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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次采访东赵庄，为了修志，在北风
呼号的冬季，在和风细雨的春天；今次北辰
宝坻两区作家“相约曙光水镇”，交流“新时
代文明实践活动”心得体会，是为盛情满满
的地主，又兼兴高采烈的游客。

人潮花海缘梦湖

人潮
9 月的首个周日，金风送爽、红日高悬。
家庭小轿车旅游大巴车塞满了偌大的停车
场，车身的五颜六色，在缘梦湖外拼接成一
幅其大无比的动画。 景区入口处，情急的游
客引颈眺望，花枝招展的衣裙装束，仿佛排
队长龙的闪亮鳞片……是的，战胜新冠肺炎
疫情的豪情犹然在胸，这久违的火爆场面似
曾相识——
—在西子湖畔？ 在五彩池边？
码头上候船的长龙， 随着画舫的次第
停靠、驶离走走停停。 在嘈嘈喳喳的笑语和
欢声中，你能听出有北辰的乡音，天津的卫
胡儿，上海的普通话，纯正和不纯正的京腔
京调……
湖区景点的回程线路有两条。此一时段，
观光车已被旅游团包揽预定。 候车处照例人
潮涌动、一座难求。 虽然临近中午，文朋诗友
们一致选择沿着绿荫下的曲径探幽与交流，
踏着逶迤的水上栈道倾听足音和心声， 登上
圆拱的石桥极目远望、 临风拍照——
—可贵的

刘万庆

分佯欲动，五更只欠一声蹄。
哦， 缘梦湖的花， 虽无盆栽盆景的名
贵，亦无温室大棚的娇宠，她们根植大地守
望家乡，与一湖碧水连绵成海，以其铺天盖
地的博大气势， 诠释了新时代欣欣向荣的
面貌和精神， 展现了新农村宽广朴厚的胸
襟和情怀!

心灵港湾
是，除却我们一行 40 余人，这还真是一段相
对宽松、不那么摩肩接踵的风景。
在专供游客安营扎寨的长堤绿岛，在音
乐广场对面美食街的枫树林下，形形色色的
野外帐篷鳞次栉比， 玩累的孩子或呼呼大
睡，或偎着母亲说悄悄话。 充气垫上躺着的
往往是老人， 这种户外小憩的新式装备，看
着就让人心里舒坦。 一群群的大学生、年轻
人围着塑胶布团团而坐， 喝啤酒饮料儿，吃
烧鸡烤串儿，大声喧哗着挥洒青春……
不消说，这两处风景依旧是人潮、暂时
安顿下来的人潮。

花海
无论从质和量上来说， 缘梦湖的花魁
非荷莲莫属，似应与一湖碧水专题描画。 即
或没有荷莲的助威与帮衬， 景区里的五色

花海已然壮观得令人震撼。
才入大门，一道百日菊、格桑花妆成的
迎宾大道直伸湖里：色分赤橙黄绿青蓝紫，
花分球状碟状伞状、单瓣和重瓣，不同花色
各自为伍、排列成行铺陈开去，好似一幅大
地的织锦，又似一道天上的彩虹。
下船码头直达永定新河堤坡，好大一片
鸢尾草宣告着
“
地毯式”的存在。风平时亭亭
玉立，风起时三瓣状花朵儿有如无数蓝蝴蝶
随风起舞摇曳，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走出曲径与观光车同路时， 郁郁葱葱
的马鞭草拥满了整个缘梦湖的东岸。 细碎
微小的紫花儿， 像极天上的繁星， 放眼望
去，一股紫气升腾着、回荡着，正应了那句
“紫气东来”的吉相。
给北岸镶边的是鸡冠花。 酷似鸡冠的
火红花束， 雄赳赳气昂昂地夹道迎送着南
来北往的游客，诚如北宋诗人所写：精彩十

在参观完邢燕子所在曙光大队时的知
青宿舍后,日头便西斜了。归程车上，文思敏
捷的诗人已然出口成章。北辰宝坻两区的文
朋诗友们竞相在群里发照片、发诗作、发感
慨， 连带队而来的宝坻文旅局尹玉辉局长，
也助兴发来小诗一首，奉献北辰诸友：
轻舟浮碧水，地脉或相连。
人语虽殊调，荷花照样鲜。
芳华欣与共，韵律乐同拈。
古调凭谁赏？ 秋云伴远帆。

