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月初八早起床袁
只为禁放来值岗遥
不闻噼里啪啦响袁
不见鞭炮硝烟扬遥
环卫工人少繁忙袁

不再拼命似三郎遥
预防事故抓根上袁
安全隐患难登场遥
稳立枝头欢声唱袁
鸟雀不再有恐慌遥

良好环境非奢望袁
老少安卧睡得香遥
人人自觉绝燃放袁
美丽和谐有保障遥

禁 放
文/周召平

儒林袁古名储村袁隶属金坛袁
坐镇东南袁东邻武进袁西傍溧阳袁
南接宜兴袁 似一颗璀璨的明珠袁
镶嵌在碧波荡漾的长荡湖畔遥

相传袁唐朝肃宗年间袁储村
出了一位当朝监察御史尧著名田
园诗人储光羲遥 据金坛叶儒林储
氏宗谱曳记载袁西晋永嘉之乱后袁
储氏祖族始迁金坛县城野西四十
里孝德乡庄城西村冶遥嗣后袁为避
祸又迁至长荡湖东畔聚族而居袁
村名储村遥 谱载野第一世御史公

讳光羲冶遥千年古碑叶储氏碑亭曳袁
至今屹然于儒林柚山村上遥

储光羲诗冠朝野袁李亨皇帝
器重有加遥 一日闲暇袁皇上问及
储光羲家学渊源钥光羲禀上院野臣
家居江南储村袁村人皆以耕读为
乐袁忙时耕种袁闲余诵读袁耕读习
俗蔚然成风袁臣学而不怠袁日月
渐进遥 冶皇帝颔首嘉许曰院野真乃
儒学之邦也袁朕意欲往之浴 冶

翌年春暖花开袁皇帝南下巡
视袁召储光羲随行遥 驻跸江南储

村袁果真名不虚传袁市井繁荣袁民
生乐业遥 所经之处袁但见人手一
卷袁个个凝神研读遥 李亨皇帝龙
颜大悦袁金口大开院野储村袁真乃
儒村也浴 冶随行的储光羲听罢袁随
即请皇上御笔赐宝袁文房四宝侍
候袁皇帝饱蘸笔墨袁挥毫书就野儒
村冶二字袁熟料野村冶字的最后一
点用笔太重袁 墨点外延袁野村冶字
变成了野林冶字袁李亨皇帝奈何一
笑院野儒村变成儒林了遥 冶储光羲
急忙叩谢道院野皇上袁 儒林更好袁
儒士成林嘛浴 冶

儒士成林的儒林镇袁古风淳
朴袁乡民敦厚袁人文荟萃袁代有才
人遥物华天宝袁富甲一方袁是为华
夏名镇袁享誉江南遥

儒林溯源记
文/诸葛佩圣

落笔前袁我想了很久袁因为要
写法官袁一名获得过野十佳政法干
警冶尧野劳模冶尧野文明职工冶 等荣誉
称号的女法官遥这些荣誉的取得袁
是她二十年法官生涯默默勤奋的
写照袁 是静待花开时袁 水到渠成
日袁自然浴 因而袁用什么样的口吻
与笔调写袁成了我挺纠结的事遥歌
颂式的钥事迹式的钥显然袁于她袁都
不合适遥 于我袁没有必要遥
可她的举手投足袁 她的安静

守己袁野诗般的女子冶 一词总在我
脑海里萦绕遥 这令我想起第一次
见她身着法袍从法官通道走来的
样子遥
那天袁长廊的灯未开袁有些背

光袁她从光的那头走过来袁剪影似
的遥 双手捧着书袁两臂自然贴腰袁
全身被一圈光晕围着袁 显出身材
的细高袁清瘦袁长发松松扎了马尾
垂在脑后遥 脚步不快袁微风拂衣袁
宽袍跟着步伐轻轻摆动遥 似春风
十里袁澄明清透袁带点邻家女子的
矜持遥
当时我想袁她穿旗袍袁肯定好

看浴
钱蓉是江苏泰州人袁 毕业于

苏州大学法学院遥但凡学法学的袁
心中总生长着一个法官梦遥 她与
丈夫是大学校友袁 丈夫毕业分配
至家乡金坛袁是第一中学教师遥她
则豪不犹豫地跟随丈夫来到金坛
小城工作遥 但她怀揣的法官梦始
终没有改变袁几经努力袁1998年如
愿考入金坛法院袁 开启了她的法
官之路遥
其实袁更多的时候袁法官在人

