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副 刊 编审：桂运东 编辑：陈长军 王董斌 检校：陈华 石磊 版式：吕宙

2020年 12月 12日

电话：办公室（白天）3318596 总编室（含夜班）3327287 记者部 3327645 要闻部 3327915 副刊部 3319636 摄影部 3318286 随州市政府门户网站编辑部 3319656 随州新闻网 3319535 随州论坛 3323288
随州日报社大随传媒有限公司 3312088 随州日报社网络传媒有限公司 3311288 随州市红宝石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3311869 印刷厂 3581559 零售每份 1.00元

海卿嘱我为《映山红文丛》第三辑撰
序，并且说全部文稿整理就绪，发稿在
即，真没有想到他们的行动这么快。

去年，《映山红文丛》刚出版了第一
辑、第二辑，共十二册。因为是广水市首
次以“文丛”的形式公开批量出版文学作
品，也是广水籍作家首次以这种形式集
中亮相，展示广水文坛的中坚力量，所以
引起了广泛关注，收到了良好的社会反
响。《湖北日报》《随州日报》等媒体报道
了广水的这件文坛盛事，随后，市委宣传
部和市文联组织了较高规格的“映山红
文丛”研讨会，湖北作家网、中国作家网
先后对研讨成果进行了报道。

因为广水文学队伍的这次集中展
示，市新华书店将设立“广水作家作品专
柜”，开辟作家与读者面对面交流的文学
沙龙，以促进广水文学繁荣。市图书馆
也决定开设广水作家作品的借阅专柜，
扩大阅读影响。

回头看来，《映山红文丛》一、二辑顺
利出版，也在广水文坛产生了一种无形
的鼓动效应。第三辑选录了八位作者的
作品，作者身份更加多样化：公安干警、
人民教师、医生、乡镇公务员、行政退休
干部、农民、自由职业者等。从作者年龄
上看，一二辑作者主要是 20世纪 50年代

至 70 年代出生的人，而第三辑作者年龄
层次分布很广，从 20 世纪 40 年代至 90
年代，每个年代出生的作者都有，充分显
示出广水文学队伍的年龄梯次结构。

丛书主编海卿还告诉我，去年出版
的一二辑中，除了三部散文之外，其余九
部都是诗歌，而第三辑的文学样式则呈
现出多样化，小说、散文、纪实文学、诗
歌、诗词等各种体裁都有展示。

记得在那天的《映山红文丛》研讨会
上，几位与会的朋友表示，他们要争取被
录进第三辑，并且希望我继续为文丛写
序。感动之余，我真的感到文丛有没有
序言并不重要，由谁来撰序也不重要。
还是我那天在会上强调的老观点，能够
出作品，出人才，就是一个地方文学生态
的最好展现，也是一个地方文学发展的
主要目标。

说到这个话题，这里不妨从一个比
较长远的视角看看人才对于一个地方的
重要性，尤其是那些够得上“人物”的重
量级人才，往往就是一个地方的标志，而
这一点并没有被更多的人意识到。

千里沃野，花红柳绿，稻浪无际，自
然是丰饶膏腴之地，但最令人仰慕的地
方，还是那些才俊辈出的沃土。

地灵人杰，这个成语以区区四个字

道出了人才与地域的关系，地灵是孕育
人才的条件，而人杰是地灵的结果。至
今，自然地理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对各地
的经济环境起着决定作用，而经济地理
条件却是养育人才的物质前提，对人才
成长环境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

中华民族几十个世纪的文明史是颇
具规律性的，而其人物的生长及其地理
分布亦有其鲜明的规律可循。尽管这种
规律不是某个时代或某个群体可以逆转
的，或者说，地理环境的优劣有其天然因
素，生命的个体对自己的出生地没有选
择的权力。但是，人们总是以自己故乡
优裕的生存条件或丰富的历史文化为
荣，而那些人文荟萃之地，又以其养育的
杰出人才为荣。

许多年前生活在乡下，因为文化荒
芜，因为信息闭塞，因为乡亲们都没有见
过世面，因为贫困时代带给乡村的文化
自卑，大家一起闲聊时，总以为我们应山
人说话最土气，应山方言最难听。少年
时代的我，还以为中国历史上的瑰丽文
化都距离自己很遥远，中华民族的文化
长河好像从来没有流经我们这片土地。
后来走出去一听，才知道应山方言并不
难听，不土更不丑，也比较好懂，还是卷
舌音，是比较罕见的属于“北方语系”的

南方方言。同时也渐渐明白，应山的地
理位置更不闭塞，漫漫文化长河曾经从
这里浩荡流过，这里也曾经诞生过家喻
户晓的千古名篇，唐诗宋词中的艳丽花
朵一次次在这片土地上璨然绽放，唐宋
时代都有文学星斗从这里升向浩瀚的文
化星空。