早在 2007 年，东赵庄便获评全国绿色
小康村，是我北辰区的一颗明星。 或因偏安
北辰版图的东北边陲，心理距离似乎很远。
今夏建成开张纳客的曙光水镇缘梦湖，一
旦游过玩过亲过近过， 在你心中便成为常
思常念难以割舍的话题和情愫， 成为我等
北辰子民心灵的港湾。

有一种爱叫
都是你惯的
魏青锋

父亲有句口头禅:“都是你惯的！ ”
女孩自小刁蛮，一次在学校闯祸了，把
一个小男生的脸上抓了几个血道子， 不敢
去学校就在家里装病， 男生的家长和老师
都找到家里来，父亲才知道原委，慌忙给对
方赔不是，并带着男生去了医院。
父亲回来的时候， 女孩的病显然已经
好了，在院子里活蹦乱跳。父亲气不打一处
来，拿了鸡毛掸子，就过来了，女孩吓得嘤
嘤啼哭，抱着母亲左右躲着，鸡毛掸子一会
落在母亲肩上，一会又落在母亲的背上，气
得父亲扔了鸡毛掸子， 指着母亲吼：“都是
你惯的！ ”
女孩学习成绩好， 一次考了全年级第
一，父亲笑着问：
“
你要什么奖励？ ”女孩想了
想没敢说，但是眼睛一直紧盯着哥哥的单放
机，哥哥之前说过，等女孩上初中了开始学
英语，单放机就送给女孩。 那时候，女孩喜欢
王杰的歌曲，就偷拿了单放机到学校，同学
有王杰的磁带， 可是很快让哥哥发现了，可
恼的是单放机居然坏了，哥哥回家后眼含着
泪水摔碟子拌碗发脾气，父亲拿去街口的修
理部修了，没有修好，父亲这次拿了扫把，追
着女孩，女孩围着母亲尖叫着跑，父亲又气
得跟母亲大吼：
“
都是你惯的！ ”
父亲的口头禅，时间长了，也传染给了
母亲。
女孩大学毕业， 放弃了分配进镇中学
的铁饭碗，要跟着男朋友去外省。女孩领着
乌拉乌拉讲话的南方男朋友， 回家跟父母
怯怯地讲的时候，父亲正在编竹篮子，父亲
一次意外受伤，摘除了脾脏，不能干重活，
就编些竹篮子卖了挣钱，母亲正在擀面。女
孩说完，父亲沉默了，母亲却提着擀面杖出
来了， 女孩就在父亲编好的篮子堆里跳跃
着躲闪着，母亲追不着，便扔了擀面杖，指
着父亲忿忿地说：“都是你惯的！ ”
女孩在南方的婚姻，最终还是没有熬过
七年之痒，女孩带着一身伤痛回家了，女孩
掀开房门，皮箱放在门槛上，一半在门里一
半在门外，哽咽地喊了一声“妈”，就依着门
嚎啕大哭， 正在厨房忙碌的母亲顾不得洗
手，就跑过去，把女孩搂在怀里，父亲闷着头
抽烟，一支接一支，等女孩平复了，父亲开腔
了：“恁点事，就真离了？ ”女孩就又哭出了
声，母亲便吼父亲：
“
你闭嘴行不？ ”父亲转身
出了门：
“
唉，都是你惯的！ ”
其实那时候，父亲的身体已经不太好
了，女孩进了一所乡镇小学工作，他张罗
着准备去南方接外孙女。 可还没有来得
及动身就昏倒了， 最终送医院确诊是胃
癌晚期，住院 43 天后，父亲就永远的离
开了。
女孩经常去父亲的坟上坐坐， 坟头的
荒草青了又枯了，恍惚中她分明又看到，父
亲气得跺着脚，大声的吼：“都是你惯的！ ”
女孩的心里，早已是滂沱大雨。
女孩知道， 这世界上有一种最无私的
爱就是——
—都是你惯的！

