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月 25 日晚，对于福建年过古稀的程老
伯而言是个里程碑时刻，因为他凭借一张6+
2 复式票喜中体彩大乐透 18073 期一等奖 1
注，奖金共7771060元。得知中奖的第二天，
他就在家人们的陪同下领走了奖金。

程老伯经常关注中奖新闻，但他从没想
过自己有一天会成为新闻主人公，他遇事一
向心态平和，但中奖后却说：“说实话，面对巨
额的奖金我还是非常激动的”。

说起购彩经历，程老伯称自公益体彩上

市时他就开始购买，每天去体彩网点渐渐成
了一种生活习惯，还能顺便出去走走，活动活
动筋骨，此次中奖号码，是他在体彩大乐透上
市之初把家里6位成员的生日每人抽了一个
号组成的，并一直守号，这一守就是10年。

6 月 26 日上午，程老伯核对号码时意识
到自己竟中了一等奖，于是赶紧让家人帮忙
上网再次核查，当中奖消息证实后，全家人都
兴奋不已，兑奖时程老伯表示，这笔奖金他会
全部分配给子女们，他自己则坚持购买彩票，

享受公益体彩带来的乐趣，奉献爱心，不过那
注生日号还是要继续坚守下去的。

古稀老伯生日号守十年 喜获777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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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前年初见这勾魂摄魄的清江画
廊，我就立马被她的一江碧玉似的清泉所
惊呆，被她八百里画廊的美所震撼，迟迟
不敢动笔，生怕我随意涂鸦会有损于这大
自然的精美杰作！

诚如一幅名画，必须得反复地细细地
观察感受品味，方能悟其大美。

有一种冲动一直在心底奔涌，到清江
去，到清江去，再一次走近清江！于是，我
的心先于我的车轮抵达了长阳的一方山
水！

一进入倒影峡，就看到宽阔平静的江
面犹如蜿蜒连绵的湖泊，红黄相间的画舫
游船将一河清泉犁出层层细浪，恰似碎玉
翻滚。游客倚栏而立，在船仓两旁和船头
沐浴这清新纯净的空气，沐浴这夏日舒爽
的江风，沐浴这盈润沁心的碧水。山水天
空浑然一色，水面不见山的倒影，不见云
的霓裳，偶尔有群鸟斜飞掠过江面，给这
静美的清江画廊平添了几分的灵动，清江
银龙鱼偶尔也会逐着微波戏嬉，人在这样
的环境中已俨然成为了世界的多余！

我又倏忽记起朱自淸先生《梅雨潭的
绿》中的句子：宛然一块温润的碧玉，只清
清的一色，但你却看不透她！只是那小小
梅雨潭的绿虽美则美矣，又岂能与这八百
里连绵浩瀚的清江碧泉相提并论哟！

凌波前行还不到二十分钟，前方左侧
便出现一架长长的水面浮桥，犹如长虹卧
波，一直连接着一座蓊蓊郁郁的森林绿
岛，植被丰富景象奇绝。导游说：这就是
北纬三十度岛。难怪哟，又是神奇的北纬

三十度！它，是一条最神奇的地带，既有
神秘莫测的远古玛雅文明，也有令人心生
畏惧的“外星人基地”；有恰好建在地球大
陆重力中心的古埃及金字塔，还有神秘的
壁画、死海、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它
们或以其神奇或以其神秘吸引着无数的
人们。它还是一条最壮丽的风景带，壮美
的大海、纯美的雪山、雄伟的古堡、完美的
建筑、瑰丽的峡谷、美丽的生物、绮丽的山
岳、绚丽的溶洞，全部都汇集在这条纬度
线上！

这一江柔润的碧玉，因为隔河岩水电
站大坝和梭布垭水电站大坝的拦截蓄能，
因了这一二百米深的水体，故能蕴蓄着这
样奇异的绿，有别深海的蔚蓝，不同山涧
溪流的碧泉，更是迥异于一般大江大河的
浑浊不堪。

