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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少会

祖国，母亲和我

母亲把生命给了我
我把生命交给祖国
那巍巍群山是我的脊梁
滔滔江水就是我的气魄
母亲平安 我才欢乐
祖国繁荣 我就高歌

母亲把生命给了我
我把生命交给祖国
我是蓝天上漂泊的云儿
我是浩瀚大海里的旋涡
母亲慈祥 我就洒脱
祖国强大 我也辽阔
啊 祖国和母亲
就是我一生的寄托

□ 李振军
古诗三首

频纷落雪锁燕关，
过雁腾途展翼艰。
但愿苍公明慧眼，
东风一展艳阳天。

不做惊雷超万籁，
甘学春雨细无声。
几分傲气芳梅骨，
一缕柔情唱大风。

一夜春风花满山，
冰淞树挂现奇观。
分流暖水接天色，
欲钓穹苍雪做餐。

□ 董光兴

漂 泊

落叶在河里漂泊
像那扑入水中的飞蛾
起起伏伏地随波逐流
奔向了没有灯火的沉没

游子在天涯漂泊
像那沙漠中独行的骆驼
绵绵延延的一行足迹
书写了生活无边的寂寞

难民在他乡漂泊
像那孤儿失去了依托
惶惶恐恐地颠沛流离
踏遍了人间悲凉的苦涩

留洋者在异国漂泊
像那孤舟在大海中颠簸
飘飘摇摇的小船里
装满了对母亲深情的诉说

□ 徐凤成
槐 花

串串槐花竞相开，
阵阵清香释情怀。
青枝绿叶频招手，
含情脉脉盼君来。

□ 范佳宁
渔阳春早

四月无处不飞花，
小城昨夜春雨下。
宾客至来赏美景，
游人闲行踏新芽。

□ 彭瑄
梨花怨

一树梨花一树娇，
羊脂翡玉鬼工刀。
化袍常被山妖裹，
成果总让神鸟叼。

□ 张久祥
题曹雪芹

中华千古产文豪，
立著修书逐浪高。
谁堪曹氏红楼梦，
一曲悲歌恸九霄。

园中或旷野，绿意浓浓，三
两知己，不在意浅谈深笑，风物
皆美，清净明朗，空阔无我，而又
有我。

没有华堂绮筵，只有青草
为席，盘膝而坐，散淡地，惬意，
向往。

朋友发来几张马兰花的图
片，不禁一喜，也惊觉时光匆匆：
马兰又开花了。

想起园中的那片马兰花，那
个常常散步的园子，湿润的花草
林木覆盖和人工充足的水分供
应，是城市里最安然的去处。每
逢四月底、五月初，一片润泽在
水雾下的马兰花沐浴着细密的
水珠，含珠吐露地开了。

查资料得知：马兰花，学名
马蔺，别名马莲，是鸢尾科多年
生草本植物，多聚生于田边地
头、路旁河沿和野岭草地。抗旱
又耐水涝，有极强的生命力，只
要种子落地，就会长出幼苗，发
育成一墩墩翠绿挺拨的剑叶，默
默无闻地分蘖……

明吴宽的诗词《马蔺草》这
样赞美马兰花：“薿薿叶如许，丰

草名可当。花开类兰蕙，嗅之却
无香。不为人所贵，独取其根长。
为帚或为拂，用之材亦良。根长
既入土，多种河岸旁。岸崩始不
善，兰蕙亦寻常。”南方兰花种类
繁多，而马兰花也算得上北方的
兰花了。

喜欢大片大片的花草，一望
无际的。成片的薰衣草、成片的
油菜花、成片的二月兰、成片的
鼠尾草、成片的一品红，花海浩
浩，气势宏大，漫漫的，延伸到目
光不可及处。试想阳春三月，大
草原上马兰花争奇斗艳，一派生
机，置身于此，会是什么感觉呢。
我想也是醉了的，也总想一观风
采去。

马兰花，伴着我少年快乐成
长的花。山间小路上，一簇簇马
兰花开了，折一朵，从花萼处做
成弯曲状，放在口中吹响，学鸟
鸣啾啾，啼叫婉转，让飞过的鸟
都以为同类了。随着马兰花狭长
的叶片长长了，和小伙伴儿一起
采集一些编制长长的四股辫子，
接在自己的发辫上，挎着一篮装
满兔子吃的青草美美地走着，一