锦鲤戏荷

碧叶连天

（秦观体 词林正韵 征夫）
生存环境正提升。 芳园你我同争。
青山碧水永持恒。 空气清馨。
锦绣北辰焕彩，皴描画卷新屏。

赵殿奎
大概是人的思维习惯，过教师节自然而然想起老师，我也是如此。
我想起了勤勤恳恳埋头苦干， 既教我们语文又教我们算术的小学五六
年级教师、班主任温树，想起以德树人热爱每个学生的初中三年的班主
任张宝山，想起了学识渊博、善解人意，用尺子在黑板比着写板书的化
专班主任卫子光等老师。 有所不同的是，今年教师节我还想起了我的学
生，天津市著名作家、杂文家戴冠伟。
去年，我在《中老年时报》发表一篇《我是新中国教育的受益者》的
文章，戴冠伟看到后，通过北辰区教育局要了我的家庭电话并与我通了
话，这是我们55年分别后的第1次通话。 电话中，我们从个人说到家庭，
从身体说到工作，从现在说到过去，从我的文章说到他出的几本书，最
后他说新出了两本书，给我寄来客气的让我
“
批评指正”。 去年在第35个
教师节前，我收到了戴冠伟寄给我的《虎刺梅》《三必居谭》两本新出版
的书，这是我过教师节中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
戴冠伟在《虎刺梅》一书扉页上写到：
“
赵老师，五十五载师生谊，半
个世纪文学缘——
—祝先生笑口常开， 健康快乐！ 戴冠伟，2019年教师
节”。 戴冠伟称我老师，这名副其实，一点不假。
1963年，我杨村师专毕业分到宁河县，县教育局把我分配到芦台一
小，教五年级一个班数学，四个班地理，六年级四个班自然，四年级两个
班珠算课程，当时戴冠伟是五年一班的学生，我教他们地理课。 作为科
任教师，讲完课就走，对学生不做深入了解。 但对于戴冠伟记忆特别深，
我一闭眼戴冠伟的形象就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他小时候白白的胖胖的，
高高的个儿，自然卷的头发，仪表端庄、性格稳重，学习刻苦，成绩优异，
在五年一班乃至在全年级也是名列前茅。 芦台一小是以年级分办公室，
经常听到五年一班班主任靳老师讲戴冠伟作文写得好。 戴冠伟的作文
经常在班中作范文， 有时靳老师在办公室还念上几段戴冠伟的作文让
老师们欣赏，因此在我的印象中戴冠伟从小学起作文就特别好。 后来在
天津各报刊上经常有戴冠伟署名的文章， 我就想到可能是芦台一小我
教过的那个戴冠伟。
1965年我从芦台一小考入天津师范学院，戴冠伟也以优异的成绩被
芦台一中初中录取。 人各一方，20年没有联系，上世纪80年代初我到北辰
区委工作，一次在芦台开会，见到戴冠伟，证实了报刊上署名戴冠伟的文
章就是他写的。此后凡有戴冠伟署名的文章我都必读，有时老伴儿看见报
刊上有戴冠伟的文章还提醒我，问我读了没有，老伴儿也喜欢戴冠伟的文
章，凡有必读，我们都成了戴冠伟忠实的粉丝，现在称为铁粉。
今年是第36个教师节，本应写一些怀念老师、感谢老师的话，怎么写
起学生的文章呢？韩愈在《师说》中讲，
“
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
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
我理解教师与学生既有绝对性又有相对性。 从绝对性上讲， 老师就是老
师，学生就是学生；从相对性讲，老师可以做学生的学生，学生也可以做老
师的老师。 从文章的写作而论，戴冠伟的文章比我写的文章要好，而且比
教过他的小学中学的老师都要好。他写的文章关注社会热点问题，分析问
题既不扣帽子也不打棍子，而是入情入理，头头是道，以理服人。有类似毛
病的人读后服气，广大读者读后解气。 至今，他业余写作已出版7本杂文，
几百万字，以这样的学生为师，我感到光荣和自豪。
我业余时间也爱好写一些短文在报刊上发表， 有的文章戴冠伟读
后给我打电话鼓励我多写，我就应以他为师，热爱生活，书写生活，努力
写出有品位的好文章来。

敬畏食物
王永清

在画中游

形影不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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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径通幽

水镇画舫

蔡学军
七月，一次次将语言物化
将形象赤裸裸地纷呈世界
我此时只想成为一朵野花

朝阳路上更熙荣。 大美前程。

（秦观体，词林正韵 穆洪信）
弘扬文化育人功，景观优雅盈瞳。
运河佛寺踏莎行，水秀林明。
小镇双街特色，明珠紫御和融。
自然生态画相迎，魅力无穷。

（秦观体，中华新韵 孙玉祥）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
（北辰区委宣传部 区文明办 区文旅局 区融媒体中心联合征文）

对自然生命的崇敬
就是成为自然生命的一种
没有假如
一条小河已在记忆外干枯
记忆里它模样如初
七月曾让它如此丰富
最终它悲情地消失
在人生曾经的五十个七月里
我一次次虚拟现实
却又一次次被现实征服
主动接受在我的灵魂里已构筑城堡
岁月流逝的速度在加快
七月，却永远是记忆里
那根让我的思维攀附的藤