时不时大山会悄然地伸出臂挽围成
一弯宁静的港湾，挽留私藏起山间碧玉，
江水也缠绵难舍这盈盈满山的葱茏绿
意。

游船千回百转绕行于绿水青山，地壳
运动的史册常常会以它的千姿百态引人
注目，引发千古联想。临水的山体页岩或
平整如砌似城墙，或挤压斜翘深入地壳，
或断裂变形，惊心动魄，想来雨水应该是
经过这样的千万层过滤才渗透入江的。
那满山的植物恐怕也正是借助岩石的缝
隙吸取所需的大自然雨露。有的岩层则
是以正截面临水的，仿如天然的护坡工
程，经过岁月的浸蚀，呈现出各种独特的
色彩与形象，似壁画似雕刻，人物鸟兽，维

妙维肖，浑然天成，恰似这水上长廊上杰
出的艺术作品，不由人不惊叹于这大自然
的鬼斧神工。

屈子有言: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
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这一河
清流哟，实乃滋润心田之圣水，又岂忍浣
洗世间凡物？

其实，这清江的水什么也不像，她就
是最最原生态的液体，清洁纯净莹亮养眼
润心，她是我所见过的天下最美的水。她
只像水，就像她自己！诚如著名作家晓苏
说万山群岛的石头最像石头一样。邂逅
了清江水，天下从此无美颜！

船行至巴人寨，水面豁然开阔起来，
犹如港湾一样，两岸的人家也渐渐多了起
来，偶尔也会有小块的梯田映入人们的眼
帘，正是魔芋的收获季节，山地的苞谷也
热情饱满，土家私酿的苞谷酒借了这一方
山水而芳香醉人，山顶云雾缭绕，靓眼的
长阳绿茶宛若仙子。导游说左岸的巴人
寨就是武落钟离山，巴人发祥地，土家族
首领廪君的出生地。难怪此处气象不凡，
人烟渐稠。

游完了土家源武落钟离山，吃过
午餐，稍事休息，我们就只好按照旅行
社的安排开始踏上了返程，但我的心
却 向 着 清 江 画
廊溯江而上，走
向 那 更 加 碧 绿
的江水，更加美
妙 绝 伦 的 大 山
深处！

●王庆炎 (市第一中学)

凌波踏浪画中行

血防务为民，
灭螺风雨行；
白衣队伍齐上阵，
担当我们能。

驱魔妙如神，

福临百姓门；
药到病除免费应，
奉献中华情。

●赵鹤武(市戏剧家协会)

最美血防人

原沔阳师范五八届全体校友，二○一八
年，是我们分别整六十年的日子。特撰小文，
以示纪念。

汉江畔，君挥手，
南北东西走。
春风不知愁，
春水送远舟。
满腔情缘在故土，
热泪心中留，
此地一为别，
何日再牵手！

六十年风雨千条路，
相伴岁月同奋斗，
几多辛苦，几多春秋。
为了金色的希望，
为了微笑的丰收；
三尺讲台不言冷，
一支粉笔绘蓝图；
甘愿人梯，
燃尽蜡烛。
面对着芬芳桃李，

月光下，
我们是静静的杨柳。
夕阳映白发，
足迹遍神州。

人生漫漫，
情海悠悠，
人间盼重逢，
天国思战友！
长歌当笑，
我们欣然怀旧。
风云滔滔，
烟波中永葆品格的绿洲；
红尘滚滚，
恪守着灵魂里那片清秀。
平凡的风采，
尽情享受超然的自由；
平静的晚年，
畅饮圆梦的醇香美酒。
清风明月当自醉，
碧水嫣花等闲度。
六十年豪迈放声唱，
我们是一代风流！

●刘采喜 (复州大道北二巷西一里3号）

六十年记
1986 年 10 月，沔阳撤县设市。撤县

建市后，市委决定创办《仙桃市报》。因
此，1987年10月20日《仙桃市报》试刊号
与读者见面，10月28日出版试刊第2期，
11月7日出版试刊第3期，11月15日正式
出版总第4期。历时9年，到1996年12月
19 日“市报”升格“日报”征集的报头选
定。1997年1月1日起遴选的《仙桃日报》
报头正式启用至今（我有珍藏 32 年的报
纸）。