串串的欢笑撒在山间小路上。
马兰花长长的叶片也是端

午节包粽子的最好原材料之一。
山里人家，端午节，从亲戚那里
找来苇叶，姑娘媳妇也成群结对
去采苇叶，男人们清早起来去野
外割马兰花的叶子，苇叶和马兰
叶子一起回家轻煮，增强韧度，
苇叶包米，马兰叶用来做粽子的
捆扎绳。最喜欢看奶奶把苇叶和
马兰叶子放在一起煮的操作，闻
着青香的味道，感觉离吃上香甜
的粽子时候就不远了。吃过端午
的粽子，奶奶总是小心地把用过
的苇叶洗干净了，叠整齐了，扎
成一把儿，挂在房檐下以备明年
再用，于是家家户户的房檐下都
有了这样的挂什。

喜欢马兰花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妈妈讲的蝴蝶不采马兰
花的传说。夏日里，田野上百花
盛开，蜜蜂、蝴蝶尽情赏花，可就
是不理睬马兰花。传说梁山伯与
祝英台同窗共读三载，结为挚
友。梁山伯后得知祝英台是女扮
男装，欲求婚不成，染疾身亡。祝
英台违抗父命，誓死不嫁马文

才，迎亲路上，路过梁山伯坟前，
狂风大作，雷鸣闪电，梁山伯坟
墓裂开，祝英台跳进坟墓。雨过
天晴，梁祝双双化作蝴蝶。马文
才痴情贪恋祝英台，久卧病榻，
不数日，马文才一命归西，掩埋
在祝英台坟墓附近。第二年，坟
上长出马兰花。自己则变成“噗
噗仨”在晚上飞来撞去，连连叫
着：“连我仨，连我仨……”蝴蝶
围绕马兰花盘旋，辨出了此花是
马文才所变，就不理睬它。从此，
民间便流传“蝴蝶不采马兰花”
的趣闻。所以，每年这个时候，总
要去看马兰花，一部分心思是欣
赏，一部分心思是为了求证蝴蝶
会不会落在马兰花上。这么多年
了，始终没有看见蝴蝶盘旋，也
许落了我没有见到吧。

一说起田园风光，心就飞出
去了，飞得很远，很远。尘事一路
匆忙的，闲时可以看看花草最为
惬意。此时，书屋安然静谧，乐声
婉约，飘飘渺渺，素心漫思，就应
了读书的景儿呗。

明儿我注定要去看马兰
花的。

于德北编著的《他们为什
么成了作家》，撰写了古今中外
曹雪芹、鲁迅、莫言、莫泊桑等
数十位著名作家的成功故事，
尽数他们理想的设立、目标的
远大、奋斗的艰辛、道德的高
尚、人格的完美、立说的严谨。
这本书使我受益非浅。

他们为什么成了作家呢？
我认为就是因为他们都能够刻
苦读书，具有丰厚的文化知识；
为了写作不怕吃苦，不怕麻烦；
不向厄运低头，有坚韧不屈的精

神。他们能确立切合实际的奋斗
目标，在实施目标的过程中，甭
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义无反
顾地勇往直前。另外，他们能虚
心接受别人对自己习作的批评。
所以，他们能够成为著名作家。

阅读《他们为什么成了作
家》后，我反思自己，为什么在
写作方面进步缓慢呢？主要原
因，一是方法不对，二是坚持精
神不足。有时见一处美景不错，
瞬时来了冲动，便想写一首诗。
动笔之后，写了几行就写不下

去了。这时，我就会把草稿或扔
或撕，不写了。再去那处美景看
一看，溜达溜达，试一试自己还
能不能产生新想法、来不来灵
感……一两个月过去了也没
写出来。曹雪芹十年磨一剑，
写出了《红楼梦》。我就缺乏像
曹雪芹等著名作家那种持之以
恒的精神。此外，我没能像莫泊
桑等作家那样让“那些亲切的
话语将陪伴我们一生”。听到同
事或编辑对我的稿件提出不足
时，往往不是第一时间想到“忠

