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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故道（外一首）

□□ 品 墨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在 70年的
历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迎来了从
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飞跃。70年
我们祖国母亲变得越来越强大，我和我的祖
国紧紧相连、紧紧相拥。70年的时间，中国
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发展成为如今世界
第二大经济强国。70年前，中国百废待兴，
70年后，中国百业昌盛！

我出生在上个世纪 30年代末期，生长
在新社会，我亲历了新中国 70年的巨大变
化。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
立，标志着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
新民主主义社会，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
啦！我们不再被别人称为“东亚病夫”，我
们的祖国一天天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从站
起、富起来到强起来，为此，我为我的祖国
母亲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然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国家经
济状况和军事实力还处于一个相对落后的状
态，那时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生产的飞机、大
炮，军队武器装备能力有限，就连我们开国
大典时使用的坦克、装甲车、飞机和大炮，
大多数都是从别国购买的，或是从国民党军
队手中缴获过来的，而 70年后的今天，我
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上个世纪50
年代初期，我们国家人均收入不到 100元，
到 2018年全国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提高到
2.8万多元，从上世纪 50年代初期，人民盼

望的洋犁子、洋耙、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到
70年后的今天，农村耕种收割实现了机械
化，城镇居民从楼上楼下变成了高楼大厦，
上楼下楼乘电梯，就连七八十岁老人住在高
楼上也不担心上下楼困难啦，过去盼电灯电
话，现在农村照明全部用电，从BB机、大
哥大，到智能手机，六七十岁农民进城卖菜
收钱也用上了微信和支付宝，一些外国游客
在中国看到中国人使用这样先进通信设备，
都感到震惊，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空
调家家都能见到，全国手机用量超过 13亿
多，更让我们感慨和骄傲的还是新中国成立
70年后的现在，我们国家军事实力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从上世纪 50年代初期的小米加
步枪，到现在陆军步兵便用的 95式 58毫米
口径的突击步枪，由上世纪 50 年代的 60
炮，射程不足两公里，到现在我国自主研发
的 203.3毫米大口径火炮，其射程在 40至 50
公里，不仅有大口径火炮，更有先进的坦克
车，从水陆两用坦克到陆军的陆航武装直升

机。人民海军从 70年前渡江作战时的小木
船，到海军建军 70周年，海上阅兵式，我
国海军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不但第一
艘国产航母下水正在海试，还有 055型驱逐
舰和护卫舰等，各种型号的战舰和潜艇，目
前我国已是世界上第二大海军国家。空军从
上世纪 50 年代的歼 5 战斗机，到现在的歼
15、歼 20及轰 6K大型轰炸机、预警机和空
中加油机。特别是近几年发展壮大的火箭军
部队，从 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
试爆成功后，现在我国拥有各种型号的导弹
和弹道导弹，东风 41洲际导弹是目前我国
海军最先进的战略核导弹，它的最大射程
14000公里，可覆盖世界各个地方，70年的
时间，我国军队武器装备的快速发展，让一
些西方国家都感到吃惊，包括美国和日本在
内，他们再也不敢向我们发起武力挑战，军
队武器装备的发展有力地保卫了我们国家主
权的安全，军力强国力就强，我们在世界上
说话的底气就足。

新中国成立后，一些西方列强不承认中
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直到 1971年 10月
25日联合国举行投票，正式恢复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合法席位，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
事国之一，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有
了自己的合法席位和发言权。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
国人民，坚持改革开放的初心和使命，为中
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改革开
放使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了，国家富强了，
我们国家的话语权，在世界上得到了各国认
可。今年春天，在我国召开了三次大型国际
性会议，这在世界上也是很少见的。习近平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身份，在三次大
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和主旨演讲，受到参会外
国领导人的一致赞扬和认可，我们国家在世
界上的话语权得到大大提升，全国人民无不
为之感到骄傲和自豪。新的征途上，我们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
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
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为实现两个一百年远大目标而奋斗。

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陶匠、幸福树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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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穿过高大宽敞、精致华丽

