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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日期：
3 月 1 日-3 月 31 日 （入选
作品将在中国教师报刊登）
参赛要求：
1. 以绘画或书法形式展现
春天的美丽景色和文化韵
味，题材不限。
2. 作品尺寸不小 于 二 平
尺， 背面右下角注明姓名、
性别、身份证号、通讯地址、邮编、电话号码、标题等信息。
3. 请将原创作品寄至中国教师报编辑部（标注：中国教师书画院），同时请将原作翻拍，翻拍作品质量不低
于 2.0MB，上传至中国教师书画院邮箱（zgjsshy@163.com）。
4. 翻拍要求：拍摄清晰，无阴影和明显褶皱，可对作品进行电脑修图调色，但不能添加水印和边框等修饰。
5. 原稿要求：无需装裱，请用挂号或快递方式邮寄，并注明“中国教师书画院征稿”字样。
6. 版权说明：获奖作品版权归中国教师报所有。
邮寄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文慧园北路 10 号，中国教育报刊社 703 室，中国教师报编辑部（注明“中国教师书
画院征稿”字样）
邮政编码：100082
联 系 人：梁老师（010-82296743）孙老师（010-82296729）
投稿邮箱：zgjsshy@163.com

春韵·踏青
中国教师书画院

“三日春风已有情，拂人头面稍怜轻。殷
勤为报长安柳，莫惜枝条动软声。 ”春天来
了， 踏青的时节到了。 在这最美好的春光
里，中国教师书画院特举办“春韵·踏青”书
画征集活动，请老师们拿起手中的画笔，画
下、写下你眼中、心中最美的春天吧。

石，美者称玉，能者补天，坚者为墙，
奇者饰园。 城村山野，俯拾皆是。 然能入
目入心者，如沧海一粟，亦是前缘。 把玩
之时，偶得二三闲句，聊为浮生一注。

【蝶恋花·天珠】

悄问肩旁真或假，古血凝圆，绘尽天
人话。层阁星灯迢递谢，琳琅万福未央夜。

海石如能栩栩诧，不测心渊，到底周
全罢？乌有林深云梦野，当时驰过风鸾驾。

【虞美人·缠丝玛瑙项链 】

锦丝不绣繁华色，沉睡流光侧。佛生
微笑指尘生，如是三千情味入寒尘。

怨能长镌恩能淡，垂手拥灯看。何曾
宛转记轮回，忽忽一层风月一层悲。

【木兰花·玛瑙手串】

围炉听雪寒铺地， 漫溯洪荒千百纪。
深红一点是谁心？ 四顾青衫潮水起。

如今甚矣吾衰矣， 重腕爱缠烟火气。
隔年可以认悲欢，太息重埋珠箧底。

【菩萨蛮·瓜蔓鸣蝉玉坠】

蛾眉犹佩温良玉，越人溪上暌违曲。
或许两心知，寒蝉风露嘶。

柳堤生小月，回掌玲珑雪。缱绻渐分
明，双鬟浸古冰。

【金缕曲·紫水晶手链】

跳脱丁香魄。 碾晶莹、何人泪滴，何
时盟约。 何处深深听长夜， 前世今生听
薄。又何以、说诸哀乐。颤露玲珑微滑冷，
似葡萄酒色倾愁酌。 愁化血，未商略。

缠绵梦魇真当觉。许多年，冬凝暑淬，
渐能忘却。 渐看繁花红依旧，沧海闲居转
角。 怪谈里、轻描轮廓。 纵是人间皆叛我，
下重重云水流光幄。 拈一粒，绾成镯。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杭州市浙江同
济科技职业学院）

妻子为我买了辆自行车， 供我上
下班和接送女儿。

每天早晨 ， 我带着女儿骑行在
公路上 ， 路两边各种树木和花草惹
得女儿睁大了眼睛 ， 翕动鼻翼可以
闻见阵阵淡香 。 将女儿安全送达 ，我
继续向前骑行 ， 呼吸着清新而湿润
的空气 。 待行到人少处 ，还可以低吟
浅唱 ，哼着有些跑调的歌曲 。 有几个
陡坡需要爬行 ，我双腿使劲蹬 ，车子
却依然缓缓向上 ， 比蜗牛快不了多
少 。 爬过全部陡坡后 ， 已是大汗涔
涔 ，筋骨却活络起来 ，正好为即将忙
碌的一天热热身 。

待到周末， 我便安静地骑行在乡
村小道上，让明媚的阳光照在身上，享
受温暖顺着血脉绵绵流动的感觉。 抬
头看看天边时卷时舒的云彩， 低头望
望一抹抹蓬勃的绿麦苗， 仿佛在一幅
巨大的写意画中游走。 爱车在我的驾
驭下，也融入那份宁静、高远而辽阔的

情境之中。
后来，单位成立了“驴友团”，爱骑

车的我兴致勃勃地报了名。 “驴友团”
的第一次骑行目的地是寿县古城 ，那
是一次难忘的旅程。 我穿戴好装备，在
二十多人的队伍中不急不慢地骑着 。
骑出十几公里后， 我开始觉得呼吸有
些急促， 方才觉察到平时的骑行与这
次“驴友团”活动的巨大差别。

