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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岁重阳，又是一个重阳
节，登高思故人，内心颇为感
慨。夜深了竟也毫无睡意，回忆
起校长秦绍孚对我关怀的件件
往事历历在目。四十多年了，斯
人已去，但永生难忘！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秦
校长任横塘中学负责人，我在
1978年被调往横塘公社东南边
缘与折柳公社交界处的北墓学
校，教初中语文。那时民办教师
都吃住在校，但我家情况比较特
殊。我原兄弟姐妹十一人，出嫁
的出嫁，分家的分家，待到最后
三个小兄弟分家时，我只分到上
初高中时盖的一条破旧小被子，
如今家里四口人只有一条我和
妻子结婚时的和合被，如我去住
校，蚊帐、被子均无。那时每月
工资就是二十多元，两个孩子读
小学，妻子在生产队劳动，钱还
是捉襟见肘，家里交电费都是用
鸡蛋去抵钱，只好去找秦校长。
秦校长对我说的问题认真思考，
只见他几个手指头在桌上轻轻
敲打了两下，又站起来在座椅前
后踱了两个来回，然后对一同来
的徐会计说：“给袁老师五十元
的补助费，另外为利于教学，公
社分给学校唯一的一张钟山牌
手表券也给他。”说完让我写领
条，我两眼湿润了，连声说：“谢
谢，谢谢！”

新学期开学的第三天，早晨
近六点钟，我从学校外的池塘往
教师厨房挑水，突然见秦校长站
在校门口，大为吃惊。秦校长说
到我宿舍看一看。站在我的床
前，他说：“蚊帐是新的，被子虽
旧一些，但还不错，这样我就放
心了。”说完就离开了。这么热
的天，一个校长徒步五六华里来
看一位普通民办教师的在校生
活情况，令人动容、令人敬佩。

我把秦校长的关爱用到了

教学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三
年后，我被调往大钱初中任教，
没过多久原学校领导人突然病
故，秦校长让我在教两班语文的
同时，把学校负责人、教导、会计
三职一人兼。由于过度劳累，引
起了“天下第一痛”三叉神经痛，
只好去南京进行颅内手术，万万
没想到手术失败，双目视力从两
个 1.5下降到 0.4和 0.2，两手也
因手术时间长捆绑太紧引起运
动神经受阻，右手不能抬，左手
一动不能动。等于成了一个废
人，生活不能自理、不能上心爱
的篮球场，更不能拿起粉笔在黑
板上奋笔疾书，我的心在流泪。
三个月的休假期限临近了，病情
还未明显好转，我心急如焚，此
时秦校长来到了我家看望，并和
我促膝谈心，并且又给了我三个
月假期。他了解情况后说：“你
还是到南京铁道医院复查一下，
请他们再给你开一个继续恢复
休息的证明吧。”后来我在家属
陪同下，回到医院脑外科复查，
医生根据我的病情又开了三个
月的休息证明。

秦校长关心我只是关心老
师群体疾苦的一个缩影。日常
工作中，他经常深入基层，对师
生们嘘寒问暖，关怀备至。有一
个下雪天，他一大早就顶着剪开
的化肥袋到几个边缘学校去了
解师生进校情况，看到学生迟到
了，说安全到校就好。也有个别
老师迟到了，以为要挨批，可秦
校长一言不发地就走了，事后这
位老师感叹：“真是无声胜有声
呐，以后我一定要更加认真教
学！”

如今秦校长已离开我们多
年，但他关心师生、一生廉洁、两
袖清风、忠于教育事业的优秀品
质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新孟河总长约116.47千米，
是国务院确定的 172项重点水
利工程之一。新孟河竣工后，增
强了太湖、洮湖、滆湖的水循
环。避免了太湖蓝藻的再次形
成。增强了太湖西洪水北排长
江的能力。

新孟河带给百姓的欢乐多
多。

晚云收，夕阳挂。散步的人
们在新孟河两岸柏油马路上向
前跨。时时笑语相呼。黑色的
马路向天边延伸。宽阔河面，万
顷波光天图画，水晶宫冷浸红
霞。三只野鸭，点头哈腰嘻玩
耍。我的地盘我作主，河中留下
三角形美形画。

