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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诸葛亮运筹帷幄七擒七纵孟获决胜千里之外的
神机妙算袁 也有冀王石达开兵败大渡河为救部下
随从投降惨遭凌迟的悲壮激越曰 既有刘伯承与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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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或独行袁或同伴袁翻山越岭袁实地考察袁用心观摩袁
凭吊先贤袁热情澎湃袁以文字当笔尧以热情作墨袁在
风光神奇隐秘的西南大地上勾勒出一大批或忠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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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寅仲夏的一个下午，吕庚佐同志手捧一本厚厚
的诗词书稿，请我为其写个序言。我建议他找个资历
深、诗词水平高的人写更合适。他说，我和你共事多
年，你了解我，我熟悉你，你能为别人的书作序，就不
能为我写一篇……

知心朋友之间的交往总是直捣黄龙，开门见山，
客套话自然全免。庚佐的这几句话让我找不出推辞的
理由。我与他有“四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同在公社
当通讯报道员、当秘书；八十年代后期同在县委办公
室“爬格子”好几年；之后又先后都到乡镇干了多年

“八品官”；在县直机关退休后，又鬼使神差地共同爱
上了格律诗词创作，十来个情投意合的诗朋词友经常
凑在一起，小酒几杯，家常菜一桌，探讨切磋平仄对仗
如痴如醉，有时也海阔天空侃大山，情同手足……想
到这些，你想偷懒不写从感情上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
去的，必须将这个活接下来。想到这些，感慨万千，吟
七绝一首以记之：

情同手足感怀牵袁岁月峥嵘显眼前遥
今日皆为诗赋友袁陶然自乐享天年遥

我有自知之明，像我这样资历不深，学养不足，底
子不厚的人为别人的作品写序，充其量只能是“读后
感”罢了。

首先，我佩服庚佐的“快”。明湖诗社的诗友们对
庚佐有一个共同的评价是“快手”。他入门快。明湖诗
社成立于 2017 年 11 月 24 日，虚龄已经有 6 岁了，是
在诗坛老前辈储农先生提议下成立的，他是第一任社
长。庚佐开始格律诗词创作也就是两三年时间。他
2015 年出版的诗歌散文集《故乡月色》中，虽然也有
诗歌部分，但没有一首格律诗。他入社后进入角色很

快，大有“快船迟开早进港”的势头。不是吗？这本诗集
一下子就纳入了 7 个部分、240 首诗词作品，虽然是
格律诗与新体诗“合璧”集，但还是格律诗词占大半壁
江山，因此，这本诗集是格律诗在唱主角，可喜可贺！

庚佐学写格律诗词不仅入门快，而且创作速度也
快。当诗社确定一个主题后，大多数诗友还在构思中，
他往往是第一个“交卷”人。“出手快”源自刻苦和勤
奋。同种庄稼一样，只要你精耕细作，肯用力气，必然
获得好收成。庚佐入社才两三年，就先后在报纸杂志
和网站上发表 60 多首格律诗词，其中不乏精品。在庆
祝建党 100 周年诗歌创作中，他的一首七律《建党百
年庆》被省、市两级诗社采用，并由著名书法家书写，
在省级机关老干部诗社展览。这里不妨引用一下，让
读者先睹为快：

阿夫巡洋炮声隆袁波涌南湖唱大风遥
星火燎原惊赤地袁锤鎌漫舞撼苍穹遥
抗倭灭蒋江山固袁强国安民社稷雄遥
华诞百年思党史袁神州永颂润之公遥

这首七律，不仅立意好，而且平仄对仗上也看不
出任何“硬伤”，一滴水见太阳，就从这首诗中就可以
看出庚佐同志在格律诗词创作上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学写格律诗的人一般都从绝句开始练笔，七律是比较
难啃的一块硬骨头。但是，庚佐就是凭着一股“初生牛
犊不怕虎”的精神，攻下了七律后，又在词创作方面，
左冲右突，一路过关夺隘，《临江仙·国庆阅兵》《水调
歌头·奋力铸辉煌》《定风波·秋色吟》《念奴娇·观跨过
鸭绿江感赋》《潢江红·白衣天使出征》等多篇词作品，
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词牌进行创作，其艺术水
平可圈可点。

庚佐的这本诗集的另一个重要特色是“诗路”特
别宽。正因为诗路宽，所以我将这篇序言定名为《诗路
开阔唱大风》。本书共七个分辑，240 首诗词作品内容
几乎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字里行
间充满正能量，可以这样说，这本诗集是时代风采的
赞歌，江山如画的颂歌，红色记忆的组歌，战疫胜利的
凯歌，甜美的田园牧歌，相和酬唱的情歌，心有涟漪的
恋歌。

