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夜半·梦寻
夜半，时针分针重合。我望着桌

前堆成山的作业，眼皮渐渐合上，不知
不觉，听到儿时好友们的呼唤声，看到
故乡那棵洋槐树。

树下一群小孩子在玩闹，唱着轻快
的儿歌，围着圈子，手绢在每个人背后
飞快地转着。我呆立在一旁，猛然间听
到朋友的呼唤，走了过去，手绢承载着
所有的欢乐，在我们背后传递着。无邪
轻盈的笑声在我的耳边环绕。

时针的滴答声唤醒了我，桌前仍
旧是成排的作业，再次拿笔，泪水却悄
无声息地往下落。

窗外的呼唤，是童言无忌轻盈的

笑声，是夜半伏桌睡着时，寻找的欢
笑。

故园·驻足
又回到了故乡，椿树飘香。记忆

中的故乡，是否还是从前的模样？
我站在阁楼上，望着窗外熟悉的

风景。风吹弯了柳树的枝条，绿意朦
胧间，望见一个熟悉而苍老的面孔抬
头张望，似乎看到了什么，平静和蔼的
脸上露出欣喜的神情。

“终于回来了！”爷爷惊喜的声音
打破了乡村的宁静，却抹上了一份淡
淡的亲情。

窗外的呼唤，是牵挂的亲情，是回

到久违的故乡，家人们欣喜的神情。

雨后·送考
七月的燥热被一场细雨冲去。雨

后的彩虹似乎为升学考试带来了一个
好兆头。

我紧握准考证，踏进庄严的考
场。紧张的氛围使我无意复习，只望
向窗外。淡淡的彩虹挂在天空，那么
绚丽。

我却无心欣赏这美妙的风景，猛
然间望见窗外成千成百送考的家长中
有一个熟悉的身影。妈妈好像在喊什
么，我听不清，又好像明白其中的意
思。那是美妙对我殷切的期盼，是考

场上给予我鼓励的语言与笑容。
窗外的呼唤，是深切的希望，是考

场外，无声的鼓励。
窗外的呼唤，包含着生命中所有

路客对我的爱，有时会停下脚步望向
窗外。熟悉的风景，刹时变得美丽无
比。

有时会厌倦生活，却想想那些爱
我的人，我爱的人，不怕了那荆棘，无
畏地前行。

窗外的呼唤，便是生命中的灯塔，
为我照亮生命的星空。星空绚烂无
比。

（指导老师 韦海霞）

窗外的呼唤
仙桃二中七（17）刘雨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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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查员和普查指导员同志们:
根据《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规定，

国务院决定以2017年12月31日为标准
时点，开展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此
次普查涉及行业广、覆盖范围大、摸底
任务重、调查数据多、技术含量高、质量
要求严、工作任务重。

各位普查员和普查指导员，你们处
在普查工作的前沿阵地，肩负着走进千
家万户、收集原始数据的重任。你们收
集的数据是否准确、填写的普查表是否
规范，将直接关系普查数据质量和整个
普查工作的成败。希望你们本着对党
和国家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
的高度政治责任感，全身心投入到本次
工作中，忠于职守，认真负责，坚持原
则，依法普查。

为此，你们要积极参加培训，认真
学习普查知识，熟悉每个普查项目，掌
握各项工作技能；

主动出示普查机构统一印制的《普
查指导员证》《普查员证》，进行自我介
绍、说明来意；

做好宣传工作，向群众耐心宣传普
查的重要意义，提高群众对本次工作的
认同感，自觉参与其中；

严格执行普查方案，实事求是，客
观反映情况，指导普查对象准确填写
普查表，坚决反对和制止弄虚作假行
为；

切实履行保密义务，不得泄露普查
对象的技术和商业秘密。

没有松柏恒，难得雪中青。请全体
普查员和普查指导员同志一定要尽职
尽责，认真完成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
任务，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

