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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刻

程广杰治印

心累了，听听音乐；郁闷了，跳跳
舞蹈。舞蹈让我知道了原来有一种好
看并不是停留在身体本身，而是通过
自己的特长来体现出来的。任何一种
运动都比不上你在动感超强的音乐中
舞起来……人与人不仅仅是有共同的
出生地，或者有共同的阅读爱好才会
生出好感，身体的磁场，才是最好的试
剂。舞蹈是两个人的和谐，需要珠联
璧合，凤翥龙翔。

大家都说，老韩你写了这么多的
随笔，为什么不写写你最喜爱的舞
蹈？说句实在的，我虽然爱好舞蹈，天
天锲而不舍坚持不懈地练习。可我的
初衷就是以舞蹈为媒介锻炼身体，总
觉得自己没有品评舞蹈的资格，更没
有评论周围舞者的资历，故而迟迟未
果。评舞论道空有其心，却久久不能
付诸实施。天长日久架不住周围朋友
的怂恿，终于按捺不住驿动的心，提笔
写一写静海舞蹈的趣事。

静海舞者中虽然大多数都是中老
年人，但从不缺乏年轻人的朝气活力
与执着不懈。随着静海兴建了几个大
广场以来，有好多拔尖的舞蹈人才雨
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推动静海舞蹈发
展的应该首推文化局退休干部靳春义
大姐。她利用休闲时间在玉带公园开
办舞蹈培训班，培养了大量舞蹈爱好
者，并连续7年开展比舞联欢活动，促
进了静海舞蹈水平的升华。

舞蹈讲究阴阳，领舞为阳，随舞为
阴，舞蹈的美就体现在阴阳和谐上，这
就是为什么要求男女共舞的道理。女
舞者暂且留给更优秀的文学家评论，

我单论男舞者。徐广联、马卫东应该
是大家公认的舞场王子，不仅人帅气，
舞蹈水平更是出众。他们的舞蹈时而
如浮云般轻描淡写，时而轻柔地伸展
手臂，时而翩翩旋转，细碎的舞步如蜻
蜓点水。难能可贵的是静海好多舞者
都是他们的学生。恰恰、桑巴是徐广
联的强项，单就从他对舞蹈的热爱和
痴迷，我就觉得他应该成为拉丁舞王
的。事业的忙
碌没有束缚住
他对舞蹈的热
爱与执着。他
的 桑 巴 跳 起
来，总是会有
好 多 观 众 喝
彩。一个干净
利落的图个拉
恰，总会让观众不禁拍手叫绝。我是
偏爱马卫东的北京平四的，潇洒帅气，
动作干净利落；刘春雨的维也纳华尔
兹可是首屈一指的，无论是和王老师
搭伴，抑或是和其他女士旋转，都能淋
漓尽致的展现出女士的妩媚与妖娆。
我是单喜欢刘春雨的一本正经的脸
庞，跳舞时那严肃的神情不亚于雕塑
家罗丹，很是专业且透着可爱，享受着
舞蹈带来的乐趣。布鲁斯要说程老师
跳的好，别看程老师膀大腰圆，可是跳
起布鲁斯来，就像美丽的黑天鹅展翅
欲飞，看得人都想随他翩翩起舞。探
戈舞首先想到的是东城王叔，一副标
准的京腔京调，跳起探戈，像熊熊火焰
也像稍纵即逝的闪电，抑扬顿挫，收放
腾挪，令人眼花缭乱，动态的美目不暇

接，美不胜收。伦巴舞是尹主席的拿
手好戏，别看尹主席腿脚不灵便，但恰
好让伦巴舞展示出了柔情，真正舞出
了情人之舞。用优美性感的舞姿诠释
了对爱的理解———执子之手，与子
偕老，相依相恋，不离不弃。有人说你
怎么不提宫廷王之舞华尔兹呢？单就
男舞者来说，大家还是喜欢看唐仁跳
华尔兹的，节奏明朗、潇洒自如、典雅

