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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安静静读读书，应该是越来越多读书人的一种
奢求。读书似乎正渐渐被冷落,不在乎就两种原因吧，
一是不愿读书，太多的娱乐活动取替了读书的乐趣,不
是逼着,谁还整那没用的；二是不能读书，快节奏的现
代生活，压力日益加大，为生活成天忙碌的人自然不
会安心读书，既便读，也是挑那些“快餐文
化”。今天把书读到“自有黄金屋，自有颜如
玉”境界的恐怕很少吧，“头悬梁、锥刺股”
的苦读精神更是少之又少吧。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我想当初那伟
人写下此言绝非一时兴起，而是纵观古今满含
深情的断言。呼唤了一代代人勤读书、多读
书，用书武装人们空洞的头脑，滋润人们单调的精神
世界。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价值取向变得实际，“读
书使人进步”受到冲击，读书能不饿肚子吗?“读书无
用 ” 思 潮 悄 然 兴 起 ，“ 白 猫 黑 猫 ， 能 捉 老 鼠 就 是 好
猫”，能挣到钱就是本事，谁在乎他肚子里有多少“墨

水”，当时还流行“知识越多，挣钱越少”“造原子弹
还不如卖茶叶蛋”“拿手术刀的不如拿理发刀”“书呆
子”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尴尬，纷纷丢下书本，下海经
商。
时代在发展，人类在进步，人类获取知识的渠道

亦说读书
● 杨炳阳

很宽广，互联网(它虽不是书，但起着或超过书的功效)
飞速发展，更为人们提供了获收知识的空间，拉近了
世界的距离。大面积飞涨的上网人数说明人们好学，
是不容置疑的喜事，然而，真正起到“使人进步”的
作用就有待考虑再作回答了，上网或读书是为了消遣
娱乐，追求流行时尚，应是大有人在吧，沉迷其中不

黄河滩涂的今与昔

年经人的思绪

一一献给纪念改革开放 40 年
● 邓天宝
四十年前
变成一往无际的稻田
黄河滩涂
翻滚着绿色的波浪
绿色一点不见
飘着稻花诱人的清香
只有一片一片白花花的盐碱
呈现着一个又一个丰收景象
满目荒芜满目凄凉
带给人无限的伤感
岁月见证了四十年的苍桑巨变
科技创新显示了开放的力量
四十年后再看
一座新城改写了山东地图
崛起了一座滨州新城
一片滩涂变成了山东的粮仓
辽阔的滩涂改变了容颜
那低头含笑的稻穗
处处覆绿
沉甸甸的
飞鸟成群
写下了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年
鲤鱼满塘
最美的篇章
被改造过的盐碱地
风情、
悠远的历史文明。抛开世层
的烦恼，
远离城市的喧嚣，
寻找一份
安静，
奢侈的享受旅不问人，
行随己
意的洒脱。活着要么读书要么旅
行，灵魂和肉体，必须有一个在
路上。
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很好的
记录者，
但我比任何人都喜欢回
首自己来时的
路，或许青春就
是一首谱不完的
曲子，
时而惆怅、
时而奔放。然
佚名
而，曲子仍然没
有谱完，
它向着前方无止境的延
伸，
一切都如梦境般陌生而又新
奇。
一个人总要走陌生的路，
看
陌生的风景，听陌生的歌，然后
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你会发
现，
原本费尽心机想要忘记的事
情真的就这么忘记了。
当遗忘成为另一种开始，
我
将风雨兼程。

旅 途

六月随想
● 王丽雅

孩子们像一株株嫩绿的新苗，
渴望着六月的第一缕霞光；
像一只
只亮翅的雏燕，
期待着节日的第一次飞翔。从蹒跚学步的幼儿，
到活
泼、纯真的孩童，都在六月的阳光下享受着祖母亲给予的厚爱，都在
为庆祝“六一”
儿童节而欢歌劲舞，
心花怒放!
六月的鼓点和歌声洒向万里晴空，把孩子们在阳光下的幸福和
欢笑传向四面八方。
六月，
在阳光照耀下的孩子们，
像鲜花一样盛开；
孩子们的眼睛，
像夜晚的星星闪闪发亮。他们走过大街小巷，年轻的城市显得更加
绚丽夺目，容光焕发；他们走进田野村庄，古老的土地显得更加生机
勃勃，异彩流光!唱一曲童年的歌谣，放飞心中的向往，追逐梦中的彩
蝶和风筝，
让童心去感受自然的美丽、神奇与天空的深邃和宽广。
六月，校园的钟声，聚集了童心去知识的王国里探险，让幼儿的
好奇心播下金色的希望，
把明天知识和智慧的空间拓宽、延长!
童年是渴望茁壮成长的岁月，
孩子的生活和学习，
祖国母亲早已
为他们备足了丰富的营养。为了让每颗渴求知识的心灵不再饥渴，
祖国母亲用百倍的热情与辛勤，
酿造出了强筋健骨的玉液琼浆。
“六月的阳光好，六月的花儿香”。孩子们在六月的阳光下幸福
地微笑、纵情地歌唱。他们昂首挺胸，向着未来阔步前进，他们张开
双臂，
去拥抱新的辉煌太阳。