的瓷品艺术展厅，我看到你
……

坐在低矮的木凳上，双眼
专注地紧盯坯胎。

这是一种古老的艺术劳
动。从古至今，无数个陶工、无
数个躲在光彩照人的陶瓷艺术
品后面的制陶艺人，都用双手拉坯……

坯胎在快速地旋转着，形状越来越圆，纹路越来
越清晰。就连落在地下的碎泥片，一条一条的都那
么好看，那么有型。而你不会在乎这些，就像不会在
乎我们这些外行人的观看一样，你心里想的，或许只
有手中的泥陶。

你虽然一身泥土，甚至连肤色都是泥土的色彩，
但你心中却有着制陶艺术的造型。你用一双粗糙的
大手，化腐朽为神奇，为脚下的泥土插上艺术的翅
膀，飞向四面八方。你那熟能生巧的拉坯技术，其实
是一种艺术创作。没有你认认真真地拉坯，哪有窑
变？哪有“入窑一色、出窑万彩”……

二
宽阔的禹神大道，绿意葱茏，挺拔的行道树举起

欢迎的手臂。禹州，你的绿水青山总给人以精致、玲
珑的感觉。

在禹神大道的一侧，有一个规划整齐的美丽村
庄叫李金寨。在村里一处居民的西墙上，画着一棵
彩色的幸福树。树上的枝枝叶叶舒展着，不同的色
彩代表着不同的家庭——大红的是共产党员家庭；
浅红的是好媳妇、好妯娌家庭；绿色的是文明户、五
美示范庭院……每一片叶子上面都有村民的名字。
干干净净的村路，宽敞的独院，乐呵呵的村民，屋里
还有一应俱全的家用电器，博物架上摆放着精美的
瓷器产品……无一不显示美丽乡村的富足。在幸福
树上生长着的每一户村民，都那么幸福啊！

这是生长在禹州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的一株大
树。它的根是党的富民政策，而禹州的阳光、空气和
雨水，每天都在滋润着这棵幸福树的茁壮成长……

三
张家庄后山上的槐花盛开，一串串白，一串串

红。那红色的槐花很少见呢。开红花的槐树，有点
害羞的样子，在半山腰，忸怩成姿。它瘦弱的枝干，
让我不忍心将少见的红槐花摘下，只好留它一个身
影吧。转过身去，山坡下，正在喂牛的大嫂，将一筐
青草倒入牛槽里，那头满是力气的黄牛，低着头贪婪
地吃着……小山村里处处都是风景。

平静的张家庄，因我们的到来而变得不平静
了。它脱贫的故事一遍遍地被讲述着，干净的水泥
路面通向山外、通向远方……2000 多万元的投入，
修路、打井、建学校，架电线，安光伏发电设备……还
有什么贫困的魔鬼不被驱除呢？

张家庄的光伏路灯照亮了山村，党的扶贫政策
温暖了一座座山头。百年老槐树焕发青春，长出了
新的枝丫，系在树枝上的红布条，为村民们点燃了希
望，而老宅旧屋成了我们留影的道具。帅气的小伙
子，不失时机地与美女合影。望一望南山，正冉冉升
起一片祥云……

四
禹白芷、禹南星、禹丹参、禹白附、禹全虫……
你们为什么都姓“禹”啊？
连一花一草、一石一虫都那么珍贵、中用！
春花、二花，多像俺庄的女孩子的名字。我真不

知道你们都是兄弟姊妹。
真不知道有这么多纯正的中药材出自禹州，真

不知道禹州有如此众多的道地药材国家地理标志产
品。

从伏牛山，到白沙里；从李时珍，到张仲景，从药
王到药都……禹州，贡献给世界的不只是青蒿素，不
只是半夏、漏芦、柴胡……还有浸泡煅煨炒炙蒸煮等
中医药炮制技术和享誉世界的医药产品。

“药不经禹州不香”，我懂了。但是，真懂了
吗？我又轻轻问自己——再学个十年、八年，也不
一定能全懂。即使拜师李时珍，即使读一届中医药
本科，也不一敢说全知晓禹州的中医药，因为禹州
的中药材已经填满了中华药典，曾经飘香在大明、
大清的皇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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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风

