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一场篮球或踢一场足球，都有
时间限制，只要不是中途退场或比赛
结束，都不可犯规。如果犯规，必受裁
判判罚。

体育比赛不可犯规，官场更是如
此。有些官员还正在担当着运动员的
责任，却在未退场时就为退场做打算，
准备捞一把再退场，殊不知，还没等裁
判吹响结束的哨子，就被判犯规了。在
这方面，王珉、王三运就是“活教材”。

据媒体报道，王珉曾经担任过苏州市委书记、吉林省
委书记，这位大学教授出身的官员，过去也曾经做出了一
些成绩。但在担任辽宁省委书记之后，他认为这已经是自
己的最后一个岗位了，不想去得罪人，尽力维持一团和
气。在拉票贿选中，王珉亲自出面替几名企业老板打招
呼，帮助他们获得提名；对选举中的问题放任不管，导致全
省拉票贿选行为像瘟疫一样恶性蔓延，送钱送物几乎都是
半公开状态。后来，王珉在忏悔录中说：“正是由于我的不
负责任，让党的权威被漠视，让严肃的选举制度被亵渎，让

‘人民代表’的称号被玷污，在全党全社会造成极其恶劣的
政治影响……我现在想想，不光是极端的不负责任，简直
是拿我自己的政治生命开玩笑。”

睡醒了，后悔了，但是晚了。无独有偶，先后担任过贵
州、四川、安徽、福建四省的省委副书记的王三运，在这些
地区有不少和他联系密切的老板。在他任职甘肃省委书
记后，这些老板随即来甘肃发展，王三运也利用职权为他
们在获取项目、通过审批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王三运被查
处后忏悔道：“他们到甘肃来投资以后，也故意在炫耀跟我
的关系好到什么程度。大家都知道，这些人来自何方，跟
我熟不熟悉，一看就知道。他们即便不找我，他们在那儿
去找别的人，实际上也是利用我的影响，这样变花样想办
法塞私货把这些问题解决。”公开资料显示，王三运到甘肃
任职后，感到仕途不会再进一步了，开始把全部心思用在
为退休后打算，贪腐行为变本加厉，达到高峰。

还没有退场，就已经犯规，不判罚你们判罚谁？退一
步说，就是退了场，有违法违规行为，也逃脱不了法律的制
裁，很多事例已经证明：“伸手必被捉”。腐败分子不但破
坏了社会公序良俗，极大扰乱了社会正常秩序，败坏了社
会良好风气，挥霍了大量社会财富，而且破坏动摇了执政
党的地位，削弱了政府的执政能力，严重降低了国家和政
府的声誉，直接影响国家机关行政职能的正常行使，同时
也葬送了个人前途和家庭幸福。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
命运取决于人心向背。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
们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老虎”“苍蝇”一起打为什
么能够得民心、顺民意？因为人民群众从中看到了希望和
光明，看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公平正义中逐步体
现。就像一位专家所说的那样，好的社会制度能够提振人
们的信心。

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
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

畅游《史记》史海，12本纪 10表 8书以浩瀚深邃、
风云际会、波涛汹涌而撼人心魄。惊魂未定之际，进入
世家蓝海，犹如海底世界动心悦目。30世家开卷入戏，
《吴太伯世家》掩卷拍案惊奇。

《吴太伯世家》大体记述的是，吴老大仁义孝道，为
成全父亲周太王高瞻远瞩安心传位三弟季历继而让三弟
的儿子姬昌光大西周基业，带着二弟仲雍从中原私奔到
南方楚越之间的无锡一带，文身断发，隐居创业。是金
子到哪里都会发光，吴老大兄弟二人很快站稳脚跟，吴
老大成为吴王，称吴太伯。吴老大死后，二弟仲雍继
位。仲雍死后传位儿子，儿子死后传位孙子，孙子死后
传位曾孙子周章，这时候中原那里姬昌的儿子周武王姬
发已经灭了殷商，于是周武王封周章于吴国为王，从此
周朝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很有故事的吴国。

“大凡从太伯至寿梦十九世”，到了寿梦为吴王时，
吴国已成气候。于是，感人的故事产生了。寿梦有四个
儿子，最喜欢的是老四季札。与吴之先祖吴老大当初谦
让逃避成全父王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这次是老四季札
大仁大义，认为长幼有序，坚决不同意越过三个哥哥继