走着走着，年轻人拿起手机
拍视频。望着宽阔的水面，心胸
突然宽广起来。名利脑后抛，神
仙乐逍遥。时不时，一只只白鹭
上青天，秋水寒白毛，夕阳吊孤

影。河美、鸟美、景更美。由于
禁止船航行，且河岸有效防止污
水排放，因此河水清澈。可双手
直接捧着喝，甜甜的，与童年时
的水一样。

开着轿车从城里到新孟河
畔钓鱼，最多时两岸六十多辆轿
车，一字排开，这是新孟河畔又
一道靓丽风景。他们都是钓鱼
的高手，现代化的鱼竿每人三、
四杆。撑着伞，坐着专门买的板
凳。从早到晚，目不斜视，鱼不
上钩誓不休，满载鲜鱼黑夜回，
个个脸上放光彩！

最让我和老伴兴奋的是：一
周，我俩骑电动车沿新孟河向南
到泰村去吃特色早餐；再过一
周，我俩骑电动车沿新孟河向东
北到奔牛九里吃午饭，那里的特
色鸡肉又嫩又可口。新孟河为
我俩养老提供新模式，真的好幸
福！

明媚的金秋，天空晴朗，美
丽乡村令人心驰神往。国庆前
夕，我们张家埭十几个村民在界
牌镇界东社区组织下，来到了访
仙镇红光村鸾集翔村参观。

村庄入口铭牌以神奇的鸾
鸟形态打造，她在热烈欢迎着每
一位来宾！

我们首先跨进了红光村历
史陈列室这栋古老的房屋。该
村的历史文字图片一目了然，光
荣榜上，历年的老兵、如今的新
战士大名跃然纸上，党在培育，
英雄辈出。然后我们踏上村道，
只见沥青铺设，黑色整洁，犹如
开花芝麻，饱满结实。道路两旁
绿草如茵，居民家前屋后，果蔬
随处可见。茄子笑容可掬，豇豆
婀娜多姿，菜椒“青枝绿叶果儿
长，辛辣甘甜任人尝”，丝瓜“活
血又通络，瓤老洗刷乐浣娘”，枣
树上，累累硕果沉甸甸，吃到嘴
里甜到心……

不知不觉我们来到了该村
污水管网中心站旁，我做了几次
深呼吸，这里的空气清新无比！

热情好客的主人带我们踏
上仿古棕色高架走廊，两旁金属
宣传品令人耳目一新。追忆历
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阔步向
前。“魅力红光，逐梦小康”八个
红色大字格外醒目。这里绿洲
似海，花开四季。

我们走下高架，向南步行，
渠道西边广袤无际，喜看稻菽千
重浪，希望田野纵情唱……

大家跟随导游向东，鳞次栉
比的住宅，一层新居赛高楼——
这是拆迁居民的新家园，村民谈
笑风生，和谐相处享受小康。

来到荷塘边，这里的荷塘水
质清澈透明，犹如一壶芳香的美
酒，茶杯在车上，要不然我真想
斟满荷塘清水，尽情干上几杯，
一定清凉解渴。倘若我能有足
够时间在此欣赏，一定灵感倍
增，可以笔耕不辍，写上一篇《新
荷塘月色》。

连续几天，我仍沉浸在鸾集
翔的美景之中，真想为她引吭一
首新的《赞歌》！

新孟河畔欢乐多
■■ 姜云南

赞歌
■■ 张光继

一说到秋水，自然就想到了
眼睛。眉蹙春山，眼颦秋水。盈
盈眼波，清澈明亮。所谓伊人，
在水一方。秋水伊人，让人辗转
反侧的美在于清静宛然的姿态，
宁而寂却不孤。

秋水是秋天里最宁静，最不
慌不忙的。静水流深，一定是秋
水的通透和静谧。小阳春天气，
秋日最好的一段小时光，一定要
邂逅一湖秋水才不算辜负良辰
美景。

秋天的早晨是凉意沁沁的，
一起来忙着洒扫庭除，人间烟
火，无暇顾及生活之外的趣味。
无闲心无闲情去拜访清晨的秋
水，而没有了叨扰，秋水更是清
静悠然的。

如果你此时肯放下身外身，
世外世，到清晨的湖边，或者河
边，哪怕是公园里的池塘边走
走，你就会轻轻松松收获一篮子
幸福的蜜果。你脚步轻盈，思绪
清醒，满心秋水的宁和静，你还
会动辄生气吗？也许你这一天
都会有好心情。

阳光自由散漫地洒在午后
的秋水上，柔和的光芒，静谧的
水面，蕴藏着人世的岁月静好。
这时候常常是在某处景点游玩，
忽然就遇上了一片波光闪闪的
水域，惊喜也似阳光，呼啦啦抖
落一天地。坐下来，一边看阳光
下的秋水，一边欢喜地感受此刻
天地俱静又游人如织的热闹，这
世上再没有如此温软顺心的美

