意味隽永，让人读后会
不禁再想一想。

——首届鲁迅文学奖
获得者 周同宾

思考的深度决定一部
作品游走的距离远近和存
在时间的长短。张春燕虽
然年纪轻轻，但她通过作品
对一些问题的思考却很深
刻。在收在本书《学会放
弃》一文里，她对人生的意
义和价值进行了追问和思

考，进而得出了自己的结
论：人生就是一场修行；人
需要断然的舍弃；放弃贪婪
就会轻松很多；失去也是一
种美丽。当很多中老年人
还在为一点金钱、权利、名
声蝇营狗苟时，年轻的张春
燕已经在清醒理智地看待
人生了。读她的作品，你可
能会明白一些自己过去没
有想过的东西，从而获得精
神上的滋润。

——茅盾文学奖、鲁
迅文学奖评委，第七届茅
盾文学奖获得者 周大新

我一直认为她是河南
为数不多的青年才女作
家，作家很多，才女也很
多，青年更多，能把三者构
成一体而当之无愧的，这
就不易，春燕当属此列，当
之无愧。

张春燕的《闲时花开》
是一部有品质的作品，或
者主题见众生，或者情感
见众生，或者人物见众生，
或者兼而有之。见众生的
姿态，很美，很强大。值得
大家好好学习，它是一部
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汉语言
文学，散文气质像是飘逸
雄健的骏马，而评论文更
像是沉凝碾压的坦克，有
诗意的留白空间，也有奇
妙的缜密度。

——河南省作协第五
届 副 主 席 ，第 二 届 杜 甫
文学奖获得者 李天岑

张春燕的作品贴近生
活，内容感人，写得又快又
好。而其实，她的散文也
是相当棒的，往往可感生
活的气息、生命的温度和
文化的修养，语言姿态落
落大方又不失文雅。对人
有很好的启迪启发作用，
读了春燕的作品能让人感
到作品的骨气，个性，神采
飞扬，让人审视自我，激发
潜能，对社会关注的热点
剖析得入木三分，抓住要
点，不偏不倚正中要害。
让人有更深刻的思考，真
正起到用光明驱散黑暗，
用善良驱散邪恶的作用，
这么年轻但是文笔精炼独
到实属不易。

她的很多作品曾被安
徽省级示范学校祁门一中
作为校训，并被很多学校
作为德育素材用来教育学
生且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全国劳模，一级
作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
贴专家 秦俊⑦2

在社旗，有一种花开叫素养

阅读《闲时花开》

14
2017年8月11日 星期五

主编：郭起华 副主编：张 燕 创意：李 玉 质检：陆晨君

星光星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