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届仰韶文化“彩陶坊杯”全
国书法大奖赛评审近日揭晓，我
有幸斩获万元大奖。这是我今年
第二次在全国书法大赛上获奖。
在欣喜之余回想自己学习书法的
艰辛历程，不禁感慨万千。

我是 1986 年上仙桃师范时
开始学习书法的。从那时算起到
现在已有三十多年了。

我初中毕业考入仙桃师范。
刚进班时每个同学都要根据自己
的兴趣和特长选一个课外活动小
组。我天生五音不全，文章写的
一般，外加拙嘴笨舌，就学点写写
画画的东西吧。于是我便选择了
书法社团。

教我书法的是张志宏老师，
张老师年纪不大，在湖北省师范
院校里名气却不小，据说还被评
为全国优秀书法教师且进京领过
奖。他教过的学生数不胜数，用
桃李满天下来形容一点都不为
过。也正是认识张老师后，我才
真正知道了什么叫书法。

张老师写得一手好欧体。但
他教学生时却并不局限于此。他
会拿出一大堆历代名家碑帖让我
们挑选。他说这些都是流传千古
的经典作品，不存在哪本好哪本
不好，选定后就好好去学，不要三
心二意，只有持之以恒才会有效
果。我翻了几本帖后拿起颜真卿

《多宝塔碑》。颜真卿除了在书法
艺术上的成就之外，他那种富贵
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为了国家安
定统一视死如归的高尚节操由衷
令人敬佩！自此无论何时何地，
颜体碑帖一直陪伴在我身边。跟
随张老师的两年，我刻苦学习，努
力拼搏，为日后的书法创作打下

了扎实的基础。
我读师范三年级时学校安排

何慧敏老师教我们书法。何老师
当时三十出头，与张老师相比，何
老师少了几分严厉，多了些许风
趣。他除了书法厉害，还画画、刻
印章。每到周末我都会去他家
玩，何老师当时并不富裕，可他藏
书颇丰，也正是从那时开始，我知
道了王羲之的《圣教序》，孙过庭
的《书谱》，苏轼的《寒食帖》以及
怀素、黄庭坚、米芾、董其昌、王
铎、朱耷等等一大批著名书家及
其代表作品。明白了宣纸有生熟
之分，墨有浓淡枯湿之别，用笔有
内擫和外拓的不同。当今书法界
的领袖人物以及流行书风等方面
的知识。何老师在教我书法知识
之余，还不时与我交心谈心，即使
是在我工作之后，每当感到前途
迷茫之时，他都会及时的为我指
明方向，正是在何老师的不断鼓
励和鞭策之下，我才得以不断成
长。

二〇一九年我的行书作品入
选了第十二届全国书法篆刻作品
展，我因此也顺利的成为了中国
书法家协会会员 。这一成绩的
取得李良东老师功不可没。二〇
一六年国庆，我来到江西景德镇
参加了李良东老师的培训班。李
老师年轻有为，温文儒雅。诗词
书画无所不能。他指出了我书写
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的办
法，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多写
大字。小心布局，大胆落墨，敞开
心胸，挥洒性情。短短几天的培
训，我就被他渊博的知识和对学
生认真负责的精神所吸引。从那
时起一直到现在我都跟随李老师

学习，如今已有四五年了。
三十多年来，无论是寒天还

是暑月，我没有一天间断过书法
练习。面对书案，提起笔来的时
候，我心里总是宁静而愉快的。
这样自得其乐的一路走来，居然
取得了不少成绩。自 2006 年加
入湖北省书法家协会以来，我的
作品多次在《书法报》，《书法导
报》，《书画印》等专业报刊上发
表。我的名字也多次出现在全国
各级各类书法大赛获奖和入展的
作品作者名单中。更为可喜的
是，我所辅导的学生也多次在中
国教育部和湖北省教育厅举办的
书法大赛中获奖，本人也多次获
得中国教育部、湖北省教育厅及

仙桃市教育局颁发的优秀辅导教
师称号。

回首30年来的学书之路，虽
然辛苦却也欣慰，虽然孤寂却也
繁华，书法改变了我的命运，丰富
了我的人生。感谢那些一直关心
和支持我的亲人和师友！今后，
我将会以更饱满的热情和全身心
的精力投入到书法的学习和创作
中，拿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回报
社会，绽放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
生！

●张会元（仙桃二中小学部）

墨中滋味长 纸上天地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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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的早上，单位小王被
局长叫到办公室。小王是通过应
聘到局办公室工作的。小王文字
功底深厚，协调能力也强，干部职
工对小王的评价也不错，但非正
式用工的身份总让小王在同事面
前觉得低人一等。

小王像往常一样，来到局长
办公桌前，正等待局长布置工
作。只见局长起身离开办公桌，

走到饮水机前，倒上一杯茶，送到
小王面前，并招呼小王坐下。要
知道平时局长给小王布置工作
时，都是直接把小王叫到办公桌
前，把要办的事情交代清楚后，小
王就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开始工
作。今天不一样，没等小王反应
过来，局长说话了：“小王，你来单
位快三个月了，角色进入也很快，
工作表现还不错，同事之间相处