仙桃市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领
导小组办公室

2018年9月30日

尊敬的普查对象：
全国污染源普查是依法开展的重大国

情调查，是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础性工作。
开展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掌握各类污
染源的数量、行业和地区分布情况，了解主
要污染物产生、排放和处理情况，建立健全
重点污染源档案、污染源信息数据库和环
境统计平台，对于准确判断我国当前生态
环境形势，制定实施有针对性的经济社会
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政策、规划，不断改善
环境质量，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补齐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生态环境短板具有重要
意义。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范围涉及工业
污染源，农业污染源，生活污染源，集中式
污染治理设施，移动源及其他产生、排放污
染物的设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有污染
源的单位和个体经营户应严格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保护法》《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以及本次
普查方案的规定和要求，配合普查人员依
法进行调查，并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
料，按照要求如实填报污染源普查表。

届时，我们的普查员、普查指导员将佩
戴证件，执行普查任务，请您消除疑虑，积
极配合。若有任何疑问，相关工作人员将
给予详细解答。同时，普查员、普查指导员
将严格遵守《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规定，
保护普查对象的合法权益，保守普查对象
的技术和商业秘密。

最后，感谢您配合参与第二次全国污
染源普查工作！

仙桃市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领导
小组办公室

2018年9月30日

致第二次全国污染源
普查对象的一封信 肖菊萍遗失位于仙桃市干河办事处交通路中段南

侧百货公司宿舍1单元6楼的房屋所有权证，证号：仙
房私002485，建筑面积：83.39平方米。特声明作废。

周乔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29004MA4D2MRX99。特声明作废。

仙桃市胡场镇枣子湖村卫生室遗失医疗机构执业
许可证，登记号：GB922962842900412D6001。特声明
作废。

李德英、易启银遗失位于仙桃市沙嘴办事处五中
路北侧（供销社门市部院内）1单元4楼1号的房屋所
有权证，证号：仙桃市房权证沙咀字第ZCM201304303
号，面积：86.70平方米。特声明作废。

仙桃市商城大厦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29004000008113。特声明作
废。

仙桃市天瑞热力机电设备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
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9004594248096X。特
声明作废。

陈怡文遗失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书，证书编号：
104877201406150026，校名：华中科技大学，专业：网络
教育护理专业。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10月6日上午，应新华书店、万卷
童书之邀，国际安徒生奖中国唯一获
奖者、著名作家、北京大学教授曹文轩
在我市荣怀学校体育艺术中心，为
1500名大人孩子送上了一堂以“入阅
读之境，开写作之门”为主题的讲座。

“刚才主持人问我说，您是站着
讲，还是坐着讲？我说，虽然我很累，
但我还是要站着讲……”一身深色西
服的曹文轩一上场，就这样亲切地跟
大家聊开了。他的声音干净、沉稳而
和气，逗得台下一片笑声。

“讲什么呢？只能讲我最擅长
的。你们说，我最擅长什么呀？”就像
给小学生上课似的，64岁的曹文轩始
终注重互动，并在讲述时“创设情
境”。

“我个人的观点是，你要成为一个
完整的人，有一个重要的考量指标：你

能写一手好文章。或者说，写好文章
是一个人的美德。你看，古今中外的
政治家、思想家，都是著书立说的高
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
泽东、习近平……他们都是通过一手
好文章来阐述观点、指引方向……”

强调了写好文章的重要性后，曹
文轩的“课”进入第个二环节：“那么，
怎样才能写好文章呢？我想把我几
十年的最重要的写作经验，通过几个
放羊孩子的故事，分享给你们。”台下
鸦雀无声。

“在西班牙草原上，有一座教堂，
教堂前面有一棵大树。有一个放羊
的孩子在这棵大树下，连续做了两个
相同的梦。他梦见自己从西班牙草
原出发，越过大海，来到非洲荒原，在
一座金字塔的下面，发现了一大堆财
宝……”全场家长、孩子无不“入境”，

听得津津有味。
第一个故事讲完，趁着大家的思

绪还在非洲荒原飘飞，曹文轩总结了
他要送给孩子们的第一句话：“财富
不在远方，财富就在我们自己的脚
下。”然后，邀请全场听众一起朗读。

紧接着，曹文轩开始讲第二个放
羊孩子的故事、第三个放羊孩子的故
事，并总结出了第二句、第三句“写作秘
笈”：“创造的自由是无边无际的。”“阅
读是写作的前提，写作是阅读的结果。”