事，只想一直是此时此刻。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

长天一色。”傍晚的秋水是另一
番况味，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
日圆”的大气辽阔。正如一个人
的一生，越走越远，越走越阔大，
从小我走向大我。光阴愈深，看
世事愈清透明亮。

张大千有一幅《秋山秋水》
图，是他少有的粗笔纵涂横抹的
山水作品，秋日寂寥，却悠然自
得。树木和山头皆以浓墨重点
随意出之，秋水宁静而致远。落
款为：秋山在望，秋水无边。扁
舟载酒，寻我诗仙。

秋水无边，宁静方致远。落
款的末句“扁舟载酒，寻我诗仙”
最妙，点睛之笔，洒脱恣意，心中
盛着美好而遇见美好，这本是人
生就该有的样子。

波兰诗人切·米沃什有一首
叫《礼物》的小诗，诗这样写道：
如此幸福的一天。

雾早早散了，我漫步花园。

蜂鸟歇息在忍冬花。

在这个尘世，我已一无所求。

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我嫉妒。

我遭受过的一切邪恶，我都已忘

记。

想到我曾经是这同一个人并不

使我难堪。

在我体内，我没有感到痛苦。

当我直起身来，看见蔚蓝的大海

和叶叶船帆。

喜欢了很多年之后的一个
秋日里才发现这首《礼物》其实

是一湖明澈的秋水，在时光里沉
寂又明媚，照亮心意相通的人的
眼前路。

品若梅花香在骨，人如秋水
玉为神。最近看梁实秋的《雅舍
小品》，觉得他亦是担当起这样
的气度的。开篇《雅舍》翻来覆
去读，滋味绵长，梁实秋的风格
气质都在其中了。

“雅舍”是他在四川的居所，
初来时仅求其能蔽风雨，而现实
是“有窗无玻璃，风来则洞若凉
亭，有瓦而空隙不少，雨来则渗
如滴漏”。他并没有怨天尤人，
而是安之若素，以平静的心态，
风趣的眼光去发现这居所的个
性，他说:“有个性就可爱。”

所谓个性，不过是换个角
度，从缺陷里发现美。如篦墙不
固，门窗不严，与邻人可互通声
息破岑寂；地势较高，却得月较
先；陈设简朴，毫无新奇，但一物
一事安排布置俱不从俗。

后人评价他的文章说：“没
有生之无聊死之激烈的大悲大
喜，而是在简洁的文字中透出高
雅、平和，以及一种积极温暖的
情味。”冰心也曾说：“一个人应
当像一朵花，花有色香味，人有
才情趣，我的朋友，男人中只有
梁实秋最像一朵花。”我觉得他
更像秋日里静谧的一湖水。

秋水无痕。风浪过去，秋水
还是保持着简单的静谧，直起
身，看到的不是一地狼藉，而是
大海和船帆。

人如秋水玉为神
■■ 耿艳菊

追忆秦校长
■■ 袁习耕

老徐庄，老徐庄

土地是深沉的

河流在飞

大地在转

那些小山岗先后埋葬了我的父

辈

老徐庄，老徐庄

有时一只飞虫能撼动一棵大树

有时一段故事能感动一生

那些盛开的梨花，花瓣是透明

的

果实也有着玻璃的心脏

老徐庄，老徐庄

有时甜蜜素是苦涩的

记忆也是苦涩的

但留存在我梦里不多的记忆，

一经发酵

时间怎能冲淡记忆

老徐庄，老徐庄

请留下半亩方塘

为我安放活着的灵魂

和死去的魂灵

尽管河水已变得不再那么清明

有时水面还漂浮着阵阵令人掩

鼻难闻的恶臭

我仍然会在那里栽种来生

老徐庄，老徐庄

我的村庄，我美丽新娘

尽管她的婚纱是旧的

但在我的眼里却如同披着盛装

她让我兴奋得满面红光

有时彻夜难眠，有时魂牵梦萦

老徐庄
——写给我的村庄
■■ 朱香文

本 版 投 稿 请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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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郑州10月13日电 9
天内发生 3次编号洪水，小浪底
水库水位屡创新高，下游部分河
段洪水频频超警，今年的黄河秋
汛非同一般。目前，黄河大流量
过程仍在持续，防御形势依然严
峻，罕见秋汛洪水的最后一程将
如何防？

与黄河打了 35 年交道的袁
东良没有想到，今年秋汛如此“凶
猛”：从 9 月 27 日到 10 月 5 日，9
天之内黄河发生了 3 次编号洪
水，导致骨干水库水位不断被推
高，下游河段面临长时间、高水
位、大流量行洪考验。