也很融洽，不过……”。
小王心里更是惴惴不安，脑

子里迅速搜索着这一段时间自己
做得不足的地方。

“不过在今后的工作中，你在
加强业务知识学习的同时，党纪法
规的学习也不能放松。”局长喝了
一口茶，话锋一转，继续说道：“前
天单位组织的宣讲活动报道见报
了，这与你的付出是分不开的。”局

长边说边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红
包，“这个红包你就拿着吧。”看到
突然来的“奖励”，小王心里的石头
总算落地了，接过红包的小王高兴
地一整天合不拢嘴。

下班回家，小王第一件事就
是举着红包告诉爱人：“今天局长
说我工作踏实，奖给我一个大红
包！”并随手将红包交给爱人，爱
人接过红包看了看里面 5 张 100
元的新钞，似乎明白了什么。

“你怎么不高兴呀？”小王惊
讶地问道。

“实话跟你说了吧，这个红包
是我送给你们局长的。”爱人回答

道。
“开什么玩笑？你送局长

的？”
“是的，自从你上班以来，就

没有给领导送过什么礼物。我寻
思，过两天就是国庆、中秋节，给
局长送点什么吧。于是，我自作
主张地在他上班的路上等着他，
给他红包死活不要，我只好硬塞
到他公文包里就离开了，没想到
他以这种方式退给你了。单位有
像你们局长这样的领导，算你找
对工作了!”

听完爱人的解释，小王看着
红包，好久没说出话来……

小陈在单位工作七八年了，
一直尽职尽责，任劳任怨，但却始
终是个科员。为此，妻子在昨晚
和他大吵了一架，说他窝囊，和小
陈同一时间参加的工作的其他人
都已经是副科长甚至是镇长了，
就他还是个小科员。妻子一气之
下带着孩子回了娘家。

小陈正在家里懊恼，突然接
到了局长的电话。

“小陈，最近单位正准备新提
拔一个人事科科长，我有意让你
担任，但是有很多人都眼红这个

职位，这样，你晚上一个人过来我
家里汇报一下工作。”

小陈挂断电话后，陷入了沉
思，满脑子都是局长的暗示，他从
抽屉里拿出了十万块钱现金，这
笔钱，还是自己前两天刚从银行
取出来，准备给母亲动手术的医
药费。

他叹了一口气，将现金一层
层包好，藏在怀里，走出了家门。
夜里的凉风让小陈打了一个冷
战，他拉起衣领，低着头，快步走
着，生怕遇到熟人，不久就到了局

长家楼下。
这时他想起了躺在病床上的

母亲，上楼的脚步却怎么也迈不
开了。

突然，装在口袋里的手机亮
起，收到一条短信，是母亲发来
的，短信内容写着“孩子，妈的病
你不用担心，我只希望你可以健
康快乐、为人正直的过一辈子，你
爸虽然走得早，但他当了二十几
年村支书，从来没有做过一件亏
心事，希望你也像你爸爸一样。”

小陈抬起头，看着夜空，感觉
父亲也正在夜空中看着自己。

小陈刚准备转身，局长又打
来电话“小陈，我说让你晚上来我
家里汇报工作，怎么到现在还不
见人影？”小陈吞吞吐吐的说“局
长，我晚上有事，可能就不过去
了。”电话里传来局长不耐烦的声
音：“这个职位多少人眼红你是知
道的，既然你不来，那我就只有考
虑别人了。”说完就啪的一声挂断
了电话。

小陈听完，依旧转身离开，当
天晚上便到医院缴纳了手术费。

第二天，局长把小陈叫到办
公室，看着他说：“人事科科长，负
责单位所有干部的升迁调动，需
要一个有原则、有底线的人，昨晚
是对你的最后一道考验，恭喜你
过关了。”

小陈走出局长办公室就准备
给妻子打电话，劝她带孩子回来，
并告诉她只要人行的正、站得稳，
就不是窝囊废。

“沔水清风·与廉同行”廉政小小说
征文大赛获奖作品选登

●毛喜爱（仙桃一中）

种一个你（外二首）

笨重的老钟
一秒赶着一秒
生怕错过生命的瞬间
我们时刻警醒着
害怕心里活埋的丧钟
被敲响
冷风抬着冬雪
时间一季一季的叠加
什么沧桑了流年
我拾起快乐的记忆碎片
却被寒风击得粉碎
花开一夏，花落一刹
我们只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过冬吗
我想在冬日的麦田里
种下一个你
明年的春天，会盛开你的模样吗

