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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鹰城春意闹；
攻关致富，尧澧画图新。

尧山擂鼓，扶贫百日春潮劲；
澧水助威，致富小康大梦圆。

抓铁有痕，幸福全凭奋斗；
踩石留印，小康务必有为。

瑞雪迎春，神州壮美；
鹰城贺岁，气象万千。

作者：刘尊法

冬去金鸡增福寿；
春来玉犬旺人财。

雪映红梅开五福；
天翔紫燕剪三春。

春光骀荡鹰城美；
梦想腾飞骏业兴。

金鸡啄掉贫穷帽；
玉犬迎来幸福年。

作者：张振发

惠政动银锄，春开旺景；
鹰城追大梦，花满征途。

履新时代吉祥美；
贺岁鹰城欢乐多。
政惠农家奔富路；

胸怀使命践初心。

迈步小康倾大力；
放歌时代拓新程。

精准扶贫 善政清风播惠雨；
和谐圆梦 鹰城富浪漫春堤。

作者：丁学锋

瑞雪迎春生紫气；
寒梅怒放兆丰年。

鸡唱鹰城春意闹；
犬歌滍水福星来。

龙腾虎跃千家乐；
燕舞莺歌万户春。

鹰城演奏脱贫曲；
滍水长流致富歌。

作者：陈彦超

金鸡辞岁，舜日尧天光禹甸；
玉犬报春，年丰人寿壮神州。

十九大开拓康乐景；
双百年唱响复兴歌。

金鸡挺立中华铺锦绣；
伟业新兴时代绘宏图。

梅开冻土迎春暖；
雪送琼花兆瑞年。

作者：杨晓宇

惠政春风撑爱伞；
脱贫乐事遍鹰城。

扶贫频送三春暖；
共富不教一户寒。

鹰城唱响脱贫曲；
汝水涌来共富潮。

花炮迎春，为脱贫喝彩；
鹰城筑梦，让共富成真。

作者：谢振功

鹰击长空祥接地，

城闻忠犬旺连年。

高铁载春传捷报，
惠风入户贺新年。

合影平湖春上镜，
干杯盛世福生根。

风吹决胜攻坚号，
酒敬扶贫撸袖人。

作者：翟红本

神州添秀色；
禹甸发春华。

九州喜接元春日；
四海同迎大有年。

惠风和畅人增寿；
春雨滋荣地出金。

春风吹绿湛河柳；
时雨浇红应国花。

作者：陈钧鸿

善政扶贫圆美梦，
励精致富展宏图。

鏖战百天，脱贫破局移风起；
初心一贯，矢志为民负重行。

作者：陈福庆

2018（戊戌）年新春联
平顶山市诗词楹联学会供稿

◎陈鲁民

数十年里，我几乎每天都要写
上一两千字的文章，或给报刊投稿，
或充实博客、公众号，或就是写着玩
玩，宣泄一下情绪。有人赞叹，你能
坚持写这么多年，太不容易了，真有毅
力，真能吃苦，令人佩服。我不禁哑
然一笑，实话实说吧，这实在与毅力
无关，与功利无涉，也并非刻意坚持，
而是我的一种生活习惯，每天不写点
什么，就觉得难受，就寝食不安。当
然，我这种把坚持变成习惯的姿态，
与那些名人比还是相去甚远。

大画家齐白石，画了一辈子的
画，直到 90 岁高龄，还每天作画不
辍。他这也不是什么坚持，也不需
要坚持什么，因为他早已功成名就，
臻于顶峰，画作收入够吃几十辈子
的，不画他也高居国画泰斗之尊，再
画也不会给自己挣更多名利。可他
仍不舍画笔，每天都要画一阵子，画
到兴头上，连饭都顾不上吃。他曾
在 92 岁的一天上午写了 4 个条幅，
并在上面题字：“昨日大风，心绪不
安，不曾作画。今朝特此补之，不教
一日闲过也。”

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在
110 岁高龄时，仍每天伏案工作，研
究不辍，每月有一篇研究文章发表
在国内外的刊物上。当央视新闻频
道主持人问他：您都过一百岁了，又
有那么多成果，干吗还那么辛苦自
己啊？他坦然一笑：辛苦吗？我没
觉得，一辈子的习惯了，想改也难。

