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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许多人一样，有一个幸福温馨的家庭。丈夫田应平原在食

品厂工作，他在外，同事们对他的评价是多才多艺，办事麻利，工作

认真负责.. . . . .”。每当他们厂同志们在我面前说到这些时，我心里总

是美滋滋的。

我丈夫在家就是我的天，家里的顶梁柱，俗话说：“家有千口主

事一人”。家里不论发生什么事，处理事情他都很有主意，只要照他

的主意办，事情都处理的妥妥当当。记得十八年前食品厂倒闭后，

丈夫没工资，我发愁全家生活可怎么过？谁知，他不悲观失望，而是

认为办法总比困难多，他鼓足勇气在东街办起了小饭店，起名为

“巷里香”，在经营中由于我俩精心管理，诚信为本，饭菜实惠，货真

价实，赢得了顾客的信赖，所以，生意火红。我们在十几年经营中，每

天早起晚睡，冬不怕冷，夏不嫌热，再苦再累，互相没怨言，两人一条

心，干起来一股劲，取得了好的效益。有了积蓄，买下了房子，儿子娶

了媳妇，儿子还买了小车。媳妇先后生下两个可爱的小宝宝，她们整

天围着我们爷爷奶奶叫个不停，给家里增添了无限的快乐。大孙女在

幼儿园能歌善舞，为此，去年还参加山西电视台的演出，我们看后非

常高兴，真是家和万事兴。

如今，丈夫退休了，但在家里闲不住，他把我家宽敞明亮的院

子打扮得很漂亮，收拾得如如此此，使我感到非常舒适。院子里东

面种了不少花草，花开得争奇斗艳，进大门引道上是枝繁叶茂的葡

萄树，结了诱人的葡萄，另外在院子西面开了一块大大的、方方正

正的莱地，种了黄瓜、北瓜、西红柿、豆角、小葱、水萝卜等蔬莱，长

势喜人，每年除保证自家吃外，还给亲戚朋友送了不少，丈夫虽然

辛苦，但他把这个过程，当作锻炼身体一种活动，并也觉得是一种

乐趣。

儿子结婚快十年，我们仍和他们在一起生话，在一个锅里搅稠

稀，时间长了，免不了会产生一些磕磕碰碰，但我们不上心，事情过

去就完了，我们一直把儿媳妇当作自己女儿相待，因此，儿媳妇不

叫爸妈不说话，外人不了解，真还以为她是俺的亲闺女。

由于我家里和和气气，尽管经济条件有限，但都互相理解，家

里人都注意勤俭节约，生活上不和有钱人家攀比，不追求时髦不去

胡花一分钱。丈夫原抽烟喝酒，现在为健康也都戒烟戒酒，生活过

得有滋有味。去年我孩子们说：爸妈辛苦了一辈子，也得出去旅游

旅游。于是我和丈夫从太原乘飞机飞往重庆，然后又到南方五市游

览了一番，看了看祖国大好河山，可开心了。

孩子们都关心我们的健康，当作头等大事。丈夫一是发现我有

身体不适，就很着急的带我到县、市、省医院求医问诊，甚至还陪我

到北京找名医诊断，住院治疗。丈夫有病也是一样，我们陪他到市、

省医院，同时也到北京找名医，由于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我俩都比较健康，心情也愉快，有时还高兴的去唱歌跳舞。