大方、华丽多姿、飘逸欲仙、波澜起
伏，像一艘小船荡漾在海中，灵动得仿
若手持琵琶的飞天，飘逸得犹如漫天
轻盈的雪花，清雅得就像步步生莲的
仙子。华尔兹是注重线条美感的，形
体重心要垂直的，自诩如果身姿没有
我的帅气，是舞不出美感的。跳华尔
兹，自身条件很重要，须身高、体瘦、
头小、颈长、胸挺、腿长，且华尔兹是
讲究架型的，大凡和我搭手跳过华尔
兹的，无不夸赞美极了。

静海普及率最高的舞蹈应该数得
上吉特巴舞了。大家在吉他巴舞蹈上
下的功夫最大，功成名就者也最多：技
术全能、桃李天下全能派教主老陈；刚
劲硬朗实力派崔佛心；东城拉丁范儿
学科带头人肖哥；潇洒奔放江湖侠客

督哥；九阳藩篱独孤派盟主缘来是
你；华山论剑斧头帮帮主大黑牛；霹
雳忽悠派掌门人东北江老师；大刀阔
斧不惜气力的笑傲人生；李文斌大师
关门大弟子东城水蛇腰老刘；江南水
乡柔柔风掌门人毛叔；怡安弓背王者
逍遥侯老卢；悟空转世猴王小李；一
字马帅哥何梦缘；峨眉金顶太极如风
贺书记；大肚菩萨张手牌蒲扇刘；登

山派舞步大师马
三哥；逍遥风舵
主 黑 旋 风 追 梦
人；林林总总，数
不胜数，风格不
同，对吉特巴执
着的心一样。

珠缨旋转星
宿摇，花蔓抖擞

龙蛇动。舞者的乐趣就在于对舞的痴
迷。杜老师年逾七旬，可称得上是舞
痴，一招一式都很认真，可天生不是跳
舞的材料，束缚了杜老师的发展。由
于杜老师夸张的动作，滑稽的表情，风
趣的为人，常会让人驻足。杜老师常
说：“如果我小的时候，抱着玉米高粱
跳一下舞就好了，现在也一定是一个
身体柔软的，有舞蹈天赋的人。”看杜
老师跳舞，是让人愉快的事情，有时一
个动作夸张极致，让人捧腹大笑。偶
然间看到杜老师的舞鞋，后跟已经露
出木头的白茬，看后在一笑过后的幽
默中也对其对舞蹈的偏爱充满敬佩。
芸芸众生，每个人都是生活的主角。
或许，我们都只是一株微弱的小草，可
是，只要我们有枕着阳光的心，梦想的

种子就会发芽，小草也会成为一种灵
动而又完美的生命。
“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

来。”舞者中要提的另一个人是夏老
板，喜欢独舞，喜欢品舞。他穿着整洁
的黑色练舞服，脸上是一如既往的执
着、沉静的表情。音乐响起，他如一只
优雅的鹤，翩翩起舞，旋转、滑行，沉
醉于一个人的舞蹈世界里。曾经我问
夏老板：“你不觉得一个人跳舞很枯燥
吗？”夏老板回答道：“不，相反，我觉
得自己很幸福，因为我能把自己的梦
想付之于行动中，这就够了。我不在
乎一个人跳舞，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
对舞蹈的坚守。一条丝带，一个动作
都可以练上一晚上，练上千百回。”在
舞池中一个人旋转，也是一种自身情
愫的陶冶。也许是没有遇到真正的知
音，也许是默默享受舞蹈的乐趣。总
之，夏老板是很少和人搭手跳舞的，也
许注定一辈子做一个孤独的舞者。