在这三个故事之间，他讲到了
《火印》的“来历”：“有一天，我在家
翻看《中国文学史》，看到我国的天
才作家萧红的一个短篇《旷野的呼
唤》。小说是这样写的——黄昏，从
远处跑来两匹马，近了，近了，‘我’
伸出手去，想抓住马的缰绳。可是，
就在‘我’快要抓住绳子的一刹那，

才看清马身上有一枚清晰的日本军
营的火印……”“就是这开头的几十
个字，激活了我的阅读记忆，我想起
了几年前看过的《马谱》，想起了有关
马的许许多多人和事……经过几个
月的酝酿，于是，一部《火印》小说，就
这样浮现在我的脑中……”

声随意动、情随声出。曹文轩的
讲述一如他笔下流泻的泉水般的文
字，清澈灵动，缓缓淙淙，深深吸引着
现场每一个人。“以前只知道他文章
写得好，没想到他讲得更好！”聚精会
神听完讲座的“粉丝”胡小莉说，“听
他讲课，就像月下闻笛、雨中听箫，真
是一种享受。”

仙桃四中初三女生王甜听完讲
座，则“半天回不过神来”。“他讲得实在
太好了。今后我要静下心来，多阅读、
多观察、多想象，力争成为作文高手。”

丹桂飘香的仙桃，因为国际安徒
生奖中国唯一获奖者、著名作家、北
京大学教授曹文轩的到来，更氤氲着
浓郁书香。10月5日晚、10月6日上
午，曹文轩先后到新华书店、荣怀学
校举办了读者见面会、主题讲座，并
分享新作《疯狗浪》。

“《疯狗浪》是我创作的一个转
变！在我的个人写作史上，这是非常
有特点、非常重要的作品。”在接受本
报记者专访时，曹文轩说。

《疯狗浪》由长江少年儿童出版
社出版发行，是一部感人至深的动物
小说，讲述小狗沫沫与主人船花、大
公狗黑风之间的故事。作品以动物
的名义重新诠释“爱”，带给孩子们直
击心灵的感动。

为什么会写这样一个故事？曹
文轩说，他看过一幅画，一个小女孩
和一只狗坐在一块岩石上，从此这个
画面留存在了脑海里。之后，他又看
到了小区里来了又走的一群流浪狗，
得知流浪狗成群结队，可以迁徙一千
多公里……“从意识到它是一部值得
写的长篇，到开始正儿八经地去构
思，到终于决定动手写它，有四五年
时间。”直到有一天，他读书时遇到

“疯狗浪”——一种凶险异常的海浪，
来势汹涌，就像一群疯狗一样。他忽
然被一种无法抑制的冲动所席卷，决
定立即动手……

曹文轩与读者分享创作体会时
称，“就像母亲爱自己的每一个孩
子。我喜欢我的每一部作品，但最喜
欢的是这个刚刚生下来的孩子——

《疯狗浪》。这是与《草房子》风格完

全不一样的作品。这个故事更加凝
重一点，更具有想象力一些，会带给
读者很多惊讶。”

大河、芦苇荡、村庄……对于大
多数读者来说，早已习惯曹文轩在

《草房子》《青铜葵花》等作品中描绘

的水乡图景。他也直言《草房子》写
的就是小时候在苏北水乡的生活，

“主人公桑桑就是我”。
“一个人的生活经验，是随着年

龄的增长、随着空间的转移不停地
增加。我不能仅仅限于‘油麻地’，

要走出‘油麻地’，走到一个更加广
阔的世界去。所以，我对水乡田园
生活的写作将告一个段落。”曹文轩
表示，不止《疯狗浪》，他还会给孩子
们带来更多和《草房子》不一样的故
事。

本报讯（记者 李宏银）“第
21 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
活动开展以来，我市结合实际情
况，积极开展推广普通话系列活
动。

活动期间，我市利用户外
LED显示屏、公共宣传专栏、公
交站牌灯箱等公共区域，开展了
流动字幕、宣传展板、播放公益
广告等形式多样的推普宣传，营
造良好的推普氛围。

各级学校在街道路口设立
普通话咨询台、推广站，向市
民普及普通话知识，组织“啄
木鸟在行动”活动，组织学生
志愿者对街道、商场等公共场
所用字情况进行调查，查找不
规范用字并加以登记矫正，组
织学校师生以及相关单位积

