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词咏怀

渊一冤
旺狗贺岁闹春早袁
事业兴旺喜事多遥
吉祥高照诗梦情袁
欢乐端祥凯歌迎遥

渊二冤
扬眉吐气画艳图袁
梦想成真绘新容遥
欢歌碧海托旭日袁
挥毫一首颂亲情遥

渊三冤
心随如意新喜添袁
百福齐聚美满圆遥
喜狗财发一生辉袁
幸福开心每一天遥

新春诗三首
姻范永祥

书 法 庞胜堂

春节前袁邻居张阿姨的儿子媳妇送
给她一个电子血压计遥 这样袁患有高血
压的她在家就都能随时掌握自己的血

压变动情况袁一旦血压升高袁可以及时
就医遥 张阿姨逢人便夸儿子媳妇有孝
心袁说这是她收到的最好的新年礼物遥

一到春节袁 儿女们总会给长辈们送
些礼物以表心意遥 但是袁节日年年过袁给
老人们送什么礼物却让子女犯了难遥 最
早的时候送水果糕点尧高档烟酒袁后来又
流行送保健品袁 说明人们越来越重视健
康了遥 可保健品虽好袁也各有属性袁每个
人的身体状况也不相同袁 一旦送错了就
可能适得其反遥 所以袁送保健品时袁不要
认为送价格高的就有面子袁 一定要对保
健品和受礼人的身体情况有所了解袁做
到有的放矢遥同时袁也不要买包装过分豪
华的保健品袁既花了冤枉钱又不环保遥

其实袁除了保健品和营养品外袁可送
老人健康的礼物范围还是非常广泛的遥
比如袁根据老人的爱好可以送网球拍尧乒
乓拍尧羽毛球拍尧按摩器尧跑步机等运动
器材以及锻炼服装曰 也可以给他们送健
身卡尧游泳卡尧足浴卡袁鼓励他们多外出

健身休闲曰对不怎么爱运动的老人袁则可
以送他们计步器袁 让他们迈开腿袁 走起
来曰对喜欢读书看报的老人袁则可以送些
健康类的书报杂志尧音像制品曰对于一些
患有慢性疾病的老人袁 可以给他们送体
检卡尧血压计尧血糖仪尧健康秤等遥

当然袁给父母送礼袁一方面是表达子
女的孝心袁 另一方面袁 也是要让老人高
兴遥 心情愉悦可以让老人的生活更有质
量遥 一是可以给老人送一些化妆品和衣
物袁 让老人在新年里打扮得更显年轻与
活力曰也可带老人一起去拍张全家福袁或
是拍几张个人写真袁 留下美好岁月的记
忆遥 二是可以给长辈送洗碗机尧料理机尧
扫地机尧擦窗机等小家电袁既可以减轻他
们的家务负担袁 又能给他们的日常生活
增添一些新鲜的元素遥 三是可以给老人
送一个收音机尧唱戏机袁或是换个屏幕更
大的电视机和功能更全的电脑或智能手

机等遥如果再能教会老人视频聊天袁那样
父母就能经常与子女野见面冶了袁以解他
们对儿孙的牵挂和思念之情遥

过年袁晚辈们不妨为老人送上一份
实实在在的健康礼遥

过年就送健康礼
姻邓为民

屋外飘着雪花袁 时不时夹着雨点叩
击窗户遥 此时的冬夜袁最好的驱寒方式袁
莫过于手握一管毛笔袁 边临摹字帖边与
古人神聊遥

临摹字帖是件体力活袁需要凝神尧聚
力尧手脑并用袁还不离开弯腰铺纸尧踮脚
悬挂等肢体运动相助遥 不消半小时袁顿
觉筋骨舒展通体暖和袁继之袁则热汗盈
盈尧衣衫渐湿遥

世人视叶兰亭序曳为天下第一行书遥
以我陋见袁羲之书法首当以叶丧乱帖曳为
先遥 如果说叶兰亭序曳抒写的是王羲之对
时空宏阔与人世无常的淡淡忧伤袁 那么
叶丧乱帖曳简直是哭天喊地尧胆肝俱焚的
深切痛苦遥 悲愤之气凝于笔端袁 字字滴
血尧句句动情袁与颜真卿叶祭侄稿曳相比袁
实乃有过之而无不及遥 叶丧乱帖曳胜于气
韵遥