们印象中是用庄严神圣尧 雷厉风
行尧果敢锐利来形容的袁我也曾写

过野我收拢神圣的剑锋眺望袁我荷
剑而去噎噎冶 的诗句遥 而这些特
质袁于钱蓉袁是钥 又不是浴
回顾走过的路袁那年袁参加全

国法官资格考试袁 她的成绩位居
江苏常州法院第一遥后来袁她又取
得了南京师范大学法学硕士学
位遥 再后来袁竞争上岗袁她被任命
为民一庭副庭长袁 开始担当民事
审判岗位最具复杂疑难案件的审
理遥她披荆斩棘袁跨越一道又一道
铜墙铁壁袁 解决一个又一个重大
矛盾纠纷遥每年袁她的办案数均在
全院前列噎噎而这一切袁 仿佛都
在静气无声间完成袁 宛如满园春
色里的一株小花袁不见花影袁却闻
其香遥
她言语不多袁语调细致袁与人

谈话和风细雨般袁不事张扬袁润物
无声遥

野清风徐来袁水波不兴冶袁是因
了她朴素沉稳的性格遥

她认为必须对每个案件负
责袁 让每个案件在证据和事实面
前无懈可击袁 这也是对自己的负
责曰 最大限度维护了当事人合法
权益袁 也是保护了自己的职业操
守遥
她秉持着这样的想法袁 功利

性袁她做不到遥
原告曹老太已年过七旬袁一

天上午买菜回家途中袁 行至某酒
店门口路段袁被路边的铁钉绊倒袁
致左肱骨髁间粉碎性骨折袁 九级
伤残遥 当时摔倒后被路过的小王
看见袁紧急送往了医院遥 出院后袁
协调未果袁 曹老太将酒店告上法
庭袁要求酒店赔偿损失遥 庭审中袁
被告某酒店辩称袁 本店虽曾在门

口设置过罗纹钢斜坡并使用铁钉
固定袁但经道路管理部门提出后袁
已全部拆除遥对双方争议袁钱蓉很
快归纳出焦点袁 原告曹老太究竟
在哪里跌伤钥 跌倒致伤是否为酒
店设置的铁钉导致钥
对此袁钱蓉意识到必须尽快

到现场勘验袁固定证据袁以免证
据灭失遥休庭后袁虽已近下班袁但
事不宜迟袁绝不能拖延片刻遥 她
首先与证人小王取得联系袁同
时袁 召集双方立即前往现场查
看遥 在现场袁经小王与曹老太分
别指认袁摔倒地点一致遥 此地来
往车辆较多袁 路面灰尘也多袁铁
钉已比较隐蔽遥 钱蓉便反复查
看袁果然发现路东边第四颗铁钉
头还斜插在此处袁 造成很大隐
患遥 根据本案事实和证据袁判决
被告某酒店赔偿原告曹老太损
失 10万余元遥 此案由于法官的
用心和敏锐袁让曹老太不仅及时
得到了赔偿袁更还给了老人一颗
舒展的心遥
这就是钱蓉袁心有清风袁行即

明月遥
2014年袁钱蓉调到了朱林法

庭袁任副庭长遥
她很清楚遥早出晚归遥头顶酷

热遥风雪无阻遥田间地头遥瓦舍屋
檐遥 是乡村法庭法官的日常工作
场景遥土地承包纠纷尧邻里排除妨
碍尧房屋拆迁尧赡养纠纷等是村里
最常见的矛盾袁 是抬头不见低头
见的罅隙遥
她依旧和风细雨般袁 依旧声

音细致袁 依旧会与当事人谈心拉
家常袁 透着骨子里的善良遥 这些
年袁村民们说袁钱法官和善浴 她的

话袁我们信浴
益芳渊化名冤是十几起案件里

的被告遥本来袁益芳的丈夫在镇上
开了一家小型汽车修理厂袁 生活
也慢慢安定了下来袁还有了二胎遥
但经营不久袁2017年 1月袁丈夫在
高速公路突遭车祸不幸身亡遥 飞
来横祸让一直在家相夫教子的益
芳痛不欲生袁无所适从遥 接着袁十
几位债权人起诉汽修厂及继承人
的案件接踵而来袁 这时益芳才知
道袁 刚有起色的汽修厂仍处在负
债经营中遥 这让益芳更加陷入到
无法承受的痛苦里袁 整日以泪洗
面袁伤心悲观袁时常蓬头垢面遥
见了这样的情形袁 钱蓉的心

是疼的袁 她理解一个女人遭遇如
此打击是怎样的痛遥 她实在放心
不下遥 于是袁每一次开庭结束袁她
会把益芳留下来袁和她谈谈孩子袁
说说未来袁告诉她这个坎会过去遥
她随时了解益芳的情绪变化袁了
解孩子们生活和学习情况袁 益芳
也时常会与她分享孩子们的进
步遥
因为懂得袁所以温暖遥 慢慢