位，甚至跑到乡下当农民种地也坚辞不受。哥哥们无
奈，就商量弟兄几个依次传位，结果老大死后传给老
二，老二死后传给老三，接下来该传给老四季札了。季
札知足常乐，似乎很享受被称为“延陵季子”周游列国
指点江山的荣光，轮到他当王了他也不干，又逃跑了。
没办法，老三把王位传给儿子僚。

“延陵季子”季札真心让位，司马迁很佩服，称其仁
德深厚、见微知著、阅历丰富见多识广，其实往后看季
札不按规矩出牌，逃避王位不担当实给后来者埋下祸患。

老三的儿子僚当上吴王，老大的儿子光口服心不
服。从楚国跑过来寻求政治避难的大将伍子胥看出来
了，及时安插亲信专诸到光身边。后来光瞅准机会与专
诸一起把他堂兄弟僚给杀了，自己称王，光就是吴王阖
闾。于是，吴王阖闾就有了伍子胥的辅佐，还有孙武这
懂兵法的孙子辅助。接下来，吴越之战、卧薪尝胆的好
戏就开始了。

一开始，吴王阖闾重兵攻打楚国，一度占领了楚国
首都郢，楚国昭王向秦国求助，秦国在前方伐吴，偏偏
越国看到吴王远征乘吴国后方空虚也开始进攻吴国。内

外交困之际，阖闾不想回国，阖闾的弟弟一气之下吴国
称王，阖闾这才班师回朝把弟弟赶跑稳住吴国。之后，
阖闾又分别派兵攻打楚国和越国，结果越王勾践派出敢
死队出奇制胜击伤阖闾的手指头，吴国大败，很快阖闾
伤病死亡。阖闾的儿子夫差继位，养精蓄锐三年，精兵
伐越，打败越国为父亲报了仇。这时，越王勾践像当年
刘邦赴鸿门宴一样，显示出大丈夫能屈能伸的智慧，举
国为奴巴结吴王夫差，像当年项羽没听从项伯劝告一
样，伍子胥尽管也劝夫差不受迷惑乘机斩除后患，但吴
王也是没听。于是，越王勾践寄人篱下，开始为期十二
年的卧薪尝胆隐忍生活，“食不重味，衣不重采”。而吴
王夫差常年忙于出征会盟，攻打齐国，与晋国争老大。
勾践隐忍十几年开始反击，大体经过八年抗战，把吴国
灭掉，吴王夫差最后后悔没听伍子胥忠告养虎为患自杀
身亡。吴老大从中原播迁南方经过世代生息传承，至此
完结。

见闻曰：太史公说孔夫子说的，“太伯可谓至德
矣！”吴太伯礼让天下，后来的季札更是当仁也让，如果
都这样天下断无纷争，可惜这世界根本就没有这种如果。

 吴 老 大 和 吴 国 兴 衰
□ 郭文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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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下

退场之前

诗 风

时序丁酉深秋，有幸参与全国百家党
报社长总编看曲靖活动。走进曲靖沾益，
领略“翠峰一水滴三江，珠流万里入南
洋”珠江源头魅力，特地栽下一株树苗，
为之添上一抹绿色。

车行风景区内，但见森林茂密，郁郁
葱葱。据随行的曲靖日报社的同行讲，风
景区植物资源十分丰富，森林覆盖率 90%
以上，生长有一二百种植物，其中滇玉
兰、云南含笑、云南樟、梁玉茶等为高原
特有品种。云南八大观赏名花，珠江源有
七种，其中尤以杜鹃花最为著名，杜鹃花
有数种，花色各异，形态不同，树高从几
厘米到十几米应有尽有。春夏时节，漫山
遍野的杜鹃花如火如荼，鲜艳夺目，令人
流连忘返。

珠江是中国的第三大河流，也是常人
唯一能够到达源头、目睹其风采的大江
河，全长2214公里，年均水量3400亿立方
米。明崇祯年间，著名地理学家徐霞客为
探寻珠江正源，曾两次来到曲靖沾益县，
两次过新桥，踏遍源头的山山水水，在
《滇游日记》中对沾益、翠峰的记述长达五
千余字，同时还写下了著名的《盘江考》，
在“江河源确认”上，徐霞客第一次明确
地指出南盘江发源于沾益炎方驿，故沾益
在徐霞客游线标志地中具有极高的地位和
价值。