袁东良是水利部黄河水利
委员会水文局副局长。他说，
这次秋汛洪水场次之多、过程
之长、量级之大罕见。潼关水
文站发生了 1979 年以来最大洪
水，花园口水文站发生了 1996
年以来最大洪水。黄河支流渭
河、伊洛河、沁河、汾河都发生
了有实测资料以来同期最大洪
水。

“3次编号洪水发生之后，小
浪底水库出现了建库以来最高
水位 273.5 米。”黄委防御局副
局长张希玉说，黄河中下游干
支流河道大流量行洪时间长，
目前大流量洪水还在持续。黄
河干流下游孙口以下河段及支
流汾河河津段的秋汛洪水仍然
超警。

受大流量洪水连续冲击，
黄河下游一些堤防和河势控导
工程出险概率将会增加。与此
同时，小浪底等骨干水库高水
位运行，工程安全同样面临考
验。

“目前，防秋汛仍处于关键阶
段，防御形势依然严峻。”国家防
总副总指挥、水利部部长李国英
说。

作为黄河上的水文“侦察
兵”，水文站工作人员每天进行的
水文测报，对防御秋汛洪水至关
重要。

“从9月27日开始，潼关水文
站全体工作人员昼夜轮转，加密
测报频次，每 1小时向各级防汛
部门滚动发送最新水情数据。
10月 5日 23时出现 5090立方米
每秒的黄河 2021 年第 3 号洪
水。”黄委潼关水文站站长张同
强说。

潼关水文站及黄河水情部门
及时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和实测
数据，为黄河防汛决策部署和水
库调度提供重要参考和支撑，是
这次秋汛洪水防御体现水文作用
的一个缩影。

要跑在暴雨洪水前面，必须
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
施，摸清洪水演进规律，及时复盘
洪水过程，使预测预报更为精准。

目前，黄河下游河段大流量
洪水仍在持续。水文站及支援测
洪人员仍需加密测报频次，精准
做好洪水过程控制，助力下游水
库科学联合调度，为防汛科学决
策提供及时准确的水文数据支
撑。

防御秋汛洪水，水库削峰滞
洪作用突出。黄河干流的小浪底
水库，右岸支流伊洛河的陆浑水
库、故县水库，左岸支流沁河的河
口村水库，是黄河下游防洪工程
体系的重要一环。

记者 10月 10日在黄河中下
游关键性控制工程——小浪底水
库看到，水库正通过三条排沙洞
和一条明流洞泄洪，往年这时则

一般不存在泄洪情况。10月9日
20时，小浪底水库达到建库以来
最高水位273.5米。

既要最大限度地泄洪，又要
考虑下游洪水不漫滩，水库实施
精准调度，对保证下游防洪安全
至关重要。

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
中心水量调度处值班员安静泊告
诉记者，为保证防洪目标实现，这
次调度实施历史上“精度最高的
实时调度”，即按照下游花园口水
文站流量 4800立方米每秒控制，
以50立方米每秒、调度精度高于
百分之一的量级对小浪底水库实
施精准调度。

“黄河下游河道艾山水文站
上下的卡口河段，目前的平滩流
量约在 4700立方米每秒，这要求
高水位运行的小浪底水库既大力
泄洪，同时下泄流量又不能太
大。”张希玉说，本次洪水调度在
确保小浪底水库安全的前提下，

保证下游洪水不漫滩，保护滩区
百姓生命财产安全。

目前，小浪底水库水位有所
回落，压力有所减轻。但是，下游
孙口以下河段洪水仍然超警，大
流量过程仍在持续，科学调度骨
干水库，做好干支流水库联合调
度，算好“洪水账”，依然是此次秋
汛防御安全收尾的关键。

夜晚的黄河马渡险工段，黄
委惠金河务局技术人员许光楠和
3 名协防队员身穿橘红色救生
服，手持电筒巡查值守。

许光楠说，2013年上班以来
没见过今年这样的秋汛。他现在
6小时轮一次班，每1小时巡查一
次责任河段，他和同事日夜进行
拉网式巡查。他从9月26日开始
就没有回家，吃住在大堤上的临

时帐篷里，巡坝查险，发现隐患和
险情及时上报和抢险。

许光楠是众多日夜巡查在黄
河大堤上的防汛人员之一。张希
玉表示，黄委正持续加强黄河下
游防守，夯实逐河段、逐坝责任
制，在坝头设置值守点，实行 24
小时不间断巡查，对大堤临水段
等防守重点重兵防守。