千年文风延续至今，适逢重大时代
变革，写作工具和传播方式的巨大变迁
使写作变得更为便捷，使文学创作成为
一种越来越普及的文化活动。广水文坛
与时俱进，坚持以出作品出人才为目标，
想方设法为广水籍作家和文学爱好者搭
桥铺路，搞好服务，团结和吸引更多的作
者参与创作实践，努力促进创作队伍壮
大，为广水的文学繁荣做了一些实实在
在的工作。

《映山红文丛》接连推出三辑，都由
广水市委宣传部主要领导策划，主管部
门将其作为打造广水文学创作方阵、扩
大广水作家群体对内对外影响的一大举
措予以支持。同时，这也是对广水文学
创作阵容的一次检阅，特别是上个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出生的青年作者崭露
头角，让人倍感欣慰。

广水的文学创作更值得期待，广水
文学的未来一定是春色烂漫，鲜花满园！

昨天，读到著名节目主持人董卿的一篇《对
不起，我的善良很贵》的文章，让我想起了自己
参加工作近三十年来所遇到的一些善良人和
事。

同事小郑大学刚毕业上班那阵子，思想单
纯，总是比别人提前半个小时到单位，把水烧
开，倒进水瓶里，再将办公室收拾得干干净净。
遇到谁手头上需要帮忙的，他总是第一个冲上
去，能帮则帮，尽其所能。

刚开始，大家都很客气地说声“谢谢”“辛苦
了”之类的话，还夸他“小伙子人实在”“很有眼
见方”“前途无量”。

后来，小郑家里发生了一些变故，一连几天
来晚了点，也未能将办公室进行打扫，为大家烧
好开水。特别是有一次，小郑正在处理手头上
的事，一同事让其帮他到楼下搬些物件，小郑称
手头正忙着，暂时没时间，让其找下别的同事帮
忙。

正当小郑处理完手头上的工作，去上洗手
间时，就听见几个同事正在议论自己：“刚才把
人气死了，让小郑帮我到楼下搬个东西，他不愿
意就算了，还说什么没时间，简直太高傲了，让
我说句话一下子掉地下。”

“是呀，以前天天来得早，把办公室打扫得
干干净净的，还把开水烧好，可这几天，来得刚
好卡点，开水也没烧，看来，他过去完全是做给
领导看的。”

“你莫说，他人小，还真的很有些心机呢，看
来，以后咱们得多提防点……”

听罢同事们的议论，小郑一下子气傻了，可
他也不想去作无谓的争辩。转身回到了办公
室，向知道事情真相的我作了一番倾诉。

这让我想起了自己常年在外打工的弟弟，
老好人一个。

记得有一次快到年关，他同表弟等几人一
起从广州回到我家，说没钱了，找我借钱乘班车
回乡下老家。追问中，得知他到随州下火车后，
另一个老乡说要买些礼物回家，把他身上仅有
的 300元钱借走了，说到家了就还。

其实，那个老乡属“上门女婿”，也就住在
我家附近，按说到家了，应该主动把钱还给我
弟弟，可我弟弟总说借就借了，不好意思找他
要。

后来，还是表弟告诉我，说弟弟其实有些
钱，只是心肠太软，别人一开口，他就把钱借给
别人了。

特别是那笔借给贵州的钱，刚开始，我以为
是一个人名叫贵州的，原来是弟弟把钱借给了
贵州省乡下的一个人，说是老婆在家生小孩，急
需钱，弟弟一下子就借了那人一千五，还有一
百、两百的也不知道借了多少人，好多都是天南
海北的，有借无回打水漂了……这让我听后很
是生气，生气的是他有钱借给别人，不去找别人
还钱，却来找我借钱乘车回家。

但我在读完董卿的《对不起，我的善良很
贵》这篇文章后，细细回想，我们都知道善良是
一种美德，对人要和睦，处事要豁达。可是当今
社会，总有那么一些人，十件事，你给他办好了
九件，他还是觉得不满意；你越是善良，他就会
把你变成被欺压的对象；你越是心肠太软，他就
会把你当软柿子捏；你越是心眼太好，他就会把
你当缺心眼看，最初的善意帮助，会变成最后的
恶意后果。

正如有句话说得好：“你一直让自己过得很
便宜，别人眼里的你也很便宜。”特别是在生活
中，由于你的某些善良，能够轻易让别人得到的
东西，很少会被别人尊重和珍惜，所以，我们要
懂得善良不是廉价的。

祖国，你风光秀美、多姿婀娜
祖国，你江河奔腾、高山巍峨
我，是你用浩荡洪流打磨的利剑
我，是你用历史沧桑铸造的金盾

你给我哺育、给我温暖
我为你护佑、为你护航
是你让我担起了新时代新的使命
是你让我淬炼了一颗金子般的心
那就是人民警察的初心
对党忠诚 服务人民
执法公正 纪律严明
对党忠诚是当牢记使命
服务人民定要坚守初心
公正执法方显凛然正气
纪律严明自会宠辱不惊