珠江源距沾益城区 50公里，在风景区
正门，首先看到一通书有“珠江正源”的
石碑，随即看到的是立着一尊高 4.6米, 宽

5米的徐霞客雕像，他身背斗笠、手牵骏马
昂首而站，神情坚毅，千山万水艰难之境
从不曾阻断他前进的脚步。进入景区，从
公路旁一路狭窄的石阶顺级而下，穿过幽
长的林间小道踏上霞客步道，石板间留有
缝隙，数股水流从中穿过。途经几处亭
台，有游人散坐四处，或聊天或食果物，
偶有孩童在一边嬉戏。

十分钟后走至尽头，耳边隐约听见水
流的声音，向右转几步，便看到了石壁上
有一个偌大的山洞，石壁上刻有“珠江
源”三个大字，这里便是当年徐霞客苦苦
寻觅的南盘江源头。山壁背后则为北盘江
的出水源，南北盘江在此被马雄山一分为
二，后又在他处汇合为珠江干流上源。还
有一支注入牛栏江，形成了“一水点三
江，一脉隔双盘”的壮丽景致。1985 年，
水利部勘定这里就是珠江正源：沾益区炎
方马雄山东麓。

探头往洞中望去，隐隐幽黑尽添神秘
色彩。洞中水源源不断地往外涌，流进前
边的积水谭，因刚过雨季，水面略显清
深。水中有一块水泥平台，游客可直接踏
上平台，便正对珠江源头。世上大江源头
多处于偏僻险要的地势，少有人至，而这
里，是世界上为数不多能够驱车抵达的大
江大河源头，上至耄耋老人下至襁褓婴
儿，都可来此一睹珠江源。每年，珠江流
域的人都会来此“饮水思源”。

听导游说，到了初春干旱季节，洞中
水流便小了许多，水清澈见底，加上周围

杜鹃花围绕，恍若世外桃源。多年前，游
客可以站到洞口戏水。本着保护自然遗存
以及考虑到游客的生命安全，20年前，管
理方用石块砌了一块阻挡物，游客不能再
进入珠江源洞口。这时有曲靖日报社同仁
在旁表示，她家里有一张老照片，正是幼
时她蹲在珠江源洞口戏水的景象，“以后不
会再有这样的照片了，很有纪念意义”。

珠江源下有潭，潭水平静轻舞，清清
淡淡，我的眼睛可以看到的，是珠江源给
我的。一壶冬日珠源水，纯洁浩瀚，馥郁
浸透，清澈空灵，清冽爽口，可以邀你共
阅。一壶初冬珠源水，萧萧素素流往心
间，浅笑微醺，就着纯净无暇、迸发炽烈
的浊酒，可以邀您共饮。

岸上标有“霞客草堂”，为“徐霞客三

渡寻源，沉思徘徊，油灯草卷，记述《滇
游日记》”的地方。可惜只有标牌，没见
草堂，令人唏嘘不已。

离开珠江源洞头，随着百家党报社长
总编看曲靖活动的参会人员步行约一公
里，到了珠江源的滴水湖边进行植树活
动。挖坑、立树、填土、浇水、种下棵
苗。刚栽的树苗与我一般高，也许十年二
十年可能重来珠江源，那时的我已老，它
却可参天。参加植树后的我，真的好感
动；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能以徒步到达的、
距离城市最近的大江源头植树，为珠江源
添上一片绿色是多么有意义的事啊！