“驴友团 ”的队伍越散越开 ，渐
渐连成一条线 ，蜿蜒而行 。 一路上上
坡较多 ， 不服输的心态鼓动我咬牙
坚持 。 沿途的风景变得像电影画面
一般 ， 迅速地从眼前一掠而过———
农田就在脚下 ，秧苗迎风微摆 ，一棵
棵参天的大树仿佛在与整个队伍打
着招呼 。 渐渐地 ，我的双脚不听使唤
了 ，双臂也微微酸麻 ，而眼前好像还
有过不完的上坡 ，一个比一个陡 ，一
个比一个长 。

同行的 “驴友” 陆续从我身边超

过， 我尽管心里着急， 但因为手脚乏
力，也只能远远落在后面。 我干脆停下
来，坐在路边的石头上休息了一会儿，
才重新上路，继续保持匀速前行。 我不
断告诫自己：我是来快乐骑行的，不是
为了比高低、拼速度。 调整心态后，骑
行得轻松了许多。

最后的几公里我是推着自行车走
完的，远远地看见“驴友”们撑着自行
车等我时，脸上火辣辣的。 他们却给了
我鼓励的掌声， 或许是在肯定我的坚
持不懈吧。 那一刻，我脑海中蹦出这样
一句话：人生有两条路，一条用心走 ，
叫作梦想；一条用脚走，叫作现实。 心
走得太慢，现实会苍白；脚走得太慢，
梦不会高飞。

此后，参加“驴友团 ”的次数越来
越多，我结识了许多不同年龄、不同职
业的新朋友。 蔓延在朋友之间的，正是
那份骑行的快乐。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淮南十中）

年刚刚过完 ，人们似乎还沉浸在
喜悦之中 。 七里村十字口的墙角 ，歪
歪扭扭地靠着几位老人 ， 一边晒太
阳 ，一边闲聊 。

忽然 ， 刹车声划破了这里的宁
静 。 一辆黑亮的轿车戛然而止 ，车里
款步下来一位长发美女 ，脸上挂着温
婉的笑容 。

“你们好啊 ，大爷大妈 ！ ”女孩笑
着说 。

“哦，嗯，好啊……”几声不知所措
的声响，算是老人们对女孩的回应。

女孩甩了一下柳条般水滑的长发，
笑着说：“大爷大妈， 我是电视台的记
者，路过这里，想和你们聊聊天。 ”

听说是电视台的记者 ，老人们立
刻活跃起来 。

老牛先说 ：“闺女啊 ，你想知道啥
呢 ？ 俺们年过得都很好啊 ，现在社会
多好 ，不缺吃不缺穿的 ，白面馍馍 、大
鱼大肉有的是 。 ”

老马接着说 ：“就是 ，想吃多少吃
多少 ，什么都不缺 。 ”

女记者爽朗地笑了 ，好像空中飘
过了一串铜铃 。

“那 你 们 的 孩 子 过 年 都 回 来 了
吗 ？我听说咱们这一带去城市打工的
孩子比较多 。 ”

话音刚落 ， 空气一下子凝固起
来 ，大家都不作声了 。

老牛喃喃地说 ：“回是回来了 ，但
初六就走了 ，在家没待几天 。 ”

老马挠挠头说 ：“俺孩儿没回来 ，
但钱没少汇 。 ”

女记者安慰道 ：“孩子们忙 ，给您
的钱可别省 ，别亏待自己 。 ”

“俺孩儿在北京工作 ，是大学生 ，
媳妇是城里人 ，两三年没回了 ，谁让
他找的媳妇也是独苗苗呢 ！ ”一位大
妈叹息起来 。

女记者还没回话 ，突然传来一声
呜呜的啜泣声 。墙角另一位大妈抹起
了眼泪 。

“俺想孙子了 。俺那儿子有本事 ，
在南方当经理 ，可是几年都不见回来
一次 ，回来也是一扭头就走了 ，俺那
孙子长得可胖乎了……”

老牛插嘴说 ：“他婶 ， 嚎啥嚎 ，孩
子给你那么多钱 ，你能花完 ？ ”

“要钱有啥用，天天对着钱过啊？ 咱
有个病啥的，谁来管？ 听说前村王大妈
死了好几天，孩子都不知道……”

天空似乎一下子阴了下来 ，人们
心里都沉沉的 。

忽然，墙角站起一位老太太，凑上
来说：“俺孩儿孝顺， 天天在家陪着俺
哩。 俺孩儿可俊了，不信去家瞅瞅。 ”

女记者眼前一亮 ，跟着老太太向
一个破院走去 。身后几位老人也缓缓
起身 ，跟了上来 。

“俺孩儿天天陪着俺哩 ， 有孩儿
陪着就是好啊 ，啥都不怕……”

老太太啰唆着 ，穿过院子 ，来到
屋里 ， 手指着桌上的照片说 ：“看 ，这
就是俺孩儿 ，穿着军装俊不俊 ？ ”