据黄委统计，目前，有 3.2万
人奋战在防洪一线。随着天气转
凉、气温降低，防汛抗洪人员长期
奋战在一线，容易疲劳厌战。同
时，受大流量河水连续冲击，堤防
及河势控导工程出险概率增加；
长时间高水位运行，水工程安全
面临挑战。

对此，李国英强调，各相关人
员要克服疲劳厌战思想和麻痹侥
幸心理，发扬连续作战作风，不松
懈、不轻视、不大意，坚决打赢防
秋汛这场硬仗。

10月 11日，《生物多样性公

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在昆明

开幕，来自 140多个缔约方及 30
多个国际机构和组织共计 5000
余位代表通过线上线下结合方

式参加大会，共商全球生物多样

性治理新战略，共同开启全球生

物多样性治理新进程。

“国际社会要加强合作，心

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建地

球生命共同体。”在《生物多样

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

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主席以

视频方式发表主旨讲话，站在

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高度，

深刻阐释保护生物多样性、共

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重大意

义，明确提出开启人类高质量

发展新征程的 4点主张，郑重宣

布中国将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的务实举措，充分体现了习

近平主席大国领袖的世界视野

和天下情怀，充分彰显了中国

作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

者、贡献者、引领者的积极作为

和历史担当，引发国际社会广

泛共鸣和深入思考。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

其养以成。”地球是人类共同生

活和守护的家园，生物多样性是

地球生命共同体的血脉和根基，

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

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

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

类可持续发展。1972年，联合国

召开人类环境会议，与会各国共

同签署了《人类环境宣言》，生物

资源保护被列入二十六项原则

之中。1993年，《生物多样性公

约》正式生效，公约确立了保护

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其组成

部分以及公平合理分享由利用

遗传资源而产生的惠益三大目

标，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开启了

新纪元。昆明大会以“生态文

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为主

题，推动制定“2020年后全球生

物多样性框架”，为未来全球生

物多样性保护设定目标、明确路

径，必将推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

理迈上新台阶，为全球环境治理

注入新动力。

当前，全球物种灭绝速度

不断加快，生物多样性丧失和

生态系统退化对人类生存和发

展构成重大风险。必须清醒认

识到：人类是一个整体，地球是

一个家园。当人类友好保护自

然时，自然的回报是慷慨的；当

人类粗暴掠夺自然时，自然的

惩罚也是无情的。良好生态环

境既是自然财富，也是经济财

富，关系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

后劲。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发

展蒙上阴影，推进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面临更大挑

战，面对恢复经济和保护环境

的双重任务，发展中国家更需

要帮助和支持。只有共建地球

生命共同体，才能应对各种全

球性挑战，共建美好地球家

园。习近平主席明确提出“构

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

园”“构建经济与环境协同共进

的地球家园”“构建世界各国共

同发展的地球家园”，这是对人

与自然应和谐共生的深刻揭

示，是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深刻把握，是对在共同挑

战下必须促进共同发展、携手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洞

察，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明

确了方向和路径。

大自然是包括人在内一切

生物的摇篮，是人类赖以生存发

展的基本条件。构建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我们要深

怀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尊重自

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探索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推动形成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格局，共建

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

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

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这是朴

素的真理。构建经济与环境协

同共进的地球家园，我们要以自

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

然中寻找发展机遇，加快形成绿

色发展方式，促进经济发展和环

境保护双赢，让良好生态环境

成为全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的支撑。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

交织叠加，各国人民对和平发

展的期盼更加殷切，对公平正

义的呼声更加强烈，对合作共

赢的追求更加坚定。构建世界

各国共同发展的地球家园，我

们要加强团结、共克时艰，坚持

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

动导向，推动实现更加强劲、绿

色、健康的全球发展，让发展成

果、良好生态更多更公平惠及各

国人民。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

人。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

的历史趋势。”只要各方携起手

来，秉持生态文明理念，站在为

子孙后代负责的高度，以前所未

有的雄心和行动，勠力同心，勇

于担当，就一定能共同构建地球

生命共同体、共同建设清洁美丽

的世界！

（转自《人民日报》）

洪水依然汹涌，黄河罕见秋汛如何防？

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论习近平主席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主旨讲话

深入学习贯彻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黄河防秋汛处于关键阶段

测与报：
做好水文“侦察兵”，提供汛情“晴
雨表”

调与泄：
算好“洪水账”，精确调度泄洪量

巡与守：
巡查薄弱环节，守住安全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