极参与社会宣传活动。通过
发放推普资料及举展牌、拉横
幅、巡游等方式，引领广大市
民增加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的意识，自觉传承中华
传统文化。

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
针对各自领域特点，制定普通
话推广宣传方案，组织工作人
员参加培训、演讲等多种形式
的活动，提升工作人员普通话
水平，并通过网站、微信公众
号等媒体传播普通话相关知
识。

“好久没看到您了，有点想
您。有没有时间？想和您聊聊
天……”9 月 30 日，刚下班的西
流河镇之龙小学支教教师王双
荣还没有走到家中，就碰到了之
前教过的学生朱子俊。两人一
见面，朱子俊就聊学习、聊生活、
聊稀奇、聊困扰，犹如家人一般。

朱子俊是王双荣 2016 年 9
月在西流河一小三年级带过的
学生。朱子俊之前随打工的父
母在新疆读书。考虑到外地上
学不方便，父母将其带回老家跟
随外婆，入读西流河一小。这
时，王双荣发现朱子俊上课期间
不仅打瞌睡，还经常发呆不与同
学交流。原来，朱子俊由于近3
个小时的时差，再加上环境的更
换，一时无法适应新的学习环
境。

“小孩子的心特别敏感。父
母不在身边，环境又不熟悉，不
适应是难免的。”王双荣找到朱
子俊外婆沟通，帮朱子俊合理安
排时间，逐渐调整，并鼓励他将
自己在新疆的所见所闻拿出来
和同学们分享。很快，朱子俊融
入到新的环境中。

“王老师关爱学生，把教学
事业当成了毕生的追求。大家
不喜欢不愿意做的事情，她却总
是乐呵呵地揽到自己的身上。”
同事李爱红所说的正是到之龙
小学支教的事。

因学生资源流失，之龙小学
被划为西流河一小附属学校。
2017 年秋季开学之初，学校的
教师无人愿意去之龙小学任
教。面对这种情况，学校的领导
一筹莫展。这时，王双荣找到校
领导，主动请缨，并私下动员平
时关系不错的几位同事一起支

教，让学校的教学步入正轨。
“王老师年龄大了，去之龙

小学支教完全是轮不到她的，但
她总是把最难的事情给做了。”
李爱红说。

王双荣一心扑在学生身上，
扎根乡村基层教育，饱一顿饥一
顿、风吹日晒是常有的。正因为
这样，高血压、眩晕症、风湿等各
种疾病伴随着她。一年冬天，王
双荣的风湿病复发。一个多月
里，都是她的丈夫背她上下五
楼，继续任教。很多人劝她回去
休息，但她放不下她的三尺讲台
与孩子们。

“王妈妈心里装着我们，装
着学校。她生病，我们劝她休息
她也不听。”学生黄思因妈妈智
力障碍，从记事起就担任起照顾
妈妈的重任，是王双荣生活、学
习上无微不至的关怀，让她感受
到了母爱。

“还有几年就要退休了。不
能陪孩子们了，还真有点舍不
得。”说到这，52 岁的王双荣热
泪盈眶。三尺讲台，王双荣一
站就是30多年。 30多年里，她
总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耕
耘着。她所带的班级，班风好，
学风正，学生成绩优异，多次受
到学校的表彰奖励。她是学生
们口中的王妈妈，领导、同事眼
中的好教师。她不仅仅是知识
的传播者，更是一位慈爱的母
亲。她用平凡的爱点缀着这个
世界……

曹文轩为读者签名留念曹文轩为读者签名留念

三尺讲台展芳华
——记西流河镇之龙小学支教教师王双荣

记者鹿丹丹

连日来，全市各级学校大力开展“请讲普通话，请写规范字”活
动。图为9月30日，市实验小学学生走上街头，对不规范用字进行登
记矫正。 摄影 通讯员 吕伟

我市广泛开展
推广普通话活动

听，泉水流动的声音
——曹文轩“入阅读之境，开写作之门”讲座侧记

记者 胡平

这是我最喜欢的“孩子”
——曹文轩谈新作《疯狗浪》

文/图 记者 尹立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