面对叶丧乱帖曳袁感叹腕下难以临摹遥
在那个五胡乱华的多事之秋袁 虽然文人
们往往以玄言清谈寄托情感袁 但这毕竟
是一个长期浸透了儒家思想的国度袁祖
坟被破坏是任何人都无法接受的袁 更何
况是王家这样的名门望族遥 因祖坟又一
次被毁坏而黯然神伤的王羲之袁怀着野丧

乱之极冶的心情袁给友人写下了这封信院
野羲之顿首袁丧乱之极袁先墓再离荼毒袁追
惟酷甚袁号慕摧绝袁痛贯心肝袁痛当奈何
奈何浴虽即修复袁未获奔驰袁哀毒益深袁奈
何奈何浴临纸感哽袁不知何言遥羲之顿首
顿首遥冶短短 62个字的神伤袁形成了灵动
多变的章法袁 也赋予了这封简牍超乎一
般的神韵和不可复制的艺术魅力遥 在我
看来袁正是这些极难上手临摹的神品袁才
称得上属于至高无上遥

临颜真卿叶乞米帖曳袁常发困于内容
其意遥 野拙于生事袁举家食粥袁来已数月遥
今又罄竭袁祇益忧煎袁辄恃深情遥 故令投
告袁惠及少米袁实济艰辛袁仍恕干烦也遥真
卿状遥 冶

难道颜鲁公就像字条中自嘲的那般

野拙于生事冶钥 后读叶颜氏家训曳与叶书论曳
方知袁颜真卿身为三朝重臣袁加之岳父韦
氏家族尧伯父元孙和二兄许南袁故交可谓
遍于朝野遥况且在平原郡时袁身处虎狼之
地袁他能一边积极做好平反叛乱的准备袁
一边蒙蔽安禄山的耳目袁 怎能不会 野生
事冶之法呢钥 所以借米袁只是因为颜鲁公
有发自于内心的不可屈服的刚正之气袁
也见证了大唐清官不以贫贱为愧事尧恪

守正道的操守遥
由叶乞米帖曳再临叶争座位帖曳袁在比

照中可对颜真卿书品与人品之间的关系

有更清晰的认识遥 叶争座位帖曳开头就铿
锵点题院野盖太上有立德袁其次有立功袁是
之谓不朽冶袁并直言不讳地引用野古人云
耶益者三友尧损者三友爷袁愿仆射与军容为
直谅之友袁 不愿仆射为军容倭柔之友冶袁
直接指出郭英乂于菩提寺行香时袁 藐视
礼仪袁谄媚宦官鱼朝恩袁致使其礼遇高于
六部尚书遥 叶争座位帖曳书迹虽为秃笔所
为袁用笔却圆转外拓袁顿挫郁屈袁雄劲浑
厚袁字里行间洋溢着忠义之气遥

串临并细读 叶乞米帖曳尧叶争座位帖曳
内容与书迹袁 深深敬佩颜鲁公忠贞清廉
为官的人格操守袁 这不也是当今从文从
艺者认知的书品与人品之楷模钥 即便今
天的生活条件无须再野乞米冶袁但一些根
本的理念依然需要固守袁 正气是做人的
根本袁也是从艺之根袁而学问修养则是滋
养艺术的活水遥

窗外早已白雪皑皑袁 室内却是满墙
满地的宣纸遥这样一个冬夜袁没有一丝寒
意袁只有满脑子的字形结构与笔墨章法袁
还有通体舒坦的筋骨袁野心手双畅冶也浴

冬夜里的陪伴
姻施 平

国家一级民间工艺美术家尧 武钢退
管系统 20佳文化名人刘士标的家袁 宛如
一座剪纸艺术的殿堂院四面的墙壁上悬挂
着一幅幅精美的剪纸作品袁获奖证书金光
闪闪遥 野刀笔生辉冶尧野钢花窗花相映红冶
要要要一幅幅国家领导人和文艺界专家学

者的题词给陋室增添了光彩遥他的作品荣
登近年出版的 叶武钢风采曳尧叶湖北风光曳尧
叶56个民族曳 等 10本珍藏册袁叶江城大武
汉曳等十几件作品先后荣获省市级和国家
级金奖尧一等奖遥 这不仅记录了主人艺术
的成就袁也展现着他多姿多彩的人生遥
八岁就开始操剪学剪纸袁工作后一