写到这里，我还想借此说点题外话，格律诗词的
大名其实叫中华诗词，她是文学艺术领域的一颗璀璨
明珠，自公元前 11 世纪至今，有文字可考的诗歌史一
直没有中断。追溯至 20 世纪早期，在反封建的革命浪
潮下，引进西方文化催生的自由体新诗，取代了中国
传统诗词的地位。但是二十世纪中期，毛泽东、朱德、
董必武、叶剑英、陈毅、胡乔木等老一辈革命家都有格
律诗词集问世。极其热爱传统诗词的毛泽东主席，还
说过格律诗“一万年也打不倒”的经典语录。到了二十
世纪八十年代思想解放的热潮中，中华诗词“春风吹
又生”迎来了“柳暗花明”，经历了 40 年的回归、复兴，
出现了今天空前的繁荣局面，特别是央视的《诗词大
会》和《经典咏流传》两档重头节目的反复引领，中华
诗词正在从“小众文学”走向“大众文学”。我们射阳出
现了一批老中青相结合的中华诗词爱好者，这是一件
令人欣喜的大好事，在庚佐之前，除了以储农为首的
诗坛老前辈们早已出版过个人诗集外，近年来明湖诗
社的李清正、王淑云、王锐、谷将等同志也先后出版了
个人诗词集，还有些诗友正在准备出诗集，在此，我们
一并表示诚挚的祝贺！

诗路开阔唱大风
———序《诗路花雨》

颜玉华
最近，工作之余我认真阅读了路遥的《平凡的世界》

这本书，感触很多。《平凡的世界》是路遥文集中分量最重
的一部长篇，全景式地描写了中国现代城乡生活，通过复
杂的矛盾纠葛，以孙少平等人为代表刻画了社会各阶层
普通人们的形象，人生的自尊、自强与自信，人生的奋斗
与拼搏，挫折与追求，痛苦与欢乐，纷繁地交织，读来令人
荡气回肠，就好像自己在聆听一首经典交响曲。作为一名
文学爱好者，阅读此文，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感觉到《平
凡的世界》，就是一首震撼心灵的史诗。

平凡,是生活的本色。我们每一个人，对于这个浩渺
的世界来说，都十分渺小、脆弱、微不足道。这个世界也是
平凡的，悲与欢、生与死、穷与富、世事的变更，于历史的
长河来说，无非是些平凡事。对于平凡，我素来都是这样
认为的，直到读了一本书———《平凡的世界》，这才恍然大
悟。

《平凡的世界》就好像是一叶神奇的小舟，它载着我
们离开平凡的生活，漂向精神的彼岸。能够欣赏《平凡的
世界》就是一种幸福。它就像一首美妙动听、博大宏远、亲
切柔婉的乐曲，带给我们心灵的共鸣、灵魂的升华。

我很喜欢路遥的出发点———平凡的世界。他的世界
是平凡的，这只是黄土高原上几千几万座村落中的一座。
从小处着眼，作者刻画出一个个普通人物平凡的人生旅
程，衬托日新月异的时代变迁，反映人们的思想，给人以
亲近，给人以启迪。但路遥却在平凡中看到了他的主人公
的不平凡。比如说孙少平，我认为孙少平这个人物是全篇
文字的主线，通过他的成长和成熟的经历，展现给大家面
前的是那个时代整整一代人对生活的憧憬与无奈，他的
人生就是一曲“交响诗”。他受过了高中教育，他经过自学
达到可与大学生进行思想探讨的程度。作者赋予了这个
人物各种优良的品质，包括并不好高骛远。贫穷曾让许多
有理想的人们意志消亡，可在逆境中人们的自卑与懦弱
我们没有理由去嘲笑它，相反我们要用另外一种眼光去
学会欣赏，孙少平就像自己演绎了一首“幻想交响曲”。那
种战胜自我，重塑信心的渴望中所表现出自卑里的坚强
让我敬畏，因为那也是一种精神。战胜困难，摆脱束缚，让人们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如何体会生活中间的亲情、友情、爱情，学会生活，懂得
珍惜，对于我们这一代人，也是一种警醒。在路遥的世界中出现的都
是平凡的人物，正是在这些平凡的人物里他描写着人性中的善与美、
丑与恶。在他的世界里，人的最大的优点就是认识到自己是平凡的。
这点从孙少平身上得到最突出的体现。他认识到了平凡，也选择了平
凡，也就好像他在演唱一曲独特的民歌《上去高山望平川》。

最让我赏识的是，从这些平凡人的故事中，作者给我们引发了一
个深刻的道理，那就是我们怎么去生活，和我们对生活的态度和思
考，书中多次提到对人生的舞台，这可能是这本书的深邃所在，也是
这本书的精华。