人类的文化是从舞蹈开始，在没
有文字和语言时，简单的手势就是一
种舞蹈。“咏之不足，不如歌之，歌之
不足，不如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舞
蹈还是人们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宣泄压
力的一种很好的途径，通过身体动作，
对音乐感悟，释放心灵，从而忘忧解
愁，益心健体。跳舞是种情怀——使
你如风,掠过千山万水,跨过黄河黄
山,长江长城；使你如燕,领略西双版
纳与大兴安岭,倾听雅鲁藏布与喜马
拉雅。跳舞是种幸福——它给你一颗
澄澈之心、平静之心、充沛之心、向上
之心。

雷锋，一个普通的名字
雷锋，一个不凡的榜样
还在懵懂孩提
我就会叫你的名字
因为对你的崇敬
就把你的形象深深刻在心中
循着你的路走来
就把自己长成了你

在祖国西部黄土高原
乡亲穿上我捐赠的新衣
在琅琅书声的学校
孩子用上了我捐赠的文具
在村里的孤寡家庭
老人吃上了我捐赠的油面米
在神圣的大学殿堂
学生用上我捐赠的助学金

多少个春夏秋冬
多少个朝朝暮暮
我在社区的角落整理堆物

我在大街小巷捡拾垃圾
我在交通路口劝导行人
我在每一个可以出现的地方传播文明
不断重复着奉献的故事
把爱心播种在人们心田
以平凡的行动实现不凡的人生价值

我用一颗普通的善心
在别人需要的时候伸出我的手
把亲情和爱意尽情播洒
把自己活成一幅最美的写意画
为他人的幸福燃烧自己
超越生命的短暂与渺小
感受人生的辽阔与壮美
不管有多少欢乐和悲伤
不管有多少无助和彷徨
不管有多少收获和失望
让理想与信念照耀
让言行与灵魂相伴
固守我的心灵港湾与精神家园
在志愿奉献中走过不老的时光

重温党史心潮涌，
初心不改为民众。
仁人志士洒热血，
无怨无悔不图功。

千秋伟业党缔造，
理想深植人心中。
集体智慧圆国梦，
民族复兴享大同。

立 春
浪淘沙·春女

冰雪谒勤牛，春女归眸。媱行曼步
睇轻溜。浅笑虚嗔颜半掩，欲放还羞。

芳迹隐清幽，莫是寒愁？花期怎可
误金秋。浴过东风脂伴粉，俏染枝头。

雨 水
浪淘沙·春霖

开岁望春霖，淅沥无音。句芒曳袖
祷青云：阡陌嘉韶发草木，祈雨涔涔。

万象竟临歆，多少殷勤。三牛共奋
日争金。指待旌红贺百岁，喜泪盈襟。

（注：①句芒，古神话中的春神。②
三牛，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③今年
将迎建党一百周年）

惊 蛰
蝶恋花·梨俗

节后身疲兴渐杳，倦至惊蛰，口燥
牙舌咬。风峭尘迷虫疠扰，焦人困顿分
分秒。

恰煮甘梨汁正巧，润肺滋阴，火败

邪瘟跑。玉靥流苏颜更皎，心光竞与春
光好。

（注：惊蛰吃梨是北方应对春燥和离
避害虫的民俗）

春 分
江城子·春趣（双调）

朝夕日月半平分，问星辰，觅无痕。
草鲜苗嫩，素野漫新茵。元鸟惊雷侯始
电，芳愈艳，愈春深。

坊间竖蛋闹俚村，左均均，下匀匀。
洽然之立，笑语隐乡音。更把娱俗欢内
外，茶共酽，酒同醇。

（注：春分民间有立鸡蛋之俗以增春
趣，并传国外）

清 明
南歌子·暮仲春

暮仲春交季，洁齐此最长。踏青陌
上嗅馨香，故塚龛前洒泪诉离肠。

芳昼欢和景，寒更泣远伤。欲将华
发慰流光，却道归途苦短好炎凉。

谷 雨
长相思·香椿

三月华，采椿芽，发小同窗绕树爬，
撷来嫩嫩丫。

小盘扠，大筷抓，诡味激涎舌打花，
余香咂满牙。

（注：谷雨食香椿乃北方习俗）

崛起的小村

团泊湖，浩荡又宁静，天上的白云
把影子印在水面上，湖里的天鹅缓缓
起飞，又把水的轻柔带到了空中；岸边
的芦苇举着紫毫毛笔，把黄土地上的
希望，写在嫣红的朝霞里；杨柳的虬枝
铁线，刚劲挺拔，诉说着黄土地上凸立
的现代奇迹。