在我家还有个好习惯，坚持做到帮人是福，别人帮我们永远要

感恩的家风，我开饭店时，遇到有困难的人，吃了饭少算钱或者不

要钱。丈夫在食品厂时，学会了修理暖气等手艺，平时街邻四坊，谁

家暖气坏了，水管漏了，锅炉出了毛病，只要叫一声就去，即使正在

吃饭，放下碗赶紧就去了。去年冬天，邻居老宋暖气坏了，我丈夫考

虑到他都是七十多岁的人了，于是不顾寒冷，马上去帮助他排除了

故障，事后老宋提着名酒上门感谢，我们说什么也不要。

我和孩子们说不管和谁相处，要做到别人敬我一尺，我就敬别

人一丈，和亲戚朋友都是这样，宁愿自己吃些亏，也不能让别人吃

亏。我的外甥们对我很关心，在他们心目中我这个当姨姨的就是他

们的娘，所以我在心里总惦念他们，我家的莱长好了，我会挑些好

的，捎给在北京、太原的外甥们，他们认为这不是一普通家乡特产，

而是姨夫、姨姨一颗心，因此，他们很珍惜。

今年端午，我和丈夫忙忙碌碌买了软米，大枣，粽叶。那几天洗

粽叶、泡米、包粽子，把我累得腰酸腿疼，坚持不住了，上床歇歇再

包。就这样，粽子包了一大盆，当粽子煮熟时，清香味扑鼻，我孙女

看到那么多粽子，高兴得手舞足蹈说这粽子至少能吃半个月，这

时，我告孙女说，这些粽子要送给平时对我家关心过的人，首先我

让丈夫掂着热呼呼的粽子，送给城内七十多岁的姐姐和姐夫，然后

又跑五里多远送给我的二姐，又到环卫队送给二姐夫，接着又给在

县里、太原工作的外甥们捎去一些，最后又送给周围的邻居，结果

一大盆的粽子，孙女眼巴巴的看着几乎没留下几个。这时孙女撅起

了小嘴，很不高兴。当我再次给她讲清要感恩的道理后，孙女的脸

由阴转晴了，她抱住我的脸使劲地亲了一下。

这就是我的家。

我有一个幸福的家
常菊红

孔子问礼老子，发生于公元前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周朝。翻

阅古代典籍，有关孔子问礼老子之事，记载很多，《史记》、《庄

子》、《吕氏春秋》、《礼记》等都有记载。

在周朝书馆管理工作达 30 多年的老子，熟睹了官场的腐

败，开始对周礼的实质有所反感，他看到了礼仪幕纱的后面，

隐藏着丑恶、阴险和狡诈。周礼成了利禄工具。因为周王朝的

内部矛盾，老子受到了陷害被免去了守藏史之职后，游历各

国，当时他来到晋国的道兴（时称断道）时，正遇上一家办丧

事。人们知道老子是一位精通周礼的人，就请他帮助安排丧

事。

出殡那一天，正遇上周游列国的孔子也来到了道兴。因孔

子在家也经常帮助别人办理丧事，所以在弟子的推介下也应

邀助丧。

这一天送葬队伍正在行进时，突然遇到日食。老子立即让

送葬的队伍停止前进，靠右站立，停止哭泣，等日食过后再走。

正在前面引导灵柩的孔子很不理解，但面对精通周礼的老子，

他只能按吩咐去做。送葬归来，孔子向老子表示自己的不同看

法，孔子认为中途止柩是不合周礼，而且日食究竟要多长时间

过去不知道，等得太久，死者不安，应该继续前进为好。老子便

对孔子说:“诸侯国王朝见天子，都是日出上路，日落前休息并

祭奠车上的祖先牌位。大夫出国访问也是见日出才赶路，日落

即休息。送葬也一样，不在日出之前出殡。夜晚看到星星出来

而赶路的，只有罪犯及回家奔父母之丧的人。日食的时候，天

很黑，如同夜晚，对于懂礼仪的君子来说，是不应该把别人刚

去世的亲人置于这样一种星夜出奔的不吉利的境地之中的。

所以出殡时如遇日食，应当停下来等日食过后再走。”时至今

日，道兴周围村庄出殡时间都选在日出之后的早上或者上午，

就是老子传承下来的。

孔子此行来访，受到了老子的热情款待，老子让书童拿出

好酒来招待孔子师徒一行，至于两人谈何内容，无非是针对孔

子提出的问题。老子的观点基本上顺其自然，清净自正，无为

而治的哲学。孔子是儒家文化的代表，提倡仁义礼智信，孔子

道：“先生之言，出至肺腑而入弟子心脾，弟子受益匪浅，终身

难忘。”

可这位孔子拜访老子可并没有达到他的予期目的，他对

老子的观点有着根本的分歧。在以后，孔子又多次拜访老子。

孔子回到鲁国后一直在琢

磨老子所说的“道不可见，

道不可言，道不可听，不可

赠送。大道是没有形迹的。

一个人形迹太昭著，不懂

得和其光、同其尘的大道，

一定会遭到很多责难。”?