如果能深刻理解苦难，苦难就会给人带来崇高感。……如果生活
需要你忍受痛苦，你一定要咬紧牙关坚持下去。有位了不起的人说
过：痛苦难道会是白受的吗？它应该使我们伟大！什么是平凡？那种
迷失在平凡的生活之中，眼中熟悉了平淡，思想上甘于平庸，生活上
安于现状的人，才是真正的平凡。

这是一个喧嚣浮躁、道德危机的时代，每一个还拥有梦想并在追
梦的人们都该再重温《平凡的世界》，它会让你懂得：尽管命运是那样
的不公，尽管社会有那么多的不公，可只要你能够不屈不挠、艰苦奋
斗、勇往直前终能获得最后的成功。每一个正在虚度生命的人们都该
读《平凡的世界》，它会让你懂得珍惜，这又像我们每个人在演奏电视
片《话说长江》的主题音乐———《长江之歌》。

《平凡的世界》对我的影响也许我现在还无法预测，有一点是肯
定的，它给予我一种来自灵魂的震撼。它改变了青春时期的我。我的
思想，我的行为，我的态度。真的是无法言说，只记得那段时间自己好
像很麻木，就像回到了那个时代，内心充满着各种幻想。我开始变得
多愁善感了，我感觉世界事多么的美好。

生活没有如果，他们的命运告诉了我们。我们每个人的命运都受
制于这个时代。我们不能完完全全的决定着自己的命运，我们要做的
是怎样让我们更幸福。有远大的理想很好，想平凡的生活也好，这只
是我们追求幸福的一种途径，请大家赶快阅读《平凡的世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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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读了白岩松老师的一篇关于饥饿感的文章，觉得很好，
很有收获。他在文中讲了自己关于饥饿的故事，使人深受启迪。

经历过物质相对贫乏的人，应该对饥饿有刻骨铭心的记忆。不过
很多美好的记忆，也因饥饿而来。白岩松是 1968 年生人，对饥饿是有
深刻记忆的，所以多年以后，回忆同学煮的一锅方便面加香肠和蔬
菜，成了印象中的超级美味。

这一点我也是有体会的，记得小时候父亲有一年秋天从“河工”
上回来，带回一块面包，我当时觉得又香又酥，特别好吃，直到现在，
那种感觉还记忆犹新。其实，这块面包肯定是父亲自己没舍得吃，省
下来带给他的孩子们的，未必多么新鲜，也未必多么美味，我之所以
觉得好吃，更在于我第一次吃面包，更在于那个年代吃不到什么好吃
的东西。很可惜，现在即使品质再好的面包，也吃不出当年那个味了。

对物质的饥饿如此，对精神的饥饿也是同样的。因为饥饿，你会
真心善待、珍惜一些东西。小学的时候，姐姐用节省下来的钱给我买
了一本《儿童文学》，很厚的一大本，里面收录了十几篇优秀的中短篇
儿童小说，文字很优美，故事更吸引人。这本书陪伴我度过了许多个
春夏秋冬，那时候，我认为它就是最好的书了，一直像宝贝一样爱护
着。邻居我儿时最好的朋友“二东子”几次来借，我都推说没看完，没
有借。直到几年后，他又来借，我也没有借口了，只好让了出去，只可
惜它再也没能被还回来。这件事，我一直后悔到现在，还几次梦到这
本书。

写上面的话，我绝不是留恋过去相对贫苦的生活。应该说，我们
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越来越丰富，再也不用去
过那种穷日子了。但，日子好起来以后，我们大多数人的饥饿感消失
了，却是一件可惜的事情。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现在可以说人人都有手机，相当多的精神
产品可以从手机上获得。大家都会有一种错觉：通过手机可以获取无
数的知识。进入互联网时代，知识已经是基本的、易于获取的东西，但
它不一定会变成你的智慧，也不一定能够提升你。对于相当多的人，
只是用这些所谓的知识来消磨自己的时间，或者并不在意每天看了
什么，只是觉得“看了”才安心。许多手机里的“知识”只是一种快餐式
的美味，让你感觉不到“饿”。当免费的“知识”占有你大量时间的时
候，它变成了最贵的东西，因为你以为自己知道的东西越来越多，实
际却在原地踏步，这些东西并没有滋养你的生命，改变你生命的厚
度，而你宝贵的时间却偷偷地溜走了。

可能大部分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如果饱食终日而无所事事，就
会食欲不振，吃什么都没有胃口，而一旦你做了大体力的劳动或锻
炼，变得饥肠辘辘，就会恢复食欲，吃嘛嘛香了。物质上的“饿”是如
此，精神上的“饿”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所以，我们要有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恢复精神的饥饿感，而不
应该停留在低层次上，止步不前，乐此不疲。要以有限的生命畅游无
垠的知识海洋，享受学习，快乐学习，努力将知识变成营养，成为智
慧。要让手机成为我们获取智慧的工具，而不是把自己变成手机的奴
隶，让手机消耗我们的生命。这样，在适度的饥饿感中，我们的精神也
将收获更多的愉悦，我们的生命也将更加精彩和轻盈。