地袁钱蓉看到了一个逐渐振作起
来的益芳袁倍感欣慰遥 十几起案
件的当事人袁渐渐明白了钱法官
的良苦用心遥 案件处理时袁益芳
说袁同意调解遥债权人说袁同意调
解遥
此后益芳常对人说袁 钱法官

就像我的姐姐浴的确袁这是对法官
最好的褒奖浴
在乡村法庭工作袁 困难肯定

是有的遥刚调到法庭那年袁儿子马
上要升初三袁 也是初中最关键的
时刻曰 丈夫在中学教书也非常忙

碌遥但丈夫一句你放心吧袁没问题
的浴 让她心底不知多少次感激丈
夫袁 感谢他的理解支持和默默承
担遥

2015年袁对于钱蓉来说袁又是
一场重大的考验遥 丈夫突然患上
重病袁 需立即去省人民医院手术
治疗遥 这突如其来的暴风雨袭击
了她整个身心袁整个人几乎瘫软遥
很快袁她恢复了平静袁必须面对浴
于是袁 省城要法庭要法庭---省
城不断往返着她的身影遥 上午还
在省城医院袁 下午已经在法庭开
庭曰白天开庭袁晚上写文书更是常
态遥她说袁案件都是早早排好了庭
审时间的袁其他法官不了解案情袁
移交太耽误审限袁我可以遥她这样
说袁多数人是了解的袁她不愿给单
位和他人增添麻烦遥
丈夫平安出院遥她说袁之前都

是他一直在照顾我袁 现在该我来
照顾他了遥这话触痛了我遥在我眼
里袁 这女子就是一株傲立于田野
的小花袁不引人注目袁却自带坚韧
和柔美浴
如今袁 她袁 仍扎根在乡村法

庭遥 2018年她直接承办的案件近
300件遥
人们都说要 野诗和远方冶袁这

位野诗般的女子冶袁她的诗和远方袁
她的梦想袁正在一声声法槌声中袁
在与百姓的家常中袁 与审判团队
的 野传帮带冶 中一点一滴的实现
着遥我看见袁从法官通道走来的女
子袁经过岁月的沉淀和磨砺袁她的
素雅尧淡然已变得异常动人遥没有
那些溢美的尧 豪迈的词语袁 她依
然袁赋予了这个职业最亲和尧最坦
然的温度浴

从法官通道走来的女子
文/祁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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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视点

闪小说

岁月流歌

张老师是一位有着 20 多
年教学经验的老班主任遥 每逢
开学袁她最头疼的事儿就是收
费遥 学生交费项目多袁有教辅
用书尧伙食尧乘车尧饮水费等遥
伙食费尧乘车费又根据年级高
低袁路程远近分为几档遥 一收
就是好几万袁 万一收到张假
币袁只能自认倒霉遥 有时迫不
得已袁只得让学生用铅笔在纸
币上写姓名遥 今年学校实行收
费改革袁要求家长通过微信或
支付宝交费袁大大减轻了班主
任老师的负担袁省去了收假币
和数钞票的麻烦遥

学校外来子弟居多袁 在手
机交费中发生了一些啼笑皆
非的事遥

野请交费的家长袁过来扫一
扫浴 冶张老师不厌其烦地提醒
前来交费的家长遥 只见一位年
近五十的家长举着手机袁对着
张老师的脸来回扫动遥 张老师

一脸茫然袁以为她在拍照遥 野你
在干嘛钥 冶野你不是让我扫一扫
吗钥 冶张老师听了袁哭笑不得袁
只得耐心给她解释袁终于让家
长学会了扫微信二维码遥

扫完二维码袁 张老师又指
点她通过微信或支付宝转帐遥
她一本正经地操作袁打开微信袁
找到张老师袁点开野转帐冶袁输入
转帐袁添加转帐说明袁点击野转
帐冶和野确认支付冶遥 张老师看
她一步步完成了袁可始终没收
到钱遥 心里纳闷袁一问才知她
的帐号内根本没钱遥 张老师让
她找亲朋好友帮忙袁转钱给她
或是将银行卡与支付宝绑定遥

她又一脸迷惑袁 掏出银行
卡袁不好意思地说院野张老师袁这
银行卡怎样绑呀钥 会不会影响
打电话呀钥 冶 张老师又手把手
教她如何绑定遥

张老师感慨院野在高科技面
前袁我们永远都是小学生啊遥 冶

尴 尬
文/徐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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