虞城“四知书舍”特约 82

（四）西汉时期的古朝鲜往事
朝鲜自古与中国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联

系，而且最初还与我们商丘有着一定的渊源。
商丘是商部族的发源地和商朝的建都地，

商朝最后一个国王商纣王帝辛被周武王所灭。
武王伐纣建立的周朝把商丘殷商故地的宋国封
给了纣王的哥哥微子启，同时把辽东朝鲜分封
给早先带着 5000商民已在此立脚扎根的纣王
的叔父箕子。从此，古朝鲜开启八九百年历史
的“箕子朝鲜”王朝时期，名义上是周朝的属
国但总体上好像若即若离。战国后期，朝鲜一
度是燕国属地。秦国灭掉燕国，朝鲜列入秦朝
辽东郡以外的边远地区国家。

汉朝建立后，发生燕王卢绾造反投靠匈奴
事件，燕将卫满率领 1000多人穿着朝鲜人衣
服、梳着椎髻发型渡过鸭绿江，向东进入“箕
子朝鲜”领地。其后卫满推翻了“箕子朝鲜”
最后一个国王箕准，自己在平壤（时称王险）
自立为王，开始“卫氏朝鲜”时代。

卫满朝鲜称王时，汉朝正值吕后、惠帝母
子俩苦撑高祖刘邦驾崩后的朝政，无暇顾及边
远事宜，就让辽东太守安抚卫满，只是约定让
卫满做汉朝的外臣，帮助维护边境秩序，朝廷
为其提供财力支持。朝鲜王卫满抓住机遇趁机
扩大地盘，降服平壤周边小城邑，势力范围扩
大到方圆数千里。

西汉迎来汉武大帝时期，“卫氏朝鲜”的
好日子就要到头了。这时，卫氏朝鲜王传给了
卫满的孙子右渠。右渠引诱更多汉朝人逃到朝
鲜，自己不再晋见还阻挠旁边小国晋见汉朝皇
帝。汉武帝先礼后兵，派使者涉何到平壤责备
右渠，劝其悬崖勒马，右渠始终不肯接受。涉
何无功而返，走到鸭绿江边，一怒之下让人把
送行的朝鲜裨王长给杀了。汉武帝听到禀报，
没有怪罪涉何，反而把他派到辽东郡做东部太
尉。但朝鲜人恨之入骨，很快派兵攻打辽东
郡，杀了涉何。

涉何外交斡旋失利一怒杀人后又被杀，成

为汉武帝下决心解决朝鲜问题的导火索。涉何
被杀的那年秋天，汉武帝下令楼船将军杨仆统
帅5万兵马从山东齐国渡渤海进攻、左将军荀
彘从辽东郡出兵，两路人马合击朝鲜。朝鲜王
右渠也紧急动员，凭借险要地势做好抵抗准
备。

汉朝军队起初显然低估了朝鲜王的实力。
左将军先派小队长多带领辽东先锋部队攻打，
很快被打败冲散，盛怒之下将逃回兵营的多斩
首；楼船将军率领 7000 齐兵到了平壤城下，
被朝鲜王右渠集中优势兵力迎头痛击，堂堂楼
船将军逃到山中隐藏十几天。

出师不利，汉武帝改变策略，派特使卫山
带着朝廷的决心前往朝鲜劝降。朝鲜王右渠审
时度势，答应投降，并派遣太子带着 5000匹
马贡品随特使前往汉朝谢罪。伴随太子出行，
朝鲜王派出上万士兵拿着兵器护送。来到鸭绿
江边，汉朝特使让朝鲜随从兵士不得携带兵器
入汉朝国境，这要求引起朝鲜太子的误解警