● 吴艳艳
(一)
在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上，我们没有空虚和
无聊，每天都沐浴着金色的阳光，柔情的月光，
灿烂的星光去学习与工作。因我们年轻，花儿为
我们争芳斗艳，鸟儿为我们放声歌唱，小河为我
们尽情弹拨，旗帜为我们高高举起。因我们年
轻，太阳与月亮总是热烈着我们，一个在白天，
一个在夜晚，因我们年轻，因难总是在吓唬我
们，艰险总是在考验我们，风雨总是在纠缠我
们，季节总是在追赶我们……
(二)
我们年轻人的生命与青春，总是充满激情与
活力，光彩四溢。在这美好的生活中，常常狂乱
地跳动。我们总认为：整个世界在我们的眼中一
切都光彩，一切都完善，就连蓝天、白云、高
山、大海都属于我们自己。我们年轻人情比天
高，爱比地厚，既为亲情、友情、爱情陶醉在花
前月下，又为爱国、爱民、爱家血洒在硝烟弥漫
的战场。一串温暖的活语，一份真实的情义，能
让我们流泪感动，拱手叩拜。一点小小的烦恼，
一点小小的刺激，就能使我们操枪动刀，豁出生
命!
(三)
我们年轻人，青春的潮水来得快退得也快。
当一帆风顺的时候，认为自已能当将军，能当元

帅，能够指挥千军万马，常胜不败。认为自己
为能当总统，能当主席，能治理好国家与世
界。
当受挫失败的时候，我们却垂头丧气，悲
观失望，甚至还会寻求短见……
(四)
在前进的道路上，鲜花与荆棘共生，风雨
与雷电并行。也许，我们会在前进的道路上跌
倒，也许我们会在痛苦中流泪。但这一切都不
是结局，不会定格我们的终生。因为，我们的
路还很漫长。
有位哲人说得好：在青春的辞曲里找不到
失败的字眼。我们年轻人会从哪里摔倒哪里爬
起，把泥土擦掉，把泪水擦掉，继续前进，请
相信，成功与胜利，鲜花与掌声永远属于我们
年轻人，这是因为我们年轻人的心，永远向着
阳光，永远向着太阳!
(五)
我们年轻人拥有多梦的季节。我们的每一
个梦都很精彩，每一个梦都难以忘情。对于我
们年轻人来说，梦想成真，心想事成，并非是
一个简单的成语。只要我们用聪明与才智去描
绘，用汗水与热血去浇灌，用真情与实意去暖
化，用勇敢与拼搏去努力，我们所有的美好心
愿，都会如期实现!

为失落喝采
● 杨炳阳
雨，渐渐住了，窗外一片琉璃世界。嗅着湿
湿的清香,静静地燃起烛光，无尽的温柔笼罩着
心灵的每一个角落，
令我感知那么一种惬意在初
升的月下走向宁静。
这夜深人静的时刻，令人颤栗。我从小虫
唧唧声中感受到万物将息的叹息，这糁透着萌
动绿意的叹息栓住了匆匆走向枯黄的秋天,飘摇
的莹火虫燃着希望去黑暗中坐果，风里雨里到
处是它们晶莹的闪烁，这执着的闪烁给人一种
奋起的鞭策,它令所有星月失色。我仍旧颤粟,
带着寻求之后的满足，带着拾来的欣喜，黛黑
的夜色中,让我惊讶地意识到这是迷惑的情怀在
轻敲心棂。
我刻意地寻找一片空白。为此，应去寂寞
的清泉边微笑，向潺潺之水微笑，因为它将孤
独。寄托于心底的顽石，它永不忧郁，总是欢
快地奔向前方。临溪而坐，它就会蹦跳入你之