微光

街上没有一个人影
屋檐一角挂着灯一盏
被夜砸中的“幸运儿”
将命运悉数交给这黯淡

风害怕地爬上了窗
拼命地摇着桨
只剩下
几根残枝，在风中倔强

微光透着暖
雪夜夹杂着泥泞
锅里断了余粮
小屋，静守着希望

一身戎装
扛着胆量
踩着黎明的尾巴
飞速奔往夜的泥潭

夜包裹着黑
一粒孤勇的微光
划过
打破了这黯淡

白月光

是谁的忧伤
点缀着孤独的长街
是谁的恸哭
响彻了整整一夜长空
踱着失意的步子
任凭月光无情地打在脸上
路遥天长，我只是咫尺星光
众人平庸，你却是人间理想
想做你心里偷藏的白月光
可月亮坠入了不见底的河
星星垂眸惊动了舸
打翻了满船的白月光
你是我跋山涉水想要找寻的希望
一眼春秋 忘了流浪
你是我世世代代想要守护的神明
朝雾暮云 为你沉迷
孤零零的长灯
呆呆地立在街角
寂静淹没了独行的我
没有白月光
只有断断续续的泪打哭了诗行

●刘昌杰（市人民法院）

红日颂
水碧天蓝好山河，先烈热血洒满坡。
遵义城上立巨擎，南湖船中载重托。
百年征程穿骇浪，巨轮红日欲喷薄。
中华大地阳光艳，恶水穷山贫尽脱。

●钟守斌（桃源大道东段47号）

卜算子·遇雨
伴友江堤至
赏月星光启
正待心融起骤风
久坐兰亭椅

浪涌乌云处
雨漫花鞋底
未见银盘映丽人
雨舞依偎戏

●李炜（干河财政所）

清廉赋
承公职以不惑，无明绩以怀疚，
惟一悟之所得，欲言卿以悉知。
钦于山之三举，感伯起之四知，
谅民生之多艰，追先贤以清廉。
余悟廉之有三，一曰惩以儆慑，
二曰养以高俸，三曰诲以本心。
儆慑令之不敢，高俸使之不欲，
从心谓之不屑，推三不以佐廉。
立公心以为本，始教泽乎未晚，
咏子厚之四句，养清廉之浩气。
吾中华之正道，读圣贤以报国，
继千年之传承，抒壮志以济民。
重陋室之德馨，慕爱莲之不染，
挥拙墨以砌藻，陈与君之所思。

●周松波（市供销社，一等奖）

红 包

●张泽雄（市公安局）

不想辜负人生
寒窗苦读多年的一些学子，

高考失利后，为了考上心仪的大
学，往往义无反顾地选择复读。

高考复读的这种煎熬，在我
身上发生过。

成绩公布后，面对试卷我不
敢相信，很多本不应该错的题，它
偏偏就错了，错在一两个字的理
解上，错在自己疏忽大意的答题
上；如果有下次，我绝不会错！如
果有下次，我的成绩绝对会是个
理想分数。

这个下次，只能在复读中寻
找。

我读书的那个年代，每家每
户都是兄弟姊妹好几个，大人们
的生活压力普遍很大。我不敢向
父母开口提“复读”这两个字，对
他们提出的“进工厂当工人”“拜
师父学手艺”或“跟着大人外出做
买卖”等建议，也只是摇头。父母
急了，一个劲地说：“老人们总说
人从书里乖，我看你是读迂腐读
废了。”

还是那个教过书的邻居点醒
了他们：“这孩子肯定是不服输，
想复读再考一次，又怕你们不同
意。”

文化程度并不高的父母，露
出了很复杂的表情，一个说复读
没啥用了，做劈柴的料绝对做不
得顶梁柱；一个说要读也可以，先
自己去挣点学费，否则就是借复
读之名在偷懒、在浪费钱。现在
想想，他们应该是在给我唱“双
簧”。

我想都没想就答应自己去挣
学费，完成我的复读梦。

读了十几年书的我，真的准
备去挣钱时，却不知道从哪里着
手。十几年里学的知识，有哪些
可以换得社会的认可，换来饱肚
的食物？

蓝天烈日下，在劲草肆虐蔓
延的大堤上，我在狂奔中尽情地
体会“百无一用是书生”这句话的
含义；屡考未中的范进是中举后
引发了疯魔，我是决定复读后出
现的狂乱。

我们家没有做生意的亲人，
没有关系比较好的木匠、铁匠、泥
瓦匠等手艺人，也没有做官的至
亲挚友，几辈人就是老实巴交的
农民。

在粮站做小工的姑妈，引荐
我在粮站仓库的工地上做小工，
做一天工钱是5块，不管饭。

这个暑假，我坚持做了 30
天的小工，挣了 150 元，还尝试
着帮姑妈背过每包 180 斤的粮
袋。

好在，我用汗水赢得了复读
的机会，也没有辜负这次机会。

但 是 ，我 想 说 ，高 考 失 利
后，复读是一种补救的好方法，
却不是唯一的好方法。决定人
生走向的战场还有很多，只要
我们奋斗过，拼搏过，就算我们
没有达成夙愿，也没有辜负人
生。

摄影 晴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