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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全面建成高质量小康社会
和“
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众志
成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极不平凡的一
年。 为充分展示全区上下携手抗疫、共
克时艰的精神风貌，充分展示撤县建区
20 年来特别是近年来全区经济社会各
项事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展示
武清优势、武清特色、武清亮点、武清品
牌，进一步提升“京津明珠、幸福武清”
对外影响，武清区委宣传部、天津市摄
影家协会即日起启动“京津明珠、幸福
武清”主题摄影征集活动。 现面向全社
会征集摄影作品：
一、主办单位
中共天津市武清区委宣传部
天津市摄影家协会
二、承办单位
天津市武清区文化和旅游局
天津市武清区融媒体中心
三、活动主题
“京津明珠、幸福武清”
四、作品征集时间
2020 年 5 月 11 日至 10 月 10 日

“京津明珠、幸福武清”

主题摄影作品征集启事
五、奖项设置
获奖者将获得证书和奖金，其中设：
一等奖 3 名，奖金为 2000 元；
二等奖 6 名，奖金为 1000 元；
三等奖 16 名，奖金为 500 元；
优秀奖 75 名，奖金为 200 元。
六、作品要求
1.凡是拍摄反映武清战“疫”，以及
全区经济发展、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精
神文明建设、城市建设、环境建设、民计
民生、百姓幸福生活等经济社会发展成
就的作品均可投稿。
2.摄影作品须主题积极向上，价值
取向正确，思想内涵丰富。

雍阳 我 可 爱 的 家 乡
高增军

美丽的雍阳我可爱的家乡
古老的运河碧波荡漾
返青的麦苗
绿波层层似海洋
绽放的花朵
争奇斗艳尽洒芬芳

美丽的雍阳我可爱的家乡
古老的运河两岸金黄
稻田里蟹肥鱼壮
高粱像喝醉了酒
红透了脸庞
金黄的玉米挺着胸膛

美丽的雍阳我可爱的家乡
古老的运河闪着金光
荷花绽放
鱼翔浅底鸭欢唱
无边的田野
散发着醇美的清香

美丽的雍阳我可爱的家乡
古老的运河素裹银装
瑞雪纷飞
大地尽显苍茫
如诗如画的北国风光
承载着我最初的梦想
（武清）

子夜听风
齐福玲

只为静静地守候
今生的一份承诺

此刻
河山已在梦里
一切静如止水
于是，我的思绪
直升云层
风
终究挡不住腾飞的翅膀

3.摄影作品须为参赛者本人原创。
拍摄时间在 2020 年 1 月 1 日以后，参
与过武清往届摄影征集活动的作品不
可重复投稿。 作品所涉及的名誉权、肖
像权、著作权等一切法律责任均由参赛
者本人承担。
4.参赛作品在后期制作中，对影调
和色彩等视觉效果的调整须为适度，以
不违背拍摄对象客观真实属性为原则。
须为 JPG 格式， 单幅照片尺寸不得小
于 1MB， 不接受水印、 边框等标记作
品。 组照为 6 至 10 幅照片组成。
5. 参赛作品以压缩文件的形式于
征集截止日期前发至指定邮箱，文件命

散 文

诗 歌

春风吹着口哨
轻扣无眠的窗口
当我看星星时
云幔遮住了繁华
远处
只有人间闪烁的灯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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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着时光流走
听着春风里夹杂的乡音
我看不到故乡的峦峰
眼前却挂满了熟悉的笑容
谁用乳名塞满我的双耳
悠然南山下
拥挤的风
是一种与另一种
交织而再交织的
乡愁
（武清）

名方式为“作者姓名 + 联系电话 + 身
份证号”。
6.压缩文件内照片文件命名为“作
者姓名 + 作品题目 + 联系电话”。 每幅
（组） 作品需附不超过 200 字的文字说
明（含拍摄时间、地点、事件等要素），文
字说明题目与作品题目一致，组照应有
唯一标题。
七、投稿邮箱
wqqwxcbxwk@sina.com
八、相关说明
1.本次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
2.获奖作品由主办方颁发证书，主
办、承办单位有权在著作权存续期内以
复制、发行、展览、放映、信息网络传播、
出版等方式使用参赛作品，并不再支付
报酬。
3. 在征集过程中， 主办方将通过
美丽武清” 微信公众号对部分作品进
“
行展示。
4. 活动主办方对摄影作品征集工
作具有最终解释权。
2020 年 5 月 11 日

