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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敬杰

适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华诞来临
之际，我每天都被一种自豪、幸福的情
愫围绕着。同时，思绪又常常被那些用
自己的身躯为共和国大厦奠基、筑起祖
国钢铁长城的无名英雄牵引着！20多年
前，我为万荣县教科大会采写了一份典
型材料，里面的主人公正是这样一位英
雄，至今让我热泪盈眶、难以忘怀！

1995年，城关镇（今解店镇）南薛朝
村的学校仍是年久失修、残垣断壁、四
壁透风、屋内观星、岌岌可危的状态。面
对这样的教学环境，教师没心教，学生
没劲学，一些望子成龙的家长，也只好
舍近求远，将孩子送往他乡别村就读。

老村委主任薛仲华的童年，正是中
华民族水深火热的抗战年代，千百万劳
苦大众挣扎在死亡线上，哪能安心上
学？上学成了他一生最遗憾的理想。他
被群众推为村委主任，娃娃上学的事就
成为他的一块心病。他为学校的现状而
负疚，为办学的事而着急，下决心要改
变南薛朝学校的面貌。

那年开春，他召集村委会一班人，
专题研究办学的事情。大家纷纷表态，

积极赞成，一时群情激奋，跃跃欲试。
说干就干。薛仲华和一班人马上到

学校实地勘查，规划设计，决定因地制
宜盖两幢能容纳八个教学班和八个教
师房的高标准教学大楼。经过预算，需
资金20余万元。这对一个从老祖宗手里
传下来扒土谋生、靠天吃饭的庄稼人来
说，不啻是一个天文数字。但天大的困
难，薛仲华也决心把它踩在脚下。

为了筹集资金，薛仲华早出晚归，
走东家、串西家，街边巷尾，田间地头，
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和场所，向群众宣
传建校的决定，唠嗑造福子孙的道理。
他还在全村群众大会上，当场拿出自己
积攒数年、准备砌窑用的1500元，捐助
建校，村委会一班人也都带头捐了款。

在村干部的感召下，世代靠黄土为
生的村民们，把希望和厚爱都寄托在下
一代身上，纷纷响应，慷慨解囊，一个集
资建校的热潮蓬勃掀起。就这样，短短
十多天，全村共集资20余万元。

工程如期动工。为了确保建校工程
的质量，薛仲华亲自负责施工。家里的
责任田要整地，要下种，他顾不上；儿子
动工建房，他没有料理；最疼爱的小孙
孙病了住院，他也没有去看。他还把铺

盖搬到学校，住在工地、干在工地。三个
多月，工人们都有报酬，而他分文不要。
就连八月十五，村委会慰问工人，每人
送一斤月饼，也给他带了一份，可他坚
决不要，还说：“月饼是犒劳工人的，哪
有自己赏自己的道理。”为了建校，薛仲
华不仅倾尽全力，而且把自己家里的铁
丝、电线等，无偿献给建校工程。

教学楼的块块砖、粒粒沙，无不浸
透着他的汗、他的血。在建校的三个多
月里，他每天起早摸黑，这里察看，那里
检点，不是搬砖，就是筛灰。一个已经64
岁的花甲老人，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工人们都劝他歇会儿，可他总是不肯。
教学楼一天天增高，他却一天天消瘦。
人们怎么也想不到，薛仲华为建校，长
期积劳成疾，透支着身体，潜在的病魔
正侵蚀着他的肌体。临近竣工的一天晚
上，当他正在工地巡视的时候，突然晕
倒在地，大脑溢血，不幸以身殉职。

薛仲华献身于1995年秋天。1996年
元月，在走访南薛朝的干部、群众时，我
深深地被他的事迹所感动，写作时，泪水
数次打湿稿纸。虽然20多年过去了，但
我一直被这位花甲老人的高尚情操所感
染，被这位英雄村委主任的壮烈精神所
激励。舍小家为大家，舍生命为学子，以
不朽的身躯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奠基！此
情，是何等深沉？此举，是何等壮烈！谨以
此文，以慰英雄不朽的灵魂！

好村委主任薛仲华

□党晓琴

夏县有一避暑胜地，因四水交汇，
故名泗交。

清晨，天蒙蒙亮，窗外的鸟儿已热
闹起来。微风从窗外吹进来，有些许凉
意，甚是舒爽。打开书，读上数页，再看
看远处的山，近处的树，听听树叶的窃
窃私语，心中的烦闷便渐渐消散。