这个深秋，珠江源，用迷离的一湖
水，弹奏了一曲相逢歌谣；然后，植下一
棵树，凝结成一段忘不了的记忆。

深秋植绿珠江源源
□ 苏强华

终于梦见双亲
在老家东南角 阴堤

口
娘好像从上往下滑坡

走来
干枯的荆棘藤条影影

绰绰
缠绕着下滑的脚步
我自是惊喜
更多的是凄楚伤怀
哭啼啼地朝娘的方向

爬行
一只手伸下
一只手递去
两只手差点儿就拉到

了一起
有闷雷般的声音在我

耳边响起
下来 赶快

爹的喊声慌乱了我的
脚跟

我匍匐在地
四处张望着寻找爹的

身影儿
清晰记得 爹已是隔

世的人
梦中相见是我昨晚跪

下的祈祷
二老眷顾我怜惜我
才肯入梦的

爹背着粪箕从麦田疾
步而来

似乎还在发脾气

父亲的背影
仿佛就在昨天
打麦场上 父亲不停地

扬起木锨
被扬起的麦粒落地
麦糠随风飘散
父亲的背影
以淋漓的姿态回顾从

前

仿佛就是昨天
田间地头 父亲从早

到晚不知疲倦
泥土种下一季又一季

的希望
风霜晕染一年又一年

的期盼
父亲的背影
以不弯的姿势守护家

园

烤红薯 杂粮面
素包子 熬稀饭
三年前的昨天
一日三餐吃得舒坦
怎料 一夜风寒卷走

了我半世温暖
父亲的背影
从此模糊了我的视线

三年了 三年
一千零九十五个日日

夜夜
我无数次朝着东北方

向呼喊
父亲留下的遗物
我用泪水洗过无数遍

无数遍
父亲的背影
珍藏在我灵魂一隅
永远不让走远

一夜梦寒（外一首）

□ 杜素焕

我迷恋一切有光的事物

刨去形容词，刨去动
词

刨去所有名词的附加
之意

将颂诗和挽歌，连同
争端

一起退还给始作俑者
刨去所有的修辞，呈

现本体
飞鸟在天，鱼群在水
雪下在寂静的午夜，

婴儿安睡
再过一些时辰
群山抖落身上的雪花
花 儿 们 就 会 一 起 苏

醒，尘世如同新生
那些开花的植物。忍

冬，蔷薇，桔梗……
向日葵追赶太阳，转

动小小的宇宙
我敬畏。时间以枯荣

之事完成隐喻
“活着，像泥土一样持

续”

小 满

未满。不失于自满
造物者从不迟疑
旧年的巢穴生长新鲜

的啼鸣
我愿是那支你信手轻

拈的麦穗
习惯供奉果实
以对这个内心苍凉的

尘世，秉持赞颂

诗二首
□ 李 品

忽闻董传礼老师病逝，心里非
常沉痛。急忙取出不久前他寄给我
的书翻看，这是他数十年文学作品
的自选集——《厚德载物》。

董老师选“厚德载物”作为书
名是有深意的。董老师，恰恰就是
一位有德之人。

董传礼老师 1940年出生于柘城
县老王集乡。师范毕业后，被分配
到山东的东明县教书。1968 年 12
月，他回到了故乡柘城县。次年 3
月，在家乡的余心白学校教初中语
文。6月，他的一篇通讯《团结红旗
迎风飘》在《河南日报》发表。因
为此文，他去了公社的通讯组工
作。其间发表了 《真正的铜墙铁
壁》等十几篇文章。1972年，被推
荐到县文教局创作组从事专业文艺
创作。后来陆续在《河南文艺》等
发表了多篇作品；还出版了长篇传
记文学《张岚峰传奇》、《世界女篮
第一中锋郑海霞》、《杜百廉传》，河
南坠子《卖土豆》获得了省委组织
部、宣传部组织的全省会演一等
奖。豫东琴书《勇斗歹徒》获中部
六省曲艺大赛一等奖。

从最初认识董老师，到现在已
经二十年了。董老师瘦削，衣着朴
素，待人热诚，在他身上，曾让我
懂得不少文学和做人的道理。后
来，我和文友兰盾相识，兰盾也认
识董老师，我们就经常一起去拜访
他。有时写了稿子，也常常拿去让
他把关，听他的意见。他的家就在
县文联小院，很窄小，楼上楼下各
一间。楼下是客厅和做饭的地方，
楼上是一张床、一张桌子，桌子上
放着稿纸和书，柜子里也堆满了
书。这就是董老师的卧室和书房
了。想象他在这样艰苦的地方读书
写作编稿，敬重之心油然而生。

我们谈论最多的还是写作，有

时也谈到投稿和编辑问题。董老师
很细心地给我讲其中的奥妙和技
巧。听了他的话，许多以前不懂
的，都茅塞顿开。我也曾试着去
做，发现的确如此。后来在一些报
刊上发表文章，应该说得益于董老
师倾心指导。