怀，溅起的水花会将你的忧郁融化。情不自
禁，你会掬起一捧入口，满心的芬芳顷刻醉你
于斯。或是应在睡前点起一刻的回忆，回忆无
数次浸满伤感的等待,等待一片斑斓的树叶冉冉
而落，等待着雨后一个满目爽嫩的世界。也许
根本不等待什么，只是有一种虚幻的思绪需要
游曳，需要阳光的温暖,需要真实的橄榄树。在
雨起雨落中徜徉在夜幕里，你会发觉你的灵
魂，一如所有尘染的物事被净化了，一切或喜
或忧的事都随雨丝滴落在回忆的荒原，于是淡
泊的心境容纳了整个天地。失落的只是沉沉的
过去，触手可及的却是一个崭新令我颤栗的未
来。在这澄静的夜晚，凉意散尽，浅浅的月光
下映着树叶的残滴，萤萤地流动在一起，又坚
定地落下，振动出一个光彩照人全新的世界，在
这样的世界里。
我为所有失落而喝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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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是一幅画
● 王丽雅
心灵是一幅画。我们用眼睛眺望着世界，凭感觉描绘着生活。画面或
高雅或粗俗，
或浓艳或淡泊，
或明朗或灰暗，
或真切或虚幻，
都是一个心灵的
真实写照，
因为一个人的感觉总是真实的。
人生之初从空白开始。心灵的图画从一张白纸开始，以素描的画法入
笔，
轮廓大小无定，
边线规则无序，
但开始的线条总是简单清晰的，
像幼儿的
画：画圆难圆、画鸭不像鸭。可不管像什么，那都是幼儿心中的圆和心中的
鸭，有着童真童趣，天真而无邪。心灵之图随着年龄的增长而缓慢铺展，随
着阅历的增深而渐渐有形有色，
丰富多彩，
其画面很多时候总是与人生之旅
沿途的风景遥相辉映，
视角经过的部分，
会触摸心灵。
童年的画面总是色彩斑斓，
多姿多彩。那是无忧无虑的年龄，
是编织童
话的年龄，心灵所描绘的自然都是美好而充满童话般的色彩。明朗、艳丽，
少有雅俗之分，多半虚幻，对未来充满着向往和憧憬。而进入老年后，如同
素描的静物画法，
有着循序渐进的原则；
亦如电影的回放，
静观冥思，
从容淡
定，
可品雅弃俗。
画面变化多端，明暗对比强烈，笔触狂放缭乱，或模糊或呈现动荡不安
情形的，多是在中青年时期，这是步入人生巅峰的年龄，是行走且思考的年
龄。现实所表现的和画面所呈现的往往相悖，
这就是所谓的“事与愿违”，
是
现实和理想的距离隔阂。印象派画家梵高的作品之所以享誉世界，就是
因为他所表现的是他真实情感的再现。画作清晰而充满质感，处处触摸生
命的触角，
蕴藏其生活的轨迹和深刻的思考。而现实融他于水深火热之中，
除了贫穷，
就是饥寒交迫。但其生活的不幸和艰辛，
却不失他对贫苦人的怜
爱。对太阳的渴望，对自然和生命的敬畏，以及对艺术的热情，他把这些情
感表达于自己的作品中，
如《纺织工》
《向日葵》
《星空》
《有乌鸦的麦田》等等，
都有意识和无意识地流露出他对弱者的同情，
以及内心所表现出的孤独、压
抑、郁闷的心情。
当然，现实生活中有梵高这样用艺术天赋表现内心世界的自是少之甚
少，我们无法把内心所呈现的画面搬到视角上来，让更多的人阅读，那就一
个人静下心来，
坐在安静的角落独自品赏吧!
一段人生就是一幅长长的画卷，心灵描绘的部分是人生最真实的部
分。常常阅读心灵的画卷，就是对心灵的一次次剖析和对灵魂的一次次飞
跃，
慢慢地，
我们可以从中找到自己在画卷中的位置，
即使难以改变，
也能让
自己变得更加理智和从容。