那座传说中的凤凰台，在静海大地
上落地生根，每天都生长着惊喜和传
奇。雄浑苍莽的团泊湖畔，晨曦还没有
染红东方的天空，建设工地却依然灯火
通明。学校、医院、住宅小区、体育场
馆，在脚手架的拔节中一天天长高长
壮。太阳升起来了，金色的光线涂抹在
每一幢造型各异的建筑上，仿佛来到了
童话世界的黄金屋。谁能够想到，脚下
这片土地，世世代代曾经只生长黄须菜
和白花花的盐碱。

创业者把村办企业铸造成了一
棵钢铁大树，牢牢地扎根在了这片黄
土地上，给小村插上了一双腾飞的翅
膀。改革开放春风徐来，寂静了太久
的小村，第一次听到了机声轰鸣，庄
稼地里走来的后生，走进了喧闹的车
间、林立的工厂。人们的腰杆直了，
人们的腰包鼓了，然而，刺鼻的气体
排向了空中，污浊的废水流入了河
道，野草芦苇枯黄了，小村的发展，走
入了瓶颈。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

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生态文明建设高度
重视，对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决心坚

定。小村重新找准了前进方向，绿色
产业、综合治理、生态农业，让小村拨
云见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形成人与自然和谐
发展的新格局。

繁花绿树映衬下的一幢幢花园式
建筑，雄奇高耸的体育比赛场馆，会让
你误认为走进了大都市。特色种植、
养殖，建设湿地公园，打造生态休闲旅
游区，每一个设想都变成了现实，落地
有声，吸引了大批游人来参观、游览，
或自助采摘、或快乐垂钓……青山就
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在这里，人们
享受着人文环境的熏陶，与自然的和
谐相处，在团泊湖的微波和鸟雀的啁
啾中，放飞心灵。

小村的盐碱地上，曾埋下多少梦
的种子，勤劳的乡亲，用心血哺育着
这梦，萌动、弹射、飞翔，收获快乐和
幸福。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
祉、关乎民族未来的大计。党的政策
春风化雨，给这一颗颗梦的种子施
肥、浇水，她终于长大了，一个个小村
也长大了，长成了一片崛起的新区，
屹立在团泊湖畔。党带领人民种植
的中国梦的巨树，已经深深扎根在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沃土里，我
们坚信，她一定会开出绚丽的花，结
出丰硕的果。

开心农场

也许是受网上盛极一时的游戏
“开心农场”的启发吧，小村人把虚拟
的农场搬到了现实的土地上。一幢幢
童话中才有的尖顶木屋，一个个风格

装饰各异的庭院，一排排阳光温室大
棚，为那些在喧嚣的都市中渴望到故
乡栖息心灵的人们，营造了一个真实
的世外桃源。自己松土、打沟、点种、
浇水、捉虫，播下希望，种出生机，看碧
绿的小苗拱出泥土，顶着露水伸着懒
腰。看纤柔苍翠的藤蔓，蘸着朝阳伸
展，头顶一髻小花，爬上架的长成倒挂
的丝瓜、黄瓜，匍匐在地上的结出金黄
的南瓜、翡翠般的西瓜。在这里，每一
寸土地都蓄满了生机，每一片叶子都
呢喃着笑语，每一朵小花都绽放着欣
喜，每一声虫鸣、鸟啼都歌唱着舒心，
每一颗汗珠都放大了惬意。千百年来
充满艰辛的劳动，第一次有了不同的
感受，舒适和开心成为每个劳动者生
活的主旋律。干自己的活，流自己的
汗，吃自己的饭，幸福着自己的幸福，
快乐着自己的快乐。