今夜，不问东西
今夜不管你在哪里
我都在你身边
就像一只候鸟
它的哪个故乡都在远方
却又近在咫尺
即使雪山巍峨
洋河辽阔
记住，有土地的地方
就能栽植生命
有生命的地方就会传递温情
在将力量给予他人的时候

摄
影
韩
富
良

你会心的一笑
阳光搭在身上
我们相互取暖
远方人纯洁的脸庞
多像天空飘着白云
不要问我的心和躯体属于哪里
我只知道
我属于祖国
属于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每一片

拾起流失的记忆

画堂春·北辰创文创卫赞
潞河波涌荡淳风，故园上下和同。
世情风化乐熙雍，珠斗澄空。
九德续新浸润，人心向善舂容。
盎然春意众芳秾，折桂蟾宫。

想起了学生戴冠伟

土地

遥望可及
今夜我在蓟州遥望远方
古浪，我依稀听见秦腔声划破夜空
云浪低垂沙漠无语
一碗拉面俘获我的心至今
还有那些方言浓重的兄弟
衣服上留存黄河水的味道
浓郁了我的记忆
那间向阳的屋子里
我曾辗转反侧地想家
现在换成想那里
温暖的笑容是一张张信笺
一直投递在心里
那株沙枣树该长高了
每次经过那里我都会驻足
相约下一次见面在不远的日子里
我说在我的家乡
你说没问题
我在数着时间的步伐
总觉得你该到了哪里哪里
两地虽然遥远
我始终在等你

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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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 日，江西婺源一位女副校长当着学生的面，把孩子们吃剩
的早餐全部吃光。目的就是要通过言传身教，引导青少年养成节约粮
食的好习惯，传承节约精神，培养他们艰苦奋斗的意志品质。 这不禁
让我想起了老一辈人对粮食的珍惜。
母亲生活在农村，小时候挨过饿，对食物极为珍惜。 她时常对我
们讲，浪费粮食是一种罪过。 田里的粮食总要做到颗粒归仓，偶尔有
饭粒掉在桌上，她也会一粒一粒地捡起来，放到嘴里吃掉。
有一次我到娘家小住，小弟领着儿子皮皮回来了。 中午吃饭，皮皮
不小心将一碗饭撞翻在地，母亲心疼得不得了，弯下腰去，想把地上的
饭捧起来。 皮皮大声说：
“
脏，奶奶！ ”母亲执意去捧，皮皮索性走上前
去，将地上的饭踩了个稀烂。 一向疼爱孙子的母亲气得大骂皮皮：
“
你
这个败家子，这是粮食呀，怎能这样糟蹋！ ”扬起巴掌就要打皮皮。
母亲深知食物来之不易，她认为，所有的食物，都是老天爷的恩
赐，浪费食物，就是冒犯了老天爷，是大不敬，不可饶恕的。 在日常生
活中，我发现，许多老年人对粮食都有一种刻骨铭心的虔诚。
我有次蒸馒头，饭后，70 岁的婆婆颤巍巍地进了厨房，听见窸窸
窣窣的声响，我问：“妈，你在厨房干什么呢？”“没，没什么……”，婆婆
好像在掩饰什么。 我走进厨房一看，原来，婆婆正费力地用手抠蒸隔
周围沾着的馒头屑吃。 我说：“妈，这让军（我老公）看到可不好，还以
为我不让您吃饱饭呢，想吃，簸箕里还有很多馒头。”婆婆不自然地笑
笑：“我不饿， 看见你常将这些馒头屑用水一泡一刷就倒掉了， 浪费
了，怪可惜的。 ”
其实，珍惜粮食无关乎贫富，它体现出的是一个人的品德修养。
古人说：“惜食惜衣，非为惜财缘惜福”，道理就是如此。李嘉诚用餐简
单，一碟小菜，一小碗米饭。最后不仅菜吃光，碗里的饭也吃到几乎一
粒不剩。弘一大师认为，人有十分福气，也只好享受三分，所余的可以
留到以后去享受。在他眼里，白菜好，咸苦的蔬菜好，能有一碗白米饭
吃，更是好上加好。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现如今，
生活条件好了，粮食富余了，有些人却忘记了曾经的匮乏与不足。 孩
子扔馒头，大人倒剩饭，讲面子，摆阔气，各种奢侈浪费随处可见。
我们常说：“民以食为天”。 人要心存敬畏之心，即便是自己的劳
动所得，也没有随意糟蹋的权力，你可以将富余的物质去接济那些需
要帮助的人。 食物将养料融合于人的血肉中， 从而完成了种类的生
存。 对食物的敬重，其实就是对生命的敬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