洗漱完毕，来到小区门外，锻炼的
人并不是很多。呼吸着新鲜的空气，享
受着鸟儿的歌唱，做着自己喜欢的运
动，好一个惬意的清晨。

午后，伴着风吹树叶的“沙沙”声，
人们大都午睡了，鸟儿们也休息了，泗
交愈来愈安静了，偶有公鸡的几声鸣
啼，打破了这份宁静。

下午三点左右，小区门外渐渐热闹
起来。我四下寻找，发现了两棵距离适
中的树，将吊床绑在两树中间，确定结
实牢靠后，便躺在上面，优哉游哉地轻

轻摇晃起来。天格外蓝，好像用颜料涂
抹过，白云一大朵一大朵，变化并不多，
仿佛也沉醉于泗交的美景，久久不愿离
去。“妈妈，看，那是什么？”女儿的一声
叫喊，惊醒了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我
看到一只大鸟在空中盘旋。

“哦！是一只鹰。”
“是老鹰吗？”女儿疑惑地问，“怎么

那么小？”
“是因为离我们太远了，所以看起

来很小。”
“哦！”女儿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鹰舒展着宽大有力的双翼，在蓝天

白云间任意驰骋，那样矫健、洒脱。
不一会儿，鹰飞向了远方，消失在

视野的尽头，我看到了山，山上树木茂
盛，郁郁葱葱，绿得仿佛能滴出水来。墨
绿、深绿、翠绿、浅绿，各种绿色交织在
一起，汇成了泗交这独一无二的山。这
青山，一座挨着一座，不断地向远处延
伸，既没有华山的深邃惊险，也没有黄

山的雄奇秀美，更没有泰山的帝皇之
气，而是以自己的憨厚稳重独树一帜。
她连绵起伏，环绕小镇，将夏日的炎热
挡在山外，才使泗交镇成为避暑胜地。

山下是一条小河，不宽，但还清澈，
故名清水河。堤上，小草密密层层，在阳
光下泛着耀眼的青光；岸边，粗壮的柳
树排成行，柔软的枝条垂向明镜似的河
面上；水中，小鱼成群，有的轻游，有的
蹦跳，有的贴在河底，一动也不动；河面
上，燕子飞来飞去，唧唧地叫个不停，还
不时地用翅膀拍打水面；芦苇丛中，时
不时钻出几只小野鸭，在河面上嬉戏，
为平静的河水增添了一抹热烈的色彩。

躺在吊床上，山风习习，碧波漾漾，
我轻闭双眼，任山风在耳边悠悠歌唱。

夕阳西下，山啊，树啊，水啊，人啊，
都笼罩在金色的光辉中，泗交又增添了
几分娇媚。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远处传来几
声“隆隆”的雷声，鸟儿们纷纷归巢，人
们意犹未尽地向家里走去，各种叫声四
起。夜色中，山雨中，夏日的泗交将继续
绘制“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的迷人
画卷。

泗交之夏

□张秋明

听戏、书法、看体育比赛，是父亲的
三大爱好。

父亲85岁因病离开了我们，屈指算
来已逾13年了。每每想起他对蒲剧的
痴迷，对书法的钟情，对体育的热爱，一
件件往事就浮现在我的眼前,使我心中
久久难以平复。

父亲生于1922年，16岁就到新绛
县城一个叫泰合兴的药店当学徒。1956
年公私合营参加工作，经下放劳动，再
到恢复工作，直到退休，他在医药行业
摸爬滚打一生，也历经了种种磨难。

老人家喜欢蒲剧，在朋友圈是出了
名的。年轻时，但凡有名家演出，父亲不
管路途远近，不管工作多忙，一定要抽
出时间观看。像阎逢春的《祭灵》《跑城》，
王存才的《挂画》《杀狗》，王天明的《城空
计》《清风亭》，杨虎山《薛刚反朝》等经典