惕，怀疑汉朝特使和左将军要设计杀害他，结
果太子带着浩浩荡荡的归降人马打道回府。眼
看煮熟的鸭子飞了，汉武帝恼怒之下将功亏一
篑的特使卫山给杀了。

接下来就是重整旗鼓兵戎相见了。还是
左将军和楼船将军，补充兵力后，两支军队
相继兵临古朝鲜平壤城下。这时，两个汉朝
将军为争功又各打起自己的小算盘。左将军
率领的燕代士兵总体上战斗力很强，除了一
开始遭受点小挫折外后来基本上都是一路凯
歌到平壤，志在必得；楼船将军带领齐兵是
渡海作战，前期吃了很多败仗甚至被打得四
处躲藏，带着几分忌惮有与朝鲜王和平解决
的意愿。左将军那边攻势凌厉，朝鲜王就派
大臣悄悄找楼船将军联系投降和解事宜。楼
船将军急于与朝鲜签订纳降合约，不愿与左
将军分享这份功劳，也就不与左将军会合。
左将军一边攻打也一边派人劝降，但朝鲜王
认准了要降也是降给楼船将军因此不答应左

将军。时间长了，左将军就胡乱猜疑楼船将
军围而不打朝鲜还跟朝鲜人私下来往，有可
能是密谋勾结朝鲜造反。就这样，朝鲜王利
用汉朝两位围城将军的矛盾，巧妙周旋，重
兵围城竟然几个月安然无恙。

两将围城不能同心致使久攻不下，汉武帝
在后方直骂两将无能，并派济南太守公孙遂前
往督战。公孙遂一到前线，就接到左将军怀疑
楼船将军要投敌的举报，信以为真，而且按照
左将军的意思命令两支军队合二为一，并以议
事名义诱捕了楼船将军。公孙遂满怀及时替朝
廷消除后患的立功心情报告朝廷，汉武帝实在
不愿给自作聪明却耽误军国大事的弱智官吏多
费口舌，立马将公孙遂斩了。

两军合并后归左将军一人指挥，再无争
功扯皮的事。大势已去，先是朝鲜国内的丞
相大臣觉悟主动投降，接着朝鲜大臣将朝鲜
王右渠杀掉正式投诚。秋后算账，左将军与
楼船将军因战前争功贻误战机，一个被杀，
一个被判斩首后赎为平民。一场西汉古朝鲜
战事，相继断送了两位大将、三位使臣的性
命，令人深思。就这样，“卫氏朝鲜”走到尽
头，汉武帝在朝鲜设立四个郡，古朝鲜并入
汉朝管辖的版图。

见闻曰：汉朝以来，中国的疆域版图不断
拓展变化，一直走到今天这个样子。疆域版图
拓展变化的过程，也是中华民族不断融合、发
展、壮大的过程。不忘本来，开创未来，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从历史中走来，我们的步
伐更加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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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疆域版图拓展的那些事（下）