不管艰难险阻
我为你奋勇当先
用矢志不渝的决心捍卫神圣的使命
无论惊涛骇浪

我为你赴汤蹈火
用对党忠诚的真心筑牢时代的警魂

不管风霜雨雪
我为你负重前行
用坚如磐石的肩膀扛起前路的艰辛
无论白天黑夜
我为你披星戴月
用为民服务的初心送去万家的福音

不管沧海横流
我为你壮志凌云
用勇往直前的胆气擎起正义的光芒
无论龙潭虎穴
我为你宣战黑恶
用公正执法的信心守护社会的安宁

不管纠治四风
我为你刀刃向内
用自我革命的精神塑造清正的警队
无论惩治祸害

我为你刮骨疗毒
用纪律严明的恒心锻造过硬的铁军

迈向新时代
我用一片丹心为你淬炼成钢
练出大心脏、练就宽肩膀
我将永不停步
只争朝夕满乾坤
以人民为中心
以守护民安为己任
开启平安建设的新征程

勇担新使命
我用一生如炬为你守护安宁
挺起大胸膛、挺好新脊梁
我将一往无前
千古风流显担当
迈着跨越的脚步
踏着平安的节奏
谱奏绚丽璀璨的新华章

38 年前，我还在武汉读书的时候，远在北京读书
的同学登香山回来，给我寄来了一片红枫叶，他在信中
告诉我，这就是名扬四海的香山红叶，我如获至宝，一
直把它收藏着。

去年初冬，我利用休假的机会到北京旅游，带着对
香山红叶的情有独钟，我专门去了一趟香山。

这一天，天公不作美，下着一场小雪，把香山装扮
得更加清新、宁静。远远望去，红彤彤的山峦在一层薄
薄的积雪覆盖下，白里透红，另有一番情趣。雪锁香山，
让深秋的香山斑斓多姿有了宏伟博大的色调，在纯洁
和宁静中，越发透射出冬日的成熟和丰收。忽然，太阳
从密密的云彩里拱出头来，把整个山峦照得透亮透亮，
耀眼夺目。

在导游的带领下，我们一行十多人沿着石阶，气喘
吁吁向上攀登着，边走边闲聊着雪里看红的不同的感
受。接着，我们一行继续向山上跋涉。这时，山上的雪下
得更大了，积雪把整个散落下来的红叶盖得严严实实
的。拨开积雪，只见红叶伏在地下，无声无息，娇小而柔
弱，拾起一片红叶，发现雪水中的红叶筋骨铮铮，颜色
也分外的红，拿在手中，冰凉冰凉的，哈一口气，更加晶
莹璀璨。突然，我看到不远的险要处生长着一株造型十
分特别的枫树，上面挂满红叶，没有一丝积雪，迎着阳
光，仿佛如同火苗在树枝上跳跃，远处望去，像一条升
腾的火龙，引起了很多游人极大的兴趣，不时有人在这
里摄影留念。是的，就是这香山红叶，用她独有的神奇
魅力，吸引了多少文人墨客为之吟诗作画，于是，为人类增添了取之不尽用
之不完的精神食粮；也就是这香山红叶，她用自己的感悟昭示着世态的炎
凉、人间的冷暖。每到秋天，当其他树叶纷纷枯朽时，红叶，却用她的心血、
她火红的赤诚，为大自然的绚丽尽心地装扮着。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到，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广大医务工作者
“白衣执甲，逆行出征”，义无反顾冲在疫情防控第一线，为保护人民的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夜以继日、忘我工作，有的还献出自己的宝贵生命，他们
不就像那一片片红火的枫叶吗？面对严寒，无所畏惧、顽强拼搏，他们用青
春、热血书写着火红的人生，换来的是人间大爱无疆。

雪终于停止了，带着对神奇香山的向往，我们继续向山顶攀登。山风在继
续肆无忌惮地向大山吹拂着，不时有积雪和树叶坠落，偶尔，溅落在游客的
身上，和客人开着小小的玩笑。没有坠落的枫叶，在风的挑逗下，瑟瑟作响。
此时，我的脸感受到大风的“关照”，冰凉凉地发痛，随后是发红，但心中却热
烘烘的。由于外界的感染，我心神飘逸，不知不觉地，便放开嗓音，大声向远
处喊道：“香山，我来了。”这声音在香山的山谷里回荡着，悠悠地，把我们的
欣喜和快乐统统融入大山的血脉里，那回音，又把大山的抚慰回应给我们。

中午时分，终于登上香山山顶，“万山红遍，层林尽染”，一览无余，放眼
向下望去，千万棵红枫树在雪地里宛如簇簇拥挤的红伞；近处苍松翠柏分
外碧绿，把红叶点缀得更加娇艳。此时此刻，你不难发现，站在香山不同的
地方，就有不同的风景，就有不同的感受。带着对香山红叶的眷恋，我再一
次抚摸如血似火的红叶，油然而生对大诗人杜牧的“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
红于二月花”绝妙诗句的佩服，我暗暗自语道：“香山，明年，我还会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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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志伟诗词长廊

● 卢林洲人生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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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良不是廉价的

初心·我为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