年级同学看，那就得认真对待了。
所以大多数同学不仅下功夫写文
章， 而且还把作品集设计得图文
并茂。 作品集的名字也是多姿多
彩：“心语集”“绿叶集”“浪花集”
“滴水集”“披星戴月集”……因每
一本集子都透着作者个性， 所以
很受大家欢迎。
交流作品集的那段日子是喜
获丰收的季节。 当课代表抱着一摞
作品集发给同学赏析的时候，大家
都抢着看， 要求多发自己几本，并
争着给同学的作品集写评语。 还有
人跟我到办公室请求拿几本回宿
孙
玉
舍看。 看着学生们看作品集热情如
茹
此之高，我有说不出的高兴。 当然，
要在期末考试前把一百多本作品
集看完、写出评语、评定出成绩，这
对我来讲也是一种挑战。 我常常在
办公室里加班看， 晚上在家看，有
时还要拿几本放到阳台上利用做
饭间隙看。 不过它们给我带来的快
乐远远大于辛苦。 因为看作品集时
就如同和每个学生促膝谈心，我不
仅了解了每个人写作水平，还摸到
了他们的思想脉搏，听到了他们的
心声。 我有些骄傲地对他们的班主
任说：
“
别看我不当班主任，但我比
你们更了解他们。 ”
事实也的确如此。 记得有个
来自山西的女生在作品集中写了一封给父
亲的信。 她述说了父亲再婚后自己的逆反
心理和故意与后妈作对的种种行为， 真诚
为自己的不懂事表示忏悔， 并表达了分别
后对父亲的思念。 我看后被她的真情触动，
征得她同意后把这封信寄给了他的父亲。
不久，她父亲还特意来校看她。 看着父女俩
关系从此变好，我心中如沐春风般温暖。 还
有一个学生的文章反映了自己失恋的苦
恼，我就找到这个学生聊天，对她说“天涯
何处无芳草”，学生惊讶地说：“您怎么知道
我的事？ ”我说：“是你的文章告诉我的呀。 ”
最让我高兴的还是看到被推荐的作品不断
在一些报刊发表时。 我有一本
“学生作品发
表登记册”，上面记录了各届学生在《运河》
《春潮》《天津农民报》《天津日报》《城市人》
等报刊留下的足迹。 更可喜的是，这些铅字
有的变成一些人以后工作的动力。
“井无压力不出油,人无压力轻飘飘。 ”
写作也如此，喷泉只有适当加压，才能喷射
出美丽的水花。
（武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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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我在天
津师专教写作课。 这是不太受学
生欢迎的一门课， 记得第一次上
课时我问大家，“喜欢写作的同学
请举手”， 结果全班三十多名学
生，只有三五个学生举手，而且举
得还很勉强。 写作课离不开写，可
不少学生 一 提 写 作 文 就 唉 声 叹
气、皱眉头，交上来的作文也大多
是为完成作业
“凑合”出来的。《论
语》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
者不如乐之者。 ”于是我就想方设
法让学生在写作中找到乐趣，激
发他们的积极性。
起初， 我每学期除了布置四
次作文作为平时成绩外， 还让大
家向校报投稿， 参加各报刊征文
比赛，可往往只有少数人参加。 于
是我萌生了让学生出作品集的想
法，就是让班里出一本“作品集”，
上面要有每个学生的作品。 并告
诉大家这本集子“出版”后，除每
人发一本外， 还要给下届学生当
范文，并拿出来和外校交流。 这方
法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学生写作
积极性， 他们纷纷把自己水平最
高的文章交上来。 为保证质量，我还成立了
一个编辑部，并找教美术的杨老师设计了封
面。记得 87 级学生的作品集名称是
“
脚印”，
印好封面后， 杨老师还让自己一周多的女
儿， 在上面用泥土的颜色踩上自己的小脚
印。 最后用班费印了四十几本作品集。 我记
得大家拿到作品集时都高兴得爱不释手。 多
年后有同学见到我时还说，至今还留着那本
作品集呢，因为上面有自己青春的印迹。
作家谌容曾说过：落在纸上就是胜利。
为了激励学生多写， 在以后的教学中我又
把每班出一本作品集变成让每个人出一本
作品集。 要求至少有原创作品十篇，并要像
正式杂志一样，有名称、封面、封底、刊首
语、目录、后记等。 为了引起学生重视，我明
确规定此作品集不仅要作为平时成绩，而
且还要在三个班（我教三个班写作课）进行
交流欣赏和点评， 最后再把优秀作品推荐
出去。 这对一些不爱写作的人来讲的确是
压力，但也是动力。 不少人对我说，原来写
作文只是为了给老师交作业， 现在要给全