那时，我上班的厂子垮了，也
不想再做兼职报纸发行工作了。不
久，就流浪来到了江南。从此，我
和以前的朋友失去了联系，包括董
老师。后来，从文友那里知道董老
师的电话号码，我一天早晨打过
去，家人说他出去了。得知董老师
去有线电视台兼职了，身体很棒，
又出了两本书。晚上，我和他联
系，电话通了。

董老师道：“是训山呀，我听说
你出去了，在外面闯不容易啊……
我挺想你的。”

我的眼睛有些模糊。“我也想
您，一人漂泊在外，没有和您联系
上。”

董老师道：“我翻看以前你写的
《初识黄河》，觉得文笔挺好的。现
在还写吗？”

我说：“写，就是在网上发发。”
董老师道：“不要丢，你有了那

么多生活积累，一定会有成绩的。”
在董老师面前，我好像又回到

了十七八岁的时候，如孩子一般。
那时董老师已经退休了，孩子

们都已结婚成家。但他是个闲不住
的人，喜欢走走，写些文章，算是
有所寄托吧。

放下电话，心中又回想起许多
往事，仿佛有一股暖流在周身涌
动，久久不能平静。过了几天，就
收到了董老师寄给我的书，文如其
人。那质朴、善良、正直，都在字
里行间轻轻流淌。

董老师出身农村，作品里描写

的也多是农村的人和事。纪实文学
《换亲大悲剧》鞭挞了民间换亲的畸
形婚姻，《赌雾下那一幕幕惨剧》则
把赌博所给人们造成的伤害呈现给
世人，《这片焦渴的土地》是一场因
爱生恨的爱情悲剧。散文《镜子》
诉说一个刚从计划经济下走过来，
一个爱美、渴望家庭富裕的妻子：

“我要一面大镜子。它能照进咱屋里
高山样的粮囤，鲜花样的床铺，能
照进咱院子里四季的瓜果，肥壮的
猪羊……”小说《家教》以一个爱
喝酒的孩子为例，指出孩子犯错往
往是由于父母的言传身教。《“渡
江”侦察记》认为在生活中我们应
该原谅那些不小心犯错的人，而中
篇小说《人民公社时期的爱情》，却
有了更加细腻曲折精彩的情节展
现。卖艺人潘玉莲的婚姻失意和对
婚姻背叛的弄巧成拙，信用社主任
王庆西的贪色忘义，以及王银凤对
爱情的忠贞，杨志高的人穷志不
短、乐于助人，犹如一幅农村风俗
画，使我们看见一个个熟悉的影
子。作品《难忘诗人张全昭》、《马
本仁与华君武》、《柘城有个“泥人
李”》，则让我们发现乡间文人艺人
那朴素挺拔如豫东大地上随处可见
的泡桐树的身影。

董老师作品里一个个充满生活
气息的艺术形象，像是在叙说，像
是在致敬，这一切都是在印证他作
品名字“厚德载物”。

陆续接到文友的信息，谈论着
与董老师交集和过往，均受到他的
指导、帮助和鼓励。有人说他是柘
城文学的奠基者、开拓者、耕耘
者。他一生清贫，与世无争，坚持
着正直和善良的操守，犹如青青翠
竹,悠然自得。而我，不论走向哪
里，漂泊多远，总能感到背后有一
种力量，且充满热量……

怀念董传礼老师
□ 刘训山

深 情

泰山日出

泰山之巅观日出，
一团火球极炫目。
美轮美奂难描绘，
山歌水赞人欢呼。

华山奇险

鬼斧劈崖壁尽险，
神工筑路几艰难。
长剑一把指苍穹，
破雾穿云惊宇寰。

衡山雾凇

白雾茫然锁群峰，
遍山松枝冰晶莹。
天赐一幅水墨画，
恰似银茧半织成。

恒山景观

岩叠石磷寺空悬，
峰耸青天绕白烟。
鸟鸣水歌木葱秀，
看醉游人仙题赞。

嵩山魁宝

寺古辉煌松竹翠，
青碑载史族中魁。
少林武功世无双，
佛塔林立意深邃。

牡丹颂

三月含蕾四月绽，
花瓣洁白心紫嫣。
一缕青香迷客醉，
万花丛中最鲜艳。

五岳歌（外一首）

□ 焦仁峰

诗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