剧目，他不知看过多少遍。他不仅爱看
戏、听戏，还会唱许多名段。我经常能看
到父亲饭后闭目坐在沙发上手打节拍，
一边听录音，一边轻唱，如痴如醉。

父亲从小练就一手漂亮的毛笔字。
当学徒时，他小小年纪，不仅每天要干
繁重的体力活，而且要照顾老掌柜的饮
食起居，只有晚上才有时间坐下来练
习。那时写信、记账等都使用毛笔，字写
得不好，老板瞧不起，同事也看不起，只
有加倍努力、精益求精，才能独当一面。
改革开放初期，电脑还未普及，单位的
各种规章制度都要用毛笔书写，然后装
框上墙。父亲为保证质量，工作十分认
真，书写每张规章制度，都能做到一字
不落、一字不错、规整隽秀，经常受到领
导表扬和同事们好评。上世纪80年代，
每逢春节，父亲都要义务为同事、亲朋、
好友书写春联好几百副，虽然辛苦，但
乐此不疲。他快80岁时，眼睛做了一次

白内障手术，尽管如此，仍坚持写字。
父亲喜欢看体育赛事，尤其爱看乒

乓球比赛。上世纪90年代，父亲的糖尿
病和老寒腿病已很严重，但他只要知道
有乒乓球比赛，就嚷嚷着早早吃饭，端
坐在电视机前观看。有时时间太晚，母
亲让他早点休息，父亲非要看完，说这
是“善始善终”，让我们哭笑不得。2001
年7月北京奥运会申办成功后，父亲非
常高兴。老人家信心十足，坚持每天锻
炼身体，说一定要活到2008年，到时虽
不能去北京观看比赛，也要在电视前给
咱们中国队加油呐喊。但是，父亲这个
美好愿望最终没能实现。奥运会开幕当
天，我特意在父亲的遗像前，上了三炷
香，也算告慰了父亲的在天之灵。

如今时过境迁，我也将近花甲之
年，时常感叹岁月如梭。每当回忆起父
亲的点点滴滴，心中仍然泛起他老人家
和蔼又伟岸的形象，仿佛就在昨日，就
在眼前。他生前朴实无华，娴静淡然，对
儿女关怀备至，对孙辈疼爱有加，对生
活充满无限热爱，可爱可亲，可敬可钦，
我们难以忘怀，铭记在心。

父亲的爱好

□杨爱兰

这一晚，
在美丽的龙

城太原，
二青会开幕

式如期举行，
万众瞩目啊

盛情满怀。

这是一场精
美绝伦的视觉盛
宴，

你看那——
红旗正漫卷，
你看那——
彩灯多璀璨。

这是一场无
与伦比的音乐盛
典，

你听那——
歌声多嘹亮；
你听那——
鼓声多铿锵！

这是一场精
美绝伦的视觉盛
宴，

你看，
火凤凰正起

舞翩跹；
你看，
火炬正燃熊

熊烈焰。

这是一场无
与伦比的音乐盛
典，

你听，
欢呼声、掌声

雷动；
你听，
时代在召唤，

万里长空声激昂。

这是一场精
美绝伦的视觉盛
宴，

你看，
红日照东方，

巍巍太行写巨篇。

这是一场无
与伦比的音乐盛
典，

你听，
击水三千里，

汹涌黄河卷巨澜。

看，
一队队的运

动员步伐矫健。
听，
一句句青春

宣言动人心弦。

青春有我，使
命在肩，

新时代，唯努
力，不负中华。

以青春之名，
立鸿鹄之志，
站在那世界

之巅，
让世界看到

中国巨龙在高空
腾旋！

站在那世界之巅
——观二青会开幕式有感

□任艳风

出身望族河东柳，
幼承庭训芝兰秀。
博览群籍气如虹，
擅长辩论才八斗。
少年得志步青云，
朝野上下青眼瞅。

“二王刘柳”为核心，
革新党派同携手。
彼时帝国被重疮，
迭经动荡罹百殃。
运斧除疴图大治，
欲使唐家再辉煌。
残日西坠怎拯救，
心有雄图难济邦。
宦海铩翮遭弃置，
沦为囚客贬边荒。
获罪举家俱牵累，
跋涉万里窜烟方。
弱体不堪贫与病，

慈母丧生爱女亡。
四面无援音书滞，
飘零木叶苦望乡。
岭南雾瘴遮归目，
雪江孤愁锁热肠。
巅峰摔入幽谷底，
蚌病成珠缘砥砺。
十年索寞遐旷地，
半生落拓犹傲立。
山为良朋水为侣，
纵横天才笔生翼。
陈情咏物发政论，
以文明道寓哲理。
领先倡导新文风，
六百名作咳珠玉。
为官德高政声佳，
首提吏当为民役。
参天之树根必固，
长恋河东其故土。
追念文宗柳河东，
抱持初心情更笃。

河东先贤柳宗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