著名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
获得者李政道，已93岁高龄了，仍然
没有停止研究工作，每天演算。他
的方式是“随时工作”，累了睡上两
三个小时，然后起来接着做，有时甚
至拔掉家里的电话，专心于物理推
演。“累则小睡，醒则干！”这是李政

道的口头禅。现在，他每天仍要“生
产”出几十页手稿。李政道说他的生
活中根本没有娱乐，“我没觉得什么
苦啊，因为这就是我的生活方式”。

古今中外，那些在事业上获得
巨大成功者，无不得益于成年累月
的坚持不懈。这些人中，有的是出
于功利之心，为了成名成家，把获取
成功当成动力，所以，能够卧薪尝
胆，苦苦坚持；有的则是出于兴趣和
习惯，把辛苦劳作当成生活的一部
分，当成如同吃饭、睡觉一样的习
惯。我特别认可这后一种人，他们不
是苦巴巴地坚持，而是把坚持变成了
爱好、变成了习惯。于他们而言，工
作着是美丽的，奋斗着是幸福的。

然而，坚持往往与痛苦、煎熬、
硬撑相关联，一说坚持，就会想到含
辛茹苦、惨淡经营、卧薪尝胆，总之
是没什么好日子过。而如果把坚持
变成习惯，即便是精卫填海、愚公移
山那样的苦差事，也会习惯成自然，
甚至于甘之若饴，乐此不疲。

如果我们把坚持变成习惯，对
辛苦就能坦然接受，对劳累就会习
以为常，就会觉得奋斗是一种幸福，
坚持不懈就不再是对毅力的考验。
于是，我们就能在心平气和中积累
成功，就能自然而然走向辉煌，或许
会有那么一天，也跻身于李政道、周
有光、齐白石等成功者的行列，届时
可能同样会有人发问：您坚持了那
么多年，是不是很辛苦啊？我们可
能也会像李政道那样坦然回答：我
没觉得什么苦啊，这就是我的习惯。

把坚持变成习惯

想起战地写春联
◎张桂柏

那年，参加边境反击战的部队官兵
要在前线过春节。此前刚发生规模较大
的“1·15”战斗。怎样活跃节日氛围、进
一步鼓舞士气？我其时在前方做战地政
治工作。有一件事让我至今难忘，即写
战地春联。

军人上前线，与祖国更贴，爱人民更
切。对祖国、人民的理解，就非茫然、空
虚、概念的了，而是直接的恋情、真实的
思情、深沉的感情，是“母亲”哺我、我呵

“母亲”那种光荣与责任的交融。心中的
交点正是春联的写点。战地春联全然释
出了当兵图什么、扛枪做什么、打仗为什
么。

“昔日跨鸭绿江战强敌援朝护国，今
朝赴边陲地斗顽寇镇疆兴华”“指山为誓
保乾坤，竭节尽忠扶社稷”。从联句使我
想到老军长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和抗美援朝战争，如今又带部队投入反
击作战。春联不正反映老一代军人为国
为民的情怀吗？

“拳拳赤子心守护家国，殷殷战士情
拱卫关山”“精忠报国生而做人杰当有抱
负，奋勇杀敌死亦为鬼雄别无遗憾”。我
想起参战的战士，他们是国家实行计划
生育政策之后，亿万之家只生的“一胎”
呀。春联不正是“独生子”这代年轻军人
保国保民、豁命沙场的心声吗？

“捍神圣国土显英雄本色，灭来犯之
敌壮华夏神威”。参战的连、排级指挥
员，相当一部分是院校毕业干部。他们
投笔从戎，选择军旅，在祖国需要与个人
愿望之间找到了实现理想的最佳阵地，

《解放军报》头版曾发表通讯《小将出
马》，报道他们的沙场作为。春联正是

“学生官”靖国靖民、建功边疆的写照。
“碧血洒南疆捐躯为谁为中华振兴，

艰苦守边关幸福在何在万家欢乐”。那
次有父子、兄弟、夫妻一同参战的。有位
正处哺乳期的女军人，听了临战动员，写
下请战血书，坚决要求与丈夫共赴前
线。她叫来乡下父母，将孩子托付给他
们。两个老人，一个抱着孩子，一个捧着
奶瓶，赶到营门送行，幼小的孩子哇哇直
哭要妈妈……在场的所有人都流泪了。