穷友老贵
● 杨敏
老贵是我儿时最要好的朋友，
也是我现在感情最笃的朋友；
是我诸多朋
友中最穷困的一个，也是众人中活的最怡然自得的一个。四间低矮的平房
虽是四壁透光，
但也够一家四口的起居，
六亩责任田在他漫不经心的侍弄下
年产不丰却也能维持全家人的温饱。比如前些年他承包鱼塘曾有过大把的
收入，近年在他家旁边建济青高铁又挣回一笔不少的工钱。那些钱对老贵
来说总是来的速去得快。老贵不似一般农民，将得来的钱一分一毛的攒起
来盖房子，
为儿子娶媳妇。有钱时他懂得潇洒：
全村他头一个看上电视用上
冰箱，头一个上网用上电脑，头一个买上小面包车；亲朋好友上门他总是好
烟好酒招待，
隔壁邻居有困难他出手大方决不吝啬；
在家里他绝不让一家人
在吃喝穿戴上亏着，上城里他一定要下一会饭馆。据说胶东半岛一家大饭
店的银质餐具他也用过。没钱时他能对付着过日子：被迫戒掉烟瘾酒瘾他
从不叫苦喊穷，
瞌睡依旧睡得香甜，
身体养的敦敦壮壮，
照样一脸的滋润，
决
没有半点的穷相。
在老旧的房顶下，
老贵有他骄傲的地方，
首先是儿女双全使他拥了一种
做人天性的自负；
其次是年轻利落的妻子将锅台天天收拾得干干净净，
将被
子永远叠得整整齐齐，床单永远洁净平整，在村中少见，处处流露出家庭和
顺温馨的气氛。
有人说，
在一篓苹果中先拣大个吃的人是懂生活的，
先拣小个吃的是会
生活的。对老贵来说，他是懂生活的。他有独特的人生哲学。有人奉劝他
攒钱盖房时，他说，我支床的那块地方不是没漏雨么；有人劝他积钱留给儿
子时，
他回答，
我爹留给我万余元的债务，
我今天不是过得很好吗；
有人诘问
他如何善待一双儿女时，他说，姑娘是要出嫁的，儿子招给人做女婿不妥当
啦。
其实，老贵有老贵的安排：他把姑娘送到外地的妹妹处打工，让儿子学
了一手镂刻碑文的冷门手艺，他自己则踏踏实实在附近的公募中为亡灵修
起阴宅来，要挣下钱来为自己修几间像样的房子。据说他在干活中得到某
种启示，感到人生无常，生死难料，做人一回还是应当为这个世界留下点什
么，于是彻底戒掉了烟酒和赌牌嗜好，兢兢业业干起事业来，成了一个五十
多岁而回头的浪子。

诗两首
● 高熙海

畅想未来
未来
属于一个未知的世界
未来
营造许多心田的感悟
畅想未来
赶上新的时代
畅想未来
欢乐永在心怀

脚步正坚
畅想未来
那是神奇的种子
生长快乐
与心同在
告别过去
畅想未来
一路同行
人生豪迈

明天之路
带走了灿烂
明天之路
那是爱的起点
明天之路
那是大写的人字
明天之路
那是新的诗篇

明天之路
走向远方
那是未来的驻点
告别昨天
那是大写的胸怀
畅想未来
注定告别期待
时光因期盼而绚丽
大地因广阔而豪迈

今天的路
必然迈向明天
阳光辉煌
心头急颤
路啊
通向遥远
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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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策群力共建和谐临沭

一曲风花雪月的青春，
一段
肆无忌惮的青涩。年轻不一定
有资本，
但不年轻是一定没有资
本。
有时，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
程;有时，赴一局跌宕起伏的酒
局;有时，做一件有头有尾的小
事。最好的旅行，
就是在陌生的
街头，发现一种久违
的感动。在路上，不
问初衷、不因某人，
只
为在未知的途中遇见
未知的自己。
●
偶尔为路边独特
的风景驻足，
偶尔因高山流水的
美丽而停留，
或是走在一条深沉
深沉的巷道，
期待遇上一位手撑
油伞，略结忧愁，丁香一般的姑
娘;或是在春暖花开时，踏足山
叠，赏一世风光;或是游离河边，
写一盏河灯，
寄语一切安好。
突然想一个人去走一走，
背
着简单的行囊，
行走于天地之间。
感受迷人的自然风光、
淳朴的民俗

能自拔的也不少吧，不是进步而是毁了的也不少吧,乃
至无数家长痛心疾呼：关闭网吧，这又让一部分真正
通过互联网学习、提高的人受到“打击”。那价格不菲
的精装书籍销量不错，无不证明爱书的人越来越多，
但买书的人真正读不读书又让人怀疑，如些达官贵
人，藏书不少，并不是为了真正读书，而是
把书作为装饰，把书放在办公室书柜里以此
来衬托自己的品位，以显示自己“博学多
才”，或许也读了不少书，那或许大部分是
旧朝古代的禁书和风月文学。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不能因为它的消
极负面而否定了对人类进步的推动作用，也
不能因读书人增多而窃喜，读书应有所选择，按自己
从事的职业来读、按自己的喜爱来读、按自己的时间
来读、按自己的兴趣来读。总之，就是要读书，用科
学发展的观点读书，要博览群书，要读好书，读有用
的书，读进书、读懂书，提高自己的素质，通过书这
个阶梯真正使自己上升到更高的知识境界。

电话：2132165

同 心 同德构筑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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