回到客栈，孔子一直在

琢磨老子所说的大道，但总

是恍恍惚惚。整整三天，他

一言不发。孔子的这种状态

被《庄子·天运》记载为:“孔

子见老聃归，三日不谈。”

弟子们见其 如 此，就

问:“老师见到老子有什么

规谏呢？”

孔 子回 答 说:“ 鸟 ，我

知道它们善飞；鱼，我知道

它们善游；兽，我知道它们善奔走。对于善奔走的野兽，可以用

网缚捉；对于善游的鱼，可以用钩去钓取；对于善飞的鸟，可以

用箭射获。至于龙，我不知道它是怎样上九天的。老子所讲的

道，就像是龙，合起来成一体，散开来成云彩，乘驾云气而翱翔

于阴阳之间。我听了这些道理，还觉得恍惚，怎么能去规谏老

子呢？”

中国传统文化儒道两位先贤在道兴村的思想交流，影响

了道兴人，铸就了道兴人世世代代仁义，忠勇，无畏，智慧；既

敢于承担，又淡泊名利的传统品格。 张明和

近年来，随着年龄大了，我们思念儿孙们的心情越来越迫切

了。在京工作的儿子海江，很理解父母的心情，前几天来电话说，

他准备休假，带着媳妇和孩子一块回来看看我们，到时，顺便叫上

在太原工作的他大哥，也让他带着孩子回家看看。海江还说，他考

虑爸妈年老体弱，为不打乱我们的生活规律，少受些罪，他们回来

只在家休息两天。我和老伴听说这个消息后，心里特别高兴，但觉

得儿孙住的时间太短，再一个，不相信我们没精力招呼孩子们。

老伴在儿子们回来之前，各个方面

做了充分准备 ，从吃到用的，都做了周

密安排。她行动不方便，就托她妹妹菊红

准备了除猪肉、蔬菜、嫩玉米、调和外，还

购置了台布、拖鞋，这样，单拖鞋，就买了

一堆，把门口摆的满满的。老伴又和我商量，孩子们回来后，谁住

哪个屋子，都一一做了安排！儿媳妇带着两个孩子，住在我俩卧

室，我们住在阴面卧室，让儿子睡在客厅沙发上。

孩子们都回来了，总共十来个人，把客厅挤的满满的，孙子

们进门就爷爷奶奶的叫个不停。特别是孙子梓豪和梓硕。好奇的

在各个屋子跑来跑去如同小兔子，感到非常开心。这时老伴把准

备好的西瓜、嫩玉米、干馍摆到了餐桌和茶几上，孩子们边吃边嬉

耍，整个客厅里充满了郎爽的欢笑声。

孙女韵涵今年九岁，在京城读三年级，回家之前我在视频中

告诉她 ，要给爷爷奶奶带回来一幅自己作的画和一篇日记。由于

时间仓促，只带回日记。当我打开她日记一看，孙女写的字工工整

整、内容丰富、用词得当、语句通顺，记事完整。看来孙女是富有想

象力，老师阅后都是给她点赞:真棒！孙女懂事了，抽空还帮她妈

妈照顾小弟弟，小弟弟虽很淘气，但她喜欢他。看她抱起来一点也

不费力，姿势像模像样，体现了她当姐姐的责任和担当，怪不得她

小弟弟一有空就追上她 " 姐姐 "" 姐姐 " 叫个不停。

大孙子梓豪生在太原，今年三岁。他口舌伶俐，语言丰富，说

话内容完整，很聪明，去年就能背下十几首唐诗来。有的还能根据

诗意表演一番。比如 "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他边朗诵

边表演，他把毛巾搭在脖子上，两手用我挖背的耙耙，弯下腰学农

民伯伯在田里锄苗的样子，还不时的停下来，用毛巾擦着汗。他的

表演，逗得一家哈哈大笑，可是现在长大了一岁，他反而不听调

遣，你说东，他说西，有时还把诗的内容故意颠倒，

还有时说话还称:" 我小时候怎样怎样……"。如果

不见人，只听声音，还以为他奶声气的娃娃有多少

经历似的。他从小动作麻利，出手快，一点亏也不

吃，他防卫能力强，谁要动他一下，他立马要还击。

别看他只有三岁，这次回来非要看看老院房子。他

观察很细，说楼梯破了呀、墙皮脱落了呀。他回来以

房子主人自居。他住的卧室，有时不让别人进去，不

许别人在他住的卧室走动。我说:" 看这架势，快和