恢复精神的饥饿感
杨启林

本报讯渊通讯员 崔飞龙冤6 月 20 日，县委党史
办走进射阳经济开发区中联社区开展红色经典诵读
进村居活动。

此次红色经典诵读围绕“重温百年党史·喜迎二
十大”，县委党史办相关负责人以《中共华中工委在
射阳》为主题，向广大党员同志讲述了华中工委在射
阳创造的历史功绩、华中工委与射阳人民结下的鱼
水深情。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的描述，让
与会党员同志追忆了那战火纷飞的年代，深刻体会
老一辈革命家浴血奋战，艰苦奋斗，为建立新中国所
付出的心血。

据了解，今年来，我县围绕“喜迎二十大·阅读颂
辉煌”，将红色经典诵读融入党员统一活动日，组织
全县党员干部诵读红色经典，进一步提高党性修养，
深化党员干部担当意识，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
长效化。

县委党史办

开展全民阅读进村居活动

本报讯 渊通讯员 王静 沈蓉蓉 记者 李凤
启冤经典浸润人生，诵读彰显魅力。今年是党的二十
大召开之年，为进一步弘扬红色文化，厚植广大干群
爱党爱国的情怀。近日，兴桥镇新庄村开展“喜迎二
十大·阅读颂辉煌”强国复兴有我红色经典诵读主题
阅读活动。

活动现场，新庄村党总支副书记黄河带领大家
诵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
要》。参加活动的村组干部及群众代表在认真阅读各
类红色书籍后，结合自己的工作、生活、学习，从不同
角度分享读书体会，畅谈读书心得。他们纷纷表示，
通过这样的读书活动，可以养成读书习惯，提升个人
修养。

本次活动，新庄村分别给参加活动的读者赠送
图书。通过读书赠书活动，使村组干部、群众养成爱
读书、善读书、读好书的习惯。通过诵读领学、互相分
享等形式认真学习书籍中的理论，筑牢思想根基。

下一步，新庄村将持续开展“喜迎二十大·阅读
颂辉煌”强国复兴有我系列阅读活动，引导党员干部
和群众阅读红色经典书籍，扩大阅读面，营造全民阅
读的良好氛围，推进全民阅读常态化、持续化、长效
化。

兴桥镇

开展红色经典诵读主题阅读活动

《中国少年》
作者院韩青辰
出版社院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时间院2022 年 5 月
内容简介
这部长篇小说聚焦新安旅行团的光辉精神

在当代校园的传承袁采用双线结构尧儿童视角袁从
新安小学将要排演的一部关于新安旅行团的话
剧切入袁在探访尧学习和交往上展开精彩的成长
故事遥 一方面讲述特殊年代里新安小好汉们践行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念袁 在党的关怀和领导下袁
以文艺为武器袁唤起民众抗日救亡的决心袁宣传
党的主张袁努力成为时代新人的英雄事迹袁将新
安小好汉爱国奋进的昂扬风貌进行了充分的文
学表达曰同时袁通过当下少年学习新安旅行团奋
斗历史袁践行小好汉红色精神的动人故事袁刻画
出秦思宇尧俞子航尧董博等多位少先队员的鲜活
形象袁展现了新时代少年勤奋好学尧乐观向上的
精神风貌遥 作品内容新袁题材新袁故事结构与情节
的选择和处理得当袁整部作品结构宏阔袁将时代
情怀尧国家叙事融入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袁以细
腻流畅的文笔和曲折精彩的情节袁让故事引人入

胜又耐人寻味遥
作者简介
韩青辰袁 籍贯江苏泰

兴袁 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
系袁一级作家袁南京市作协
副主席袁有叶我叫乐豆曳叶因
为爸爸曳叶小证人曳 等七十
多部文学作品出版遥 作品
获得野五个一工程冶奖尧全
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尧 陈伯
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尧 蒋风
儿童文学青年作家奖尧冰
心儿童文学新作奖大奖尧野周庄杯冶 全国儿童文学
短篇小说大赛一等奖尧紫金山文学奖等袁入选野优
秀儿童文学出版工程冶尧新闻出版署野向全国青少
年百种优秀出版物冶野大众喜爱的 50 种图书冶 等袁
入围野中国好书冶尧国家图书馆野文津图书奖冶等遥部
分小说被改编成舞台剧尧音乐剧遥作品被译介到俄
罗斯尧美国尧日本尧突尼斯等国家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