1987年，我在沙嘴办事处经委工作，
《仙桃市报》每期我都全文拜读。后来的
《仙桃日报》我更是拜读有加，这张报纸它
对我的学习和写作激励有二：

（一）从读公家报纸到自费订阅，我爱
《仙桃日报》爱不释手

从喜读《仙桃市报》试刊号到爱读《仙
桃日报》，32 年来出版的 7000 多期报纸，
我几乎每期都阅读。一览《仙桃日报》，既
知本市政治、经济情况，又知天下大事，这
张报纸使我获益匪浅。

在岗 10 年，我一直是读公家的报
纸。1997年退休回乡后，我自费订阅《仙
桃日报》10 年。近 10 年村里每年赠我老
村支书一份《仙桃日报》，袁市邮局还特别
为我开设的一个邮筒已有 10 年，使我能
读到当天的《仙桃日报》。特别是“副刊”
的魅力，更使我对《仙桃日报》的热爱，从

“排湖岸边”到“桃苑”的作品，我是细读、
精读、反复读，读后收藏入我的“藏书柜”
有 150 多期。这些文学精品对提高我的
写作水平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2009

年 3 月，我被湖北省作家协会吸收为会
员，这与《仙桃日报》对我的激励是分不开
的。《仙桃日报》是我的良师益友，我爱《仙
桃日报》。

（二）从“我写人”到“人写我”，我爱
《仙桃日报》一往情深

1987年12月4日，《仙桃市报》头版采
用了我写的“市内外竞争租赁汉江饭店
答辩会上肖述炳夺标”一文。从此，我就
一发不可收拾地为《仙桃市报》写稿。32
年来，贵报采用我的文章、诗歌、对联100
多篇（首、副）。例如：《仙桃市报》采用的

“杨岗村的‘党员活动日’”（见1988年7月
19日头版）、“台胞刘德全盛赞家乡巨变”
（其是沙嘴办船湾村人，见 1988 年 8 月 2
日四版）、“新中国第一任测绘局长白敏”
（其是干河办楼子台村人，见1989年1月7
日四版）。再如：《仙桃日报》采用的“永远
的烛光”（见1999年10月15日三版）、“不
向命运低头的人”（见2000年1月二版）、

“古稀儿媳孝子心”（见 2006 年 6 月 14 日
二版）等等，以上是“我写人”。《仙桃日报》
是我的精神食粮。

再说“人写我”。由于我酷爱业余写
作，我的作品立足仙桃、走出湖北、冲向赤
县、飞往海外。有《人民日报》等 20 家报
纸、《世纪》等22家杂志、中央人民广播电

台等 4 家电台，采用我的稿件 1500 多篇
（首、副）。还有台湾两家杂志用稿25篇，
也有日本旅游报翻译转载我在《湖北日
报》1987年6月14日四版的文章“砂田寿
夫万里来鄂感恩”一文。我还出版《鳞爪
集》等3本个人专著。受到《仙桃日报》的
领导、记者和编辑老师的赞许。如：老社
长吴晓帆1999年12月31日为《张至贵笔
耕续集》题词：“热爱新闻，从沔阳报写到
仙桃报。勤奋笔耕，由身边事悟出人间
情。”记者易赶帮报道：“农民通讯员张至
贵新作出版”（见《仙桃日报》2000 年3月
23日头版）。记者王钻清写通讯：“张至贵
的新闻情结”（见《仙桃日报》2001 年4月
23日二版）。还有“笔耕五十三载 尽抒江
汉风情 农民作家张至贵新著《鳞爪集》出
版”（见《仙桃日报》2009 年 11 月 27 日头
版）。记者张曼写长篇通讯：“跋涉在文学
之旅的苦行僧”——访农民作家张至贵
（见《仙桃日报》“人物专访”栏目2017年4
月20日三版）等等。

《仙桃日报》32岁了，作为一名忠实的
读者、热心的通讯员，如今我虽年逾八旬，
但我身体健康、头脑清楚，今后我会更加
爱读《仙桃日报》，亦会继续为这张报纸写
稿，有心让余热发光，生命不息，笔耕不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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