林果采摘园、渔业养殖园、观光旅
游区、畜牧养殖区、休闲垂钓区，一处
处美不胜收的乐园让人流连忘返。天
蓝了，水清了，到处是养眼的绿色，到
处是清新的空气，到处是会心的微笑，
到处是赞叹和惊喜。尊崇自然，绿色
发展，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
境。一个观念的转变，让日出而作、日
落而息的小村，顺利完成了由农业向
旅游业的转型，中国新农村建设的蓝
图，正在一代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
民手中绘成。

西瓜小镇

一座座玻璃房子，扎根在春天的
田野里，显得特别抢眼。推开门，满

地、满眼、满屋的绿意撞击着你，竹竿
搭好的架上，已爬上了翠绿的憧憬，鹅
黄的西瓜花仿佛一只只小嘴，随时啄
出惊喜，有的西瓜已经初见雏形，在叶子
的掩映下左顾右盼。在一排排拱起的白
色薄膜下，绿绿的藤蔓正伸开腿脚疯
跑。人们不禁怀疑，这是谁的大手笔，竟
能把季节的时针拨快了。瓜农们不做回
答，只是掩饰不住地咧嘴笑着。

大清河，长途跋涉，如约而至。枕
着大清河臂弯的小镇，就像大河结出
的一枚青枝绿叶的瓜。人们世世代代
在这片土地上播种着，收获着，终于一
个个蘸满汗珠的西瓜，给人们带来了
新的希望。过去常年被大水浸泡的洼
淀里，长出的西瓜格外脆甜爽口，连南
巡经过的乾隆皇帝浅尝一口，都赞不
绝口，当场封为御品。从此，小镇和西
瓜有了不解之缘，一条希望之路，和翠
绿的瓜蔓一同延伸。

新思想引领新时代，开启了乡村
振兴新征程，科技兴农、科学种田，焕
发了大洼人的聪明才智。在大洼得天
独厚的沃土里，人们把普普通通的西
瓜，养育成了黄土地里的金娃娃。西
瓜协会、西瓜合作社请来了农业专家，
依托科技创新，让瓜农们也学会了让
匍匐在地上的西瓜，第一次直起腰爬
上了高架。科学嫁接、蜜蜂生物授粉、
全自动温度湿度监控、全自动地下滴
灌……一项项新技术让人目不暇接。
高温棚、低温棚，让西瓜上市的时间可
以反季节调整。每年一届的西瓜节，
注册的西瓜商标，让小镇声名远播。
大街上，胡同里，早市上，带着浓浓乡
音的吆喝，成了最真实的广告。摊位
前，瓜农捧起一个西瓜往地上一放，只
听“啪”的一声，西瓜一下子就裂开了，
汁水流出来，红瓤黑籽也露出来。掰
一块，咬一口，甘甜爽脆，让人一拿起
来，就再也放不下。

如今台头西瓜，已经走出了小
镇。田野里，一座座瓜棚鳞次栉比，瓜
苗如雨后春笋一样拔节、生长，一不小
心，西瓜就长成了台头的地标。

美丽乡村建设，让人民群众有了
更多的幸福感。乡村振兴的愿景，已
经成为美丽的现实，人们在美好的新
生活中，享受快乐和幸福。

新农村撷英
梁秀章

静海舞趣
韩卫民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刘会松

劳动创造美

初心·伟业
——学习中国共产党党史有感

刘 洁

春天的乐章（词六首）

孙 橄

早就有心去拜谒久违的南运河。
春分时节，恰好天气放晴，早已按捺不
住的急切，令我不顾一切骑上自己可
心的“小宝马”，一溜烟地来到南运河
边，开始了一程说走就走的旅行。

南运河，尽管两岸有数不清的高楼
铺陈，但刚一踏入南运河的堤岸，就被
一种被历史的沧桑感带入。这条流淌
了2500多年，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最
大、最古老的大运河，每一寸土地、每
一朵水花，都在诉说着她沉沉的厚重。