“吃亏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亏了我
一个，幸福十亿人。”后两句，也有改为

“牺牲我一个，幸福十亿人”的，从边疆传
到内地，一度在人民群众尤其青年大学
生中引起反响和共鸣。那会儿我们的国
家改革开放多年，经济文化发展，社会风

尚日新，高等教育考试也恢复了。而社
会上却出现了所谓吃不吃“亏”的谈议。
春联恰是前线官兵抛家舍业、撇圆拣缺、
弃暖择寒的崇高表白。

平时有窘语，战时无穷词。回想春
节期间的战场，从机关到基层、从后方到
前沿、从战斗部队到保障分队，处处写联
诗，人人吟联歌。可谓是，藏兵洞避弹洞
无洞不联，远程炮近程炮无炮不联，救护
所修理所无所不联，长堑道短坑道无道
不联，大帐篷小帐篷无帐不联。

看指挥所联句：“疏运筹手无良机遇
轻敌战不可胜，精谋划胸有成竹摧重兵
势不可挡”这是司令部作战处一联；“千
条蛛丝牵将士烈心，万次铃音传敌我撼
声”这是通信处一联；“码码若泰山，字字
如军令”这是机要处一联；“梅花兰花木
棉花鲜由碧水浇灌，党员团员指战员傲
因赤血笑战”这是组织处一联；“爱才荐
才用才慧眼精选胜战才，将官校官尉官
战火淬砺文武官”这是干部处一联；“一
腔热血藏砚底写战斗檄文，千般激情走
毫端著胜利华章”这是宣传处一联；“天
喜地喜上下平安大欢喜，山笑水笑内外
和平真欢笑”这是保卫处一联；“兹节约
半丝半缕半寸布，不浪费一粥一饭一分
钱”这是财务处一联；“攀山涉水周身汗
渍，遣衣送食满心甘甜”这是军需处一
联。此联彼联，紧与责任相联，写对子不
离打仗事。

看作战一线联句：“大洞小洞猫耳洞
洞洞藏龙卧虎，步枪机枪冲锋枪枪枪怒
火满膛”这是步兵联；“挥千炮炮炮长眼，

发万弹弹弹生刺”这是炮兵联；“破敌障
当开路先锋，打头阵做无名勇士”这是工
兵联；“驾铁骑执枪保边关，举钢盾飞矢
破敌胆”这是坦克兵联；“电波哒哒望长
空不愧千里眼，键铃嘀嘀贯四方当好顺
风耳”这是通讯兵联；“车轮滚滚横神州
东西，马达鸣鸣纵关山南北”这是驾驶兵
联；“时时想战友煎炒炖烩饭菜香，处处
为同志锅碗瓢盆叮当响”这是炊事兵联；

“战刀刺刀手术刀边疆闪铸天下英雄刀，
战台擂台手术台白衣守固烽火台”这是
医院救护队联。有道是，这联那联，联联
射放英雄主义；这句那句，句句闪映乐观
主义。

春联多内涵，书写各有方。我在战
地所睹联句，用笔墨纸砚书写的只是一
部分，因地制宜、因陋就简的则有更多。
在大山浇注的有之，在石块勒刻的有之，
在帐篷涂抹的有之，用彩砾镶嵌的有之，
用泥丸摆列的有之，用蕉叶裁剪的有
之。而官兵把手指咬破，用鲜血描画的
更值瞻之。人称，春联是政治动员令、思
想兴奋剂、精神战利品，因而，普遍地被
观赏、被收集、被吟诵、被玩味。有的抄
到日记里，有的录到家书里，有的拍到相
机里，有的收集成册、制成视频，还有的
单位专门组织战地春联朗诵晚会。前线
指战员的爱国热情一旦被激发出来，就
会涌迸无穷的智慧和力量。打仗是这
样，挥写、运用战地春联亦如此。

战地春联，只是一个缩影。这样一
支威武文明之师，在甚仗面前打不赢、战
不胜？

年味儿
◎徐学平

知乎上有个问题是这样的：“人到中
年是种什么体验？”得票最高的回答是：
人到中年，突然像是被生活紧紧掐住了
脖子，可以呼吸，可以活着，但动弹不
得。我明白这种感觉，四十来岁的时候，
我的角色是儿子、是父亲、是丈夫，肩上
的责任很重。然而，突然有一天，父母去
世了，抱在怀里的儿子长出了喉结和胡
须，又在 1500 公里以外的深圳定居，365
天能见面的时间只有一个零头时，我才
明白，我没有担子了。但每到农历腊月，
我都比儿子紧张得多，他能不能抢到回
家的火车票，成了我最关心的问题。