直坚持业余剪纸的

他袁1997 年退休后仍
然手不离剪刀尧 心不
离剪纸艺术遥 他以火
热的钢铁基地为取之

不尽的创作源泉袁以
服务于钢铁大生产为

创作宗旨袁 近十几年
来在省市和国家级各

项大赛中袁十次获奖遥
其中袁 反映钢铁大生
产流程的叶钢花系列曳

剪纸艺术袁在湖北省和全国艺术作品展
中荣获金奖遥 刘士标荣获野武汉市民间
艺术家冶荣誉称号遥

刘士标将民间剪纸的题材拓展到

工业领域袁首开工业剪纸先河袁他吸取
了版画尧国画尧宣传画尧漫画的表现手
法袁运用柔细粗犷的风格创作了叶钢花
系列曳袁不仅向国内外宣传了武钢袁也继
承发展了古老的剪纸艺术遥

他创作的叶钢铁工人曳采用具象与
抽象相结合的表现手法袁 大胆创新袁刻
意夸张袁画面以钢铁工人手握挂着大红
花的铁锹为主体袁以采矿车尧传送带尧喷

溅的钢花表达大生产的流程袁 以缝纫
机尧自行车尧飞入太空的火箭尧飞船展示
钢铁产品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袁运
用剪纸的齿纹尧 线条语言的巧妙组合袁
勾画出了一个个形神兼备的人与物遥
剪纸以尺幅小天地袁映现宏观大世界遥
这幅内涵丰富尧妙趣无穷的佳作在湖北
省和全国级展览中获得了金奖遥 国家
级叶美术曳杂志也刊登了此作遥

刘士标退休不褪志袁 坚持剪纸不
停袁攀登艺术高峰不止袁历年来他有一
千多幅作品在全国尧省尧市及美尧英尧日
等十多个国家展出袁文化部中国传统文
化委员会等协会袁授予他野新中国剪纸
艺术家冶的荣誉称号遥

为继承发扬剪纸艺术袁刘士标不仅
一直坚持剪纸创作袁还深入社区尧学校尧
家庭传授剪纸技艺袁 每年都要组织公
司尧省市和全国剪纸艺术作品展遥 他参
与组织并担任评委袁协助当地成功举办
了沈阳野园林剪纸艺术展冶和杭州国际
剪纸艺术节遥 在办展的同时袁他还参与
考察了内蒙古自治区建民县尧浙江桐庐
县民间剪纸艺术基地袁为国家保护非物
质文化遗产决策提出了积极建议遥

为了给退休人员开辟一个修身养

性的新天地袁刘士标用手中的剪刀带动
同龄人操起剪刀学习剪纸艺术遥 近几
年袁他为退休人员开办了学习班袁为老
年大学讲授剪纸技艺袁让 500多双过去
习惯于握钢钎尧司铁炉的老手也操起了
灵巧的剪刀袁剪出了一片修身养性的新
天地袁剪出了一片火红的晚霞图遥

为了让这个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

产保护范畴的古老艺术袁 代代相传尧发
扬光大袁他经常到幼儿园尧中小学尧居民
社区袁开办剪纸艺术培训班袁给学员们
讲技法袁 带学员到现场学习选景取景袁
并在学校尧 社区为学员办剪纸作品展袁
使参加学习的 600多名学员初步掌握
了剪纸的技艺袁有的学员还达到了较高
的水平遥被誉为野五朵金花冶的小学员创
作的作品袁 连续三年参加了省里的展
览袁还参加全国级大赛袁获得了一尧二尧
三等五个奖项遥

刘士标坚持创作袁坚持传播剪纸艺
术袁他的执著精神和艺术造诣得到了社
会各界的好评遥 奖状袁是大家对一个艺
德双馨的艺术家的褒奖袁也是这位艺术
家多姿多彩人生的真实写照遥

剪出多姿多彩的人生
姻刘 佳 彭再文 文/摄

银发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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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之声