□ 郭文剑

抒 情 □□ 李振庭

从春秋轻轻走来
历经无数阴晴圆缺
祭拜的人潮时涨时落
您那双无奈的眼神
依然张望着远方
等她回家。为什么
北旧湖的水荡漾成波
那是您思母的泪花
太多，暑往寒来

常青树像迎母的卫兵
保持着庄严和沉默
在这樱桃成熟的时刻
我想跪在您面前
祈祷母亲是金，还有
襄公千年不变的仁德
明天我将启程淘金
宁愿今生溺死
在这不竭的爱河

望母台
□□ 刘全兴

空气中泛起麦子初熟
的清香，

落花成雪处凝结出果
实的芬芳。

还有您，
汗珠浸润的璀璨的笑

脸，
克难攻关，科技创新，
把论文写在中原大地上！
火红的石榴花热烈地

绽放，
夏日夜空繁星闪烁，
萤火虫，
那是您睡梦中的思维

闪耀吗？
一只新蝉脱壳而出，
迎着日出发出第一声

清脆的鸣唱。
三年前的今天，
习总书记在全国科技

大会上，
动员号召全国科技工

作者，
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

而奋斗！
科技是国之利器，
国家赖之以强，
企业赖之以赢。
新时期、新形势、新任

务，
要求我们科技工作者，
要在科技创新方面有

新理念、新设计、新战略。
这是我们选择科技专

业的初心，
更是党和时代赋予我

们的重托。
国家重视科技，
人民需要科技，
我们献身科技！
今天我们又有了一个
崭新的名字——“科
技志愿者”，
像绿叶上的一滴甘露，
映着祖国广袤的山河

无限，
映着家乡万亩的良田

生香。

美好的五月
□□ 一 诺

小红帽小马甲小红旗
一个个美丽的红
文明成火红的风
飘荡在各个交通路口
飘扬在古城上空

一条条火红的绳
写满文明用语
捆牢文明交通
中间是志愿者双手
搭起的最美彩虹
五彩斑斓惊艳苍穹

阳光从容云淡风轻
对每个志愿者
下达了炙烤令
大汗淋漓一声不吭
人民群众备受感动

早出晚归默默奉献
小红旗小红绳举在空

中
一心只为了
交通文明方便群众
你就是当代活雷锋

文明交通志愿者
□□ 石 头

总奢望
那么一处
缀满花朵的小院
清风明月的时候
从窄窄的花径穿过
满墙的花影漾着波
还有一只雪白的猫
卧在翻开的书页上
晒着阳光伸着懒腰
摘一朵盛美的郁金香
做一个粉色茶盏
让春风入杯
袅袅娜娜升起缕缕牵

念
望云端
紫燕归来
眉眼含笑
看一场桃花劫
和着万千妩媚

在心上在眸间，一朵
又一朵，倾国倾城
倾尽一生芳华
风很大，却很温暖
含着混合的香味
清澈得像湖水
低头，
一次又一次
撩起长发
发现心爱的粉粉长裙
是被绿风和花朵漂白

了
还是被海棠新开的嫣

红
衬淡了颜色？
就像一朵馥郁的记忆
慢慢淹没于缤纷的春

日
缓缓老去

桃花梦
□□ 朱盈旭

麦子熟了， 麦秸垛垛
唱着丰收歌，歌声金黄，
熠熠生光。 你又一次涉
水 ， 踏 歌 而 来 。 这 一
天， 粽香都与你有关。
儿时大人们在用餐之前，
拱手祭拜， 向南，说是祭
奠一位投江的先贤。

知道你的名字是在学
校的课堂上。老师说，你
峨冠、佩剑、才识非凡。
说你围绕祖国河山辗转二
十年， 只等楚王一声召
唤；说你那一跳是为你的
祖国。感动、迷惑、轮番
来袭。

你怀沙抱石的一跃，
令那一份爱如此决绝； 令
那一条江呜咽不绝。如
果， 楚王， 不疏远 ，不
流放 ，你的楚国又会是一
副什么模样； 秦楚之争，
会不会重写篇章。可惜 ，
历史没有如果，只有一种
结果。

两千多年之后，你的
文字在我的心底流淌，我
开始难忘一个地方——汨
罗江， 知道那里有一种爱

叫 悲 怆 ， 那 里 有 一 个
人， 即使受伤害也舍了命
地 爱 ， 那 种 爱 像 那 条
江， 千年流淌， 千年芬
芳， 像艾草一样。

在 这 个 社 会 里 ，
我，没有高贵的出身，没
有高高的峨冠，没有铮亮
的佩剑 ，没有堆金如山的
才干，唯独有一颗心， 和
你一样 。

不 是 端 午 节 才 想 起
你，而是在这个日子里，
你更加清晰。我穷尽所有
的赞词送给你，可惜，
表达不出我对你敬仰的万
分之一。于是，我想割更
多 的 艾 草 ， 晒 干 、 熏
烤，驱赶蚊蝇，驱赶蚊蝇
样的嗡嗡声，还你一个清
净的汨罗江。

从汨罗江畔到黄河两
岸，我总想对你细讲 ，楚
国之外，也不再是异邦。
秦楚大地上，早已是同一
片蓝天，同一片沃疆，同
一个中国梦，正在希望的
田野上飞翔 。

唯独有一颗心，和你一样
□□ 冬雪夏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