近日，遇到邻居或是熟人朋友见面
打招呼，人家总是问一声：儿子快回来了
吧？每每此时，心中便涌起另一番滋
味。我明白，他们所说的回来，是人们传
统观念里回到我们这个家。有了小家不
算家，只要父母健在，那个生你养你的家
才是你的归宿，才是回家过年的终点
站。所以，无论年龄多大，无论是否已有
子女，只要老父老母还在，我们都会习惯
而幸福地说：“春节，我要回家过年。”

而家的这一头，也在企盼着儿女归
来的脚步。一到腊月，做父母的会掰着
指头数离孩子回来的日子还有几天。

珠三角是打工者最多的地方，一到
春节在这里的北方人蜂拥北归，于是买
票成了最大的难题，我儿子也不例外。
现在春运车票可以提前两个月订了，儿
子除了自己一有空就盯着电脑之外，还
宁愿多掏两百元让“黄牛”给他订票，甚
至委托朋友参与订票。可即便如此，从
去年12月12日开售春运票到今年1月29
日，一个多月时间里他还没有抢到票。

老婆在电话里对儿子说：“你干脆买
初一初二的票得了，那两天肯定好买。”
这个提议当即遭到了儿子的拒绝。看
来，在儿子心里，赶回来和家人一起过年
是最重要的。好在儿子心想事成，30 日
这天，终于买到一张从深圳到许昌的高
铁票，时间是农历腊月二十六，他第一时
间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我们。

今年是儿子去深圳工作后第三次回
来过年，记得去年春节，儿子回来时笑嘻
嘻和我比身高。比肩而立，比我还要猛
一点儿。曾几何时，儿子还在我的怀抱
中哇哇大哭，现在居然人高马大站在我
的面前，就像一棵树。

怀着儿子的时候老婆尚在农村种
地，我不在家，她什么农活都要干。8 个
月，她腆着大肚子修烟杈；9个月，在花生
地里拔草，弯不下腰，就拿个玉米皮编织
的蒲团坐着拔。甚至还用手抓农药面往
玉米上撒，背着喷雾器给庄稼打农药，农
药水曾浸湿了背。现在想来，就是烂了
一亩花生、一片玉米又如何呢？儿子如
果生下来残疾，我们会后悔一辈子的。

儿子贪玩，丢三落四。上了学，语
文、历史等还行，数学、物理什么的，简直
一塌糊涂。我也不爱学数学，可能和我
的遗传基因有关，但我也没有像他5岁时
还不识 5 个数啊！我简直看不出儿子的
优点了，于是我问他：“你自己说说你有
什么长处。”他略加思索后说：“我就只说
一两点儿吧，一个是我的漫画画得好。”
你还别说，他画画的天赋从1岁多就显现
出来了，他画的东西不是看着临摹的，而
是看了什么记在心里，然后根据心里想
的再画到纸上。客厅里还挂着儿子初一

时画的一幅漫画，名字叫“全家福”：妈妈
骑着老鼠手舞足蹈；爸爸一只手举个托
盘，里边放着切了的西瓜，另一只手里拿
一块咬了一口的西瓜牙儿，咧着大嘴在
笑；姐姐戴个比瓶底还厚的眼镜在傻笑；
他自己站在最前边，伸出两个手指头做
胜利状。

上高中时，儿子住校了，一星期回家
一次。刚开始，我和老婆欢欣鼓舞，觉得
终于解放了。然而，几天不见儿子，又感
觉心里空落落的。特别是老婆，生怕儿
子在学校吃不好，时不时会做些好吃的
送去。

高中毕业后，这小子报考了武汉的
大学。每年寒假、暑假各回来一次，回来
也常常不在家，终天都是找同学厮混。
大学毕业时，我们想让他回平顶山就业，
可他的志向是更远的地方。他学的是动
画专业，整个河南跟他对口的企业都很
少。大量的调查之后，他最终把目的地
定在了深圳。