前不久接到我原部队已退休老战友

的电话邀约袁 在杨行镇的一家大酒家相
聚袁这已是我们第八次了聚餐了遥当我听
到电视台的天气预报袁 说相聚前的三天
几乎天天有雨时袁几乎担心得夜不能眠袁
生怕远在深圳尧 常熟等地的几位战友因
下雨而来不了遥 不料这天是个艳阳高照
的大好天袁感谢老天爷恩赐遥

住宝山的两个战友离杨行镇可谓只

是一步之遥遥 我九点不到第一个到了酒
家遥到 11点许袁应邀而来的 82位战友全
部准时到达遥 守时是在部队养成的铁的
纪律浴老战友见面后的第一句问候是野你
身体还好吗冶曰第一句祝词是野祝你身体
健康冶曰第一句祝福语是野你一定要多保
重身体呀冶浴 然后各自找在部队时与自
己关系最密切尧最要好的战友畅谈遥这下
子袁 大家掏心窝的话匣子就打开了遥 互
相询问院老伴身体好不好呀尧和睦不和睦
呀袁与子媳分居的还是同居的呀尧小辈孝
顺不孝顺呀袁食欲好不好呀尧血压血糖血
脂高不高呀尧有没有慢性病呀尧平时怎么
锻炼身体的呀袁有什么爱好呀袁参加些什
么社会活动呀噎噎真是互相关爱有加尧
体贴入微袁不是亲人胜似亲人遥

这样的聚会不但成了增进友谊的加

油站袁 更是成了最直接最实际的了解和
交流老人衣食住行尧 养身保健尧 老有所
学尧老有所乐尧老有所为等各方面的平台
和窗口遥老人一进入这个平台袁什么孤独
感尧忧郁症全都没有了袁有的是欢乐尧神
怡尧轻松浴有的战友说参加这样的一次聚
会胜过一次疗养浴

酒家不但为我们提供了中尧晚两餐价
廉物美的酒菜袁 还为我们提供了空间袁进
行娱乐活动遥 大家一吃好中饭袁想搓麻将
的就去麻将室袁想下象棋打扑克的就去棋
牌室袁想唱歌跳舞的就去歌舞厅袁想静养
的就靠在沙发上闭目养神噎噎我进了棋
牌室下象棋袁在旁观战的原后勤处助理徐
春芳战友笑着问我院野朱会计师你原来下
棋那只车老是被对方捉死尧吃掉袁现在怎
样钥冶我说袁现在我的车是用宝钢产的特殊
钢制造的袁捉不死打不垮的袁惹得在场的
战友哄然大笑遥 野朱会计师你在部队时因
神经衰弱袁 晚上一有点声音就不能入睡袁
团长还因此在僻静处为你找了间独居房

间袁现在好了没有钥冶原部队黄世明参谋关
切地一再嘱我要多保重身体遥我与他们分
别已有 30多年袁 当年我在部队的事他们
还记得这么清楚袁这么牵挂袁真是真情难
得亦难舍呀浴

真情难得亦难舍
姻朱永其

灯下漫笔

老有所乐

欢度春节
邵春华

金鸡除旧岁袁旺狗报春来遥 日前袁高工党支部第五党小组在银发大厦宝钢老干
部活动中心召开了迎春茶话会遥 大家欢聚一堂袁笑语欢歌袁满是欢乐祥和的气氛和
春的气息遥茶话会活动丰富多彩尧生动活跃遥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野互动测试题冶活
动袁吸引了大家积极抢答遥老同志们各显身手袁献上了精彩的表演遥嘹亮的歌声尧动
听的戏曲尧精心的绘画袁折射出新时代的神韵袁传递着狗年的祝福遥

顾百英 文/摄

笑语欢歌庆佳节

欲待莹莹雪花迟袁
风霜雨霭伴相知曰
岁开新日寒凝重袁
飞降纷纷春报时遥

迎春序曲
姻静 心

腊梅斗雪蕊吐香袁
无奈时令致花荒遥
惟有山茶勤给力袁
无花时节敢担当遥

雪里开花到春晚袁
沐寒耐冷性坚强遥
淡泊名利争奉献袁
迎春花名谦虚让遥

山茶吐艳不独娇袁
共浴春风百花俏遥
一带一路添暖意袁
红红火火大地笑遥

咏山茶花
姻张正和

剪

纸

宋
丽
华

雪中丽人 跳起来

幸福童年雪中赏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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