三月的南运河，风还是很大。岸边
的小草，阳坡的一面刚刚返青，背阴的
一面还满眼枯黄。偶有几株春桃正在
吐蕊，三三两两，窈窈窕窕地令人怜
爱。倒是岸边那些个子不高、长满黄
色枝条的“金枝槐”却排列整齐，朝天
长的枝条密密麻麻，就像是一把把撑
开的金色遮阳伞，好一派欣欣向荣的
景象。阵风吹来，河面上不时泛起褶
皱，一层接着一层，就像我脸上的皱
纹，似乎永远都抹不平。也许是天还
尚寒，不见有几个游人，长椅空虚待
客，只有几只麻雀偶尔在上面歇脚。
对面岸上的一个垂钓者，正全神贯注
地凝视着水面，似乎正在等待着一份
惊喜、一份收获。

望着高耸的河堤，还是有一种说不
出的感受。南运河天津段，南从静海区
唐官屯九宣闸起，北至市区三岔口，全
长不过百十公里，连同我这些年所见到
过的河北省境内的南运河一样，都是这
种堤高、水浅的景象。南运河就像母亲
原来的丰乳肥臀，被她的子孙们贪婪地
无情吸吮后，终于变成干瘪的皮囊。毫
不夸张地说，我所见到的南运河，最宽
处也不过几十米，最窄处，甚至不足十
来米，还经常地堵塞断流。如果不是南
水北调，从黄河补水，恐怕这条闻名遐
迩的京杭大运河，将会成为考古学家最
感兴趣的遗迹了。

天津人都把海河称为“母亲河”,因
为海河滋养了天津市的子民。如果这
样说，那么南运河就是“母亲河”的母

亲，是“姥姥”一级的河。海河，地处
“五河下梢”（天津人爱夸张地说九河
下梢）短短的71公里，是南运河、大清
河、北运河、子牙河、永定河这些“姥姥
河”源源不断地输送着乳汁养大的。
天津人都知道“先有大红桥，后有天津
卫”，而大红桥码头就是南运河在天津
市区唯一的一座码头。用这个逻辑来
思考，天津市就是南运河的一舟一楫，
一帆一桨运来的。

之所以想看看南运河的春天，就是
想从南运河身上获取点什么。南运
河，多么顽强的一条河！不管岁月怎
么更迭，不管人们对她怎样攫取，她始
终默默地承受着一切，顽强地挺了下
来。在缓缓流淌的河水中，有着多少
故事的传承，也有着多少鲜为人知的
苦辣酸甜。我怀恋她穿过青山，荡着
涟漪，流淌在大地之上，飘逸着历史的
风帆，将自己的青春年华无私地奉献
给这片土地的华彩，也尊重她优雅老
去，从容老去的风度翩翩。

记得有人说过，常怀春天的人，即
使在严冬飞雪的日子，也会感受到春天
的温暖；反之，心中没有春天的人，即使
沐浴在春风里，心里也是一片寒凉。我
只是希望，我能从南运河身上获得一种
坚韧的传递，那是一种向上的、百折不
回的自信，那是一种春天的力量。

还有一个比春天更加温暖的消息，
天津市政府做出了2021年南运河修葺
方案，将三岔口至唐官屯九宣闸段的南
运河，都改造成为沿河景观带，成为人
们休闲游玩的好去处。无独有偶，河北
省的青县、南皮、泊头、东光、吴桥等南
运河所经市县，也都制定了2021年南
运河补水修整的规划。相信在不远的
将来，南运河将面貌一新，重获青春。
我也愿意像南运河那样，重新获取生命
的力量，在岁月的年轮之下，慢慢地走
着，慢慢地欣赏，慢慢地享受。当风吹
散漫天的云彩时，在留下的无垠蔚蓝
里，寻找一块属于自己的天空，在某一
个节点，化作水蒸气，归于蓝天。

踏春南运河
李雨生

春回大地牛气冲天 张书启 作（国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