转眼间儿子在深圳工作3年多了，他
在那里如鱼得水，干的是自己喜欢的工
作，虽然经常加班，但他累并快乐着。于
是，我们见到儿子的次数越来越少，高中
是一周一次，大学是一年两次，现在只有
春节的短短几天。儿子成了风筝，我们
手中的风筝线却越放越长。特别是前不
久儿子的户口也迁到深圳了，这让我们
感到拉线也力不从心了。

我家的老宅在父母去世后被拆掉
了。离开家乡之后，我虽然像风筝一样
四处飘荡，但因为有父母在老宅住，就像
有一根线一直牵着我，使我不会从老家
老宅走脱。现在儿子也成了风筝，但不

知他是否有这样的感觉。我想是有的。
儿子工作之后，每次春节回家，和同学们
相聚的次数明显少了，他更愿意天天与
我们在一起，带我们去看电影、下馆子。
他妈妈心疼他花钱，他总是笑笑：“给你
们花，我乐意。”

几天前我读到一首诗，题目是《鹧鸪
天·空巢老人盼儿归》：“岁月匆匆又一
年，儿行千里母忧怜。梦回相见心霏语，
晓醒不堪泪滴涟。朝瞻望，暮怀牵，新春
将至盼归还。佳肴美酒皆丰备，谁晓还
能几聚欢。”

读罢，思绪万千，感慨颇多。父母在
世时，每当过年，就要给他们准备点年
货，还要带着老婆孩子去和老人们团圆，
为的是得到一分温暖，也送上一分温
暖。如今他们不在了，过年时就有了几
分惆怅和失落……

腊月里的等待
◎张振营

一年又一年，似乎如今生活好
了，每一天都像在过年，反而觉得年
味儿一年比一年淡了。

说起年味儿，小时候在乡村，每
当过了腊八节，家家户户就开始忙
年了。大扫除、杀年猪、贴对联……
到了腊月二十四，庄户人家的大院
里支起土灶，开始制作各种年货：花
生、瓜子、藕夹、肉丸、汤圆、包子等
等，或炒或蒸或炸，一直忙活到除
夕。小伙伴儿们也开始三五成群，
结伴游荡，趁大人无暇顾及，跟父母
要上几毛零钱，买一盒小鞭炮，偷爸
爸一根烟，把鞭炮点着了，一个个地
扔出去，过年的序幕就在那噼啪声
中拉开了。那个时候的年味儿，好
像大都关乎快乐。

上了大学，开始不愿意在家过
年。总以为走出了乡村，见识了外
面的世界，家乡的种种都与自己格
格不入了。不愿意去街上凑热闹，
情愿一个人在家里戴上随身听，听
一上午崔健的摇滚。过了大年初一
就想早早返校，过自由自在的生
活。虽说父母总想多留自己几天，
但想要离家的心却似拉满的箭，拦
也拦不住。那个时候的年味儿，好
像大都关乎自由。

工作以后，春运的车票成了阻
断家乡年味儿的屏障。所有童年的
味道都成了昔日的回忆，再也提不
起半点兴趣。一个人孤单地漂泊在
异乡，只有在大年夜接到父母的电
话，才能让我想起是在过年。后来
结了婚，有了另一个人的陪伴，过年
才开始有了别样的味道。不管是在
家乡还是在异乡，有了自己的家庭
以后，感觉在哪都不再重要，重要的
是只要两个人能在一起。那个时候
的年味儿，好像大都关乎爱情。

女儿出生以后，当了父亲，才突
然发现，自己的爸妈已经老去，这个
时候的年味儿开始厚重起来。不在
父母身边，过年就是回到他们身边
的理由。于我来说，每一次的相见，
是父母渐多的白发、渐深的皱纹、蹒
跚的脚步和几十年不曾变过的唠
叨。每当过年，看到长大的孩子、老
去的父母，恍然间想起小时候父母
替我操劳的身影，不觉间热泪便充
盈了眼眶。这个时候的年味儿，好
像大都关乎亲情。

年，承载了我们太多的希冀和
憧憬。年前的准备和热闹是浓浓年
味儿的报晓者，为我们拉开新年的
序曲。年味儿在渲染的气氛里，年
味儿在飘动的思绪里，年味儿在每
个人流淌的血液里，让我们看得见、
闻得着、品得到。都说年味儿已淡，
曾几何时，我也觉得无趣。但现在
的我真实地觉得，年味儿没有变，只
是年华变了；岁月也没有变，只是我
们变了。

恭贺新春乐 李光宇 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