言逆耳”，而是一点儿一点儿
地才觉出别人话的“亲切”来。
对别人的意见缺乏深刻理解，
更没记在笔记本上，对这“良
药”重视不够。时间久了，竟忘
记了这“良药”，以后写稿件时
就会“旧病复发”。上述两方面
原因，都阻碍了我在写作路上
前行的步伐。

《他们为什么成了作家.》是一
本不错的书，它可以让人们的心
湖泛起写作的涟漪，可以让我们
发现自己在写作路上的绊脚石。

我自幼喜爱读书，读过许
多古今中外的各种书籍，如《四
书五经》《唐诗宋词》《水浒传》

《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
《钢铁是怎么炼成的》等。宝贵
的精神财富让我开阔视野、增
长见识、明白事理、心胸豁达。
书中许多英雄楷模、典型事例、
人生哲理、格言警语帮我理清
思维、辨明是非，从而对人生
观、价值观有了清晰的认识、客
观的理解。这对我一生的工作、
生活、处世为人起着极为关键
的作用和深刻的影响。

走上社会投身事业，在社
会工作的环境中，阅读机会很
多，更让我喜不自胜如鱼得水，
许多书报刊物为我丰富阅历、
增长智慧、磨砺毅力、蓄累能
量、充实才干、功勋卓著终生难
忘。这就是古人良言：“读万卷
书同行万里路。”

我从政经商几十年，知识
理论、智慧能量，多处应用功效
显著。工作上生活中每遇难题
时，书中知识教我处变不惊、从
容冷静、谨慎从事、切忌浮躁，
运用智慧才干化解了许多棘手
的问题，逾越了不少的沟壑障
碍。在各项工作中，取得过较好
的业绩，受到了好评，得到嘉
奖。这都是知识学问智慧使然。
这也应古人所言，“读书过万
卷，才华如泉涌”。

动乱时期，我无辜成了走
资派，罢官免职到工厂去劳动
改造，灾难突如其来让人无所
适从。知识理智告之：人生之路
并非全是坦途，顺境逆境并存，
黑夜光明转换。要想得开看得
远，宰相肚里能撑船。退一步海
阔天空，让三分心平气和。冬天
过后即是春天。我安下心来面
对现实，工厂又是学习的课堂，

无官一身轻，变换工作另辟途
径再创新生。由于有知识文化
悟性好，学什么都容易，很快就
掌握了多项技术本领，不久就
成了厂里的骨干力量受到了重
视。真是关上一扇门又开一扇
窗，东方不亮西方亮。动乱岁月
虽是坏事，对我而言受益匪浅，
原来我只能文而不能武，之后
成了文武齐才的知识分子，不
久即平反和升职。知识的力量
真是巨大无穷、无与伦比。

商海博弈，竞争激烈，争取
丰厚利润颇费心力，知识智慧
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每当有
较大生意作出决策时，理智帮
我权衡得失、论证风险、三思而
行。商海生涯三十年，成功概率
很高、失误极少，获利丰厚、取
得了许多优异的成就：先进单
位、先进个人、优秀企业家等荣
誉称号纷至沓来。在众多同行

中，我更荣获诚实守信、儒商、
学者型商人的头衔。

商场如战场，成败是常事，
而对于睿智的商人而言就应另
当别论了。笔者幸运，一直工作
到65岁，圆满完成了历史使命，
平安退休。我领悟所有的成功
都源于知识智慧，知识智慧又
因读书而得到，读书益处惠及
终生。

退休后时间充裕，身体健
康、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读书
看报笔耕不辍。古稀之年举办两
次个人诗书作品展览，受到社会
好评，荣获各级政府嘉奖，甚感
欣慰。诗词、散文、书法作品常被
报刊发表，让我老有所为、老有
所乐，其乐无穷。怀柔作协副主
席、著名作家朋喆先生赠我诗文
更具殊荣：“年逾古稀未等闲，挥
毫泼墨撰诗联，锦文成册留青
史，一瓣心香入昊天。”

□ 刘复兴

读书有益 惠及人生

□ 红草莓

又是马兰花开时

□ 张克生

找出写作路上的绊脚石
——读《他们为什么成了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