天使出征

郭立娜 画 （杨村光明道小学）

鞭打野兔巧得鱼
李桂军

十多年前的一个夏天， 岳父打来
电话，叫我和妻子过去帮助摘西瓜。 老
远就看见岳父搭在小河边上的瓜棚，
不想麦秋前还拳头大小的西瓜， 转眼
便成熟了。 岳父要抢摘头茬西瓜上市，
是想卖个好价钱。
我和妻子帮岳父摘完西瓜， 又帮
他装好车，他扬起马鞭喊了声
“驾”。 通
人性的枣红马便低头使劲平稳地走了
起来， 岳父跨坐在车辕子上潇洒地赶
着车。 马车沿着小河边就要走出瓜地
时， 突然有一只灰不溜的大野兔从豆
地窜到车前。 枣红马被野兔吓了一跳，
野兔也被枣红马吓得一愣。 就在这短
暂的一瞬，手疾眼快的岳父抡起马鞭，
“刷”地照野兔抽去。 太准了，鞭梢不偏
不倚正好打在野兔的头上， 把野兔打
出一溜滚儿，一头扎下路旁的小河里。
小河底半泥半水，水草丛生，野兔挣扎
一阵， 便不再动弹。 让人意想不到的
是，在野兔滚入小河底的一刻，惊动了

一条大黑鱼， 大黑鱼露着乌黑的脊背
在泥水水草间奋力游动。 一时间，岸上
的人给看呆了。
我见状扔下刚刚推起的自行车，
急忙下到小河里， 先把奄奄一息的大
野兔扔上岸，然后就去逮那条大黑鱼。
河底虽然没有多少水，但淤泥很深，大
黑鱼滑不溜溜，几次按住它又被逃脱。
它甩动着宽大的尾巴在泥水草丛间出
溜来出溜去，很难抓到。 后来它被我追
到一个狭窄处，我跑过去看准黑鱼头，
双手猛地往下使劲一按， 把它的头按
进了泥里。 大黑鱼头不能动了，可是尾
巴还在不停地抽打，一个没小心，被它
的尾梢儿扫到了我的下巴， 溅了一脸
泥；可是我没有撒手，手指紧紧地抠入
它的鳃中，把它抱上了岸。
岸上的人看看我又看看鱼，都大
笑起来。 不知笑的是岳父“鞭打野兔
巧 得 鱼 ”， 还 是 笑 我 变 成 了 一 个“泥
人儿”。
（武清）

·轻松一刻·

谜 语
谜语：一只蝴蝶轻飘飘，摇摇摆摆上
九霄，一心只想云外去，可惜绳子拴
住腰。
（猜一文化用品）
（谜底将在下期同栏目揭晓）
上期：为你打我，为我打你，打得你
（蚊子）
皮开，打得我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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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振发

六、李氏太极的三盘主拳
文经武纬成大道
天参地助修神功（5）
李派人盘拳“太极五行捶”和
地盘拳“八法奇门拳”属“武太极”，
而天盘拳“七星如意拳”和“静盘”
功法以及柔架辅拳等皆属“文太
极”。 李派“文、武太极”的创立、形
成与分岭，蕴涵其复杂而深刻的文
化源流。 一是李瑞东得益自幼“文
武双修”的素养基础，从他心理概
念和属性确立上就始终认为“道德
同根，文武同源”“文武二途，不可
偏废”。 这里的“文”，具有“脉传转
化”的复合意义。
二是李派太极具有强体养生
和防身技击互用与融合的特点。 李
氏为中医世家，中医古有“文火”和
“武火”之谓。 武火猛而急（显刚），
文火缓而温（显柔）。 以养生而论，
文火寓温养之效。 这就是李派为什
么强调柔，强调先“柔”为要，强调
“刚”自
“柔”发，强调刚柔相济。
三是李瑞东对道传丹功内修
有成。 道家内丹术更讲究
“文、武火
候”，所谓“武火通关，文火养和”。
有道云：“火候功夫本自然，能通此
妙即神仙。 ”李瑞东在《从学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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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记：“九转丹砂岁月深， 养成舍利鬼
神钦。 一炉白云浑如玉，满鼎黄茅胜似
金。 ”显见，李瑞东对《张三丰内功炼丹
秘诀》有深入研究和认识，并达到较高
层次和境界。 李瑞东有传
“
筑基功”，正
是“筑基填亏”“炼精化气”“炼神返虚”
的内丹功法。
四是李派太极文化是以天地人
“三才”定位和阴阳五行之理为核心基
础，所以李派拳法自创立始，就凸显圣
传文化之精义——
—
“天人合一”这一人
与万物相容与共的最终追求。 正像上
面所讲“以诀明势”之例，三才具显，释
义深刻，道理弥真，天地自然与人文蕴
意依循而续，和合而生。
李派名家杜子宇为李派 《八法奇
门拳》总结五句话，即：以奇门奇步而
逞奇；以惊刚寒颤而逞奇；以离奇闪
战而逞奇；以惊呼惊音而逞奇；以得
意忘形扎奇根。 李派太极《地盘拳·八
法奇门拳》 有诀曰：“五行六合皆归
一，八卦奇门任我移。 动似风雷静山
岳，怀抱七星变化奇。 ”“变化奇”是以
步奇、架奇、功奇和离奇等特点相融
于八卦奇门总势， 故又称“奇门奇
拳”。 奇门奇步，外展刚武，属李派“武
太极”刚架经典。
（待续）

电子信箱：wqzxbjb10@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