老人的孩子是消防兵 ，牺牲许多
年了……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新乡市小冀
镇京华实验小学 ）

石头记
□李立早

陪 伴
□陈来峰

快乐骑行

小小说

□顾正龙

生活秀

春来了，最知春意的，当是桃花。
南国春来早，北方的人们还在哆哆

嗦嗦体验着春寒料峭时，南方的桃花已
经此起彼伏地冒出枝头。 遥遥望去，一
片粉色、红色氤氲开来，让人心头荡漾。

古人说，故人早晚上高台 ，赠我一
枝梅。 梅自然是孤傲、高洁的，与冬的肃
杀相得益彰。 但阳春三月，赠人什么呢？
当然是桃花。

桃花是报春的。 历代诗人面对这种
温暖的事物，总不吝啬自己的笔墨。 “竹
外桃花三两枝”，有了这三两枝桃花，仿
佛春天便扑面而来了，便如南宋词人赵
鼎在《鹧鸪天·建康上元作》中所写的，
“客路那知岁序移， 忽惊春到小桃枝”。
当然，惊春之后便是各种赞春，“桃花春
色暖先开，明媚谁人不看来”“满树和娇
烂漫红，万枝丹彩灼春融”“桃花一簇开

无主，可爱深红映浅红”“雨中草色绿堪
染， 水上桃花红欲然”“浪花有意千里
雪，桃花无言一队春 ”……在这样的热
闹中，便是粉色、红色这种“肤浅”的颜
色与桃花搭配起来，也有了几分俏皮可
爱。 说的也是，过了一个漫长的冬季，好
不容易春天来了，当然要尽力地歌颂这
春天的颜色了。

桃花是相思的 。 古往今来 ，桃花
与女子总是相提并论 。 桃之入诗 ，最
早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 。 首先歌颂
桃花的便是 《诗经 》，《周南·桃夭 》写
道 ：“桃之夭夭 ，灼灼其华 。 之子于归 ，
宜其室家 。 ”桃成了出嫁的女子 ，光彩
照人 。 而到了唐宋 ，桃花与爱情更成
为绚烂的主题 ，而其中最著名的一篇
莫过于那首 《题都城南庄 》：“去年今
日此门中 ，人面桃花相映红 。 人面不

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春风 。 ”这首爱
情诗篇虽然只有寥寥几句 ，却说出了
一种 “相思不得 ”的闲愁 。 或许就是因
为得不到 ，因而传唱至今 。 李渔说过 ，
百花中颜色最媚者就是桃花 ，而花期
最短的也是桃花 。 桃花的花期与美貌
的 “保鲜期 ”一样 ，短暂即逝 。 于是 ，美
人桃花 ，又带了那么一些楚楚含泪的
味道 。 便如曹雪芹所写 ：“胭脂鲜艳何
相类 ，花之颜色人之泪 。 若将人泪比
桃花 ，泪自长流花自媚 。 泪眼欢花泪
易干 ，泪干春尽花憔悴 。 ”这里的桃花
少了几分温暖 、几分热烈 ，却有了一
些憔悴和惨淡 。

桃花是隐逸的 。 说起隐逸 ，似乎
与桃花的绚烂并不相干 ，但想到陶渊
明的 《桃花源记 》， 便明白了个中缘
由 。 “桃 ”者 ，“逃 ”也 ，“忽逢桃花林 ，夹

岸数百步 ，中无杂树 ，芳草鲜美 ，落英
缤纷 ”，见到桃花林 ，方有桃花源 ，桃
花如何不成为远离纷争之花 ？ 此后 ，
又有 “寻得桃源好避秦 ，桃红又见一
年春 ”。 而让桃花达到隐逸至高境界
的 ，莫如唐寅 ，在他那首著名的 《桃花
庵歌 》里 ， “桃花坞里桃花庵 ，桃花庵
下桃花仙 。 桃花仙人种桃树 ，又摘桃
花换酒钱 ”。 唐寅以卖画所蓄购得桃
花坞别墅 ，取名 “桃花庵 ”，四周种桃
树数亩 ，自号 “桃花庵主 ”，用生命实
践 “半醒半醉日复日 ，花落花开年复
年 ”的隐逸生活 。

“千朵浓芳绮树斜 ，一枝枝缀乱云
霞。 凭君莫厌临风看 ， 占断春光是此
花。 ”这便是桃花，春已至，桃在侧，还等
什么？ 放下诸多俗事，当一回桃花仙，凭
水临风，赏桃花去吧。

春之桃花 灼灼其华

中国教师报新闻记者证
2015 年度核验人员公示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
于开展新闻记者证 2015 年度核验工
作的通知 》 （新广出办发 〔2015〕140
号） 要求，我报已对持有新闻记者证
人员的资格进行严格核查，现将通过
年度核验的新闻记者证人员名单进
行公示（第2 批）：

黄 浩
举报电话：
中国教师报
010-82296729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010-83138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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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边上

□刘云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