我要房产证了 "，全家人听了我这话后，都哈哈大

笑。

小孙子梓硕，生于北京，还不到两岁，怪惹人喜

爱，有时抱住他爸爸的脖子左亲又亲，还亲不够。他

特别爱动，两只大眼珠，滴溜溜转。嘴也甜，尽管他

只会些简单语言，可是经常 " 爸爸 "，" 妈妈 "，" 爷

爷 "，" 奶奶 "，" 姐姐 " 叫个不停，他咬字清楚，天真

活泼，他一到超市，他要 " 钱！钱！"，他要买玩具有

时还要银行卡，怪是逗人。

别看孙辈们年龄尚小，但都有思想和主见，他

们观点鲜明。我孙女韵涵要她爸妈到内蒙大草原去旅游，我就和

孙女说:" 爷爷奶奶跟上你去行不行呀？"。孙女说:" 行，奶奶去奖

励 100 元钱，爷爷要去只奖励壹毛钱。" 还得我在地下捡到别人丢

的一毛钱后，才能兑现。这时。我不高兴的问她:" 为啥爷爷就和奶

奶有这么大的差距？" 孙女对我却说:" 这是女士优先嘛！" 这时，

儿媳小燕在一旁笑着对我说:" 这是你平时过问她作业完成了没

有呀，写日记发现了多少错别字呀，要求

严格的原因。" 说实话，孙女再不高兴，

我也还要过问。有一次吃完饭后，她没刮

净碗，我让她刮了三次，才刮净。孙女有

些不耐烦，但这是家风教育，不能放松。

她从小养不成自觉学习的习惯，长大后，基础跟不上，到时他们当

父母的着急都没用。

孩子们回来只住了两夜，不到两天工夫，孙子们虽吵吵闹闹，

可是实际上还是充满友谊和欢乐，孙子们不时的 " 战争 "，我忙的

给两个孙子当 " 裁判 "、" 调解员 "，两眼左顾右看，眼睛都发酸，

有时他们还说我显失公平。

孩子们回来之前，在电话里曾说，怕影响我们身体，我们开始

不信，觉得儿孙回来是个高兴事。不会影响我们正常生活的。为保

险起见，小姨菊红过来帮忙做饭、洗刷锅碗、采购食品，我们也没

拒绝。菊红为了减少在我家的麻乱，甚至连剁饺子馅都是在她家

剁好再拿来。菊红也是六十多岁的人了，身体也不好，到来我家

后，实实在在，见啥干啥，非常下力，擦地抹桌，一点也不马虎，一

切都为了减轻我们的负担。这就是什么也代替不了的姐妹情。

儿孙都乘火车走了 。他们有的到内蒙古大草原去旅游，有的

准备到山东蓬莱去玩玩。临走时，还不到两岁的孙子梓硕在门前，

反复招招小手，" 爷爷奶奶 " 叫个不停。梓豪也给了我们个飞吻。

看来都是恋恋不舍。这时我的眼眶里泪水不由得打转开来，真可

谓难分难舍的儿孙啊！

送完孩子们，家里立马静悄悄的。这时我觉得身体发困，老伴

她累的不行。她连晚饭都没吃，一觉睡到第二天八点多。我这时才

听老伴说了实话，儿孙回来好是好，只是自己身体支架不住了。

唉，真是不服老不行啊！ 王效堂

儿 孙 回 家 来

孔子问礼于道兴

小平同志 1904 年 8 月生，四川广安人。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
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他创立了邓小平理
论，开创了改革开放一国两制的政策，改变了中
国人的命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
中国的建立及社会主义建设巩固和发展建立了
永不磨灭的功勋。今年是他 114 岁生日，为怀
念他的功绩特作小诗一首以作纪念。

南巡老翁开国重臣，紧跟主席为国为民。

民主革命推翻三山，农民翻身国家主人①。

抗日战争刘邓大军，三大战役指挥全胜②。

新中建立百废待兴，建国蓝图经济振兴。

多块好省全民奋进，一马当先万马奔腾。

文化革命批邓挨整，虽遭批整铁骨铮铮。

毛周朱逝全民悲痛，天悲地哀悼念英明。

文革遗风千疮百孔，国之安危忧心忡忡。

邓翁出山力挽狂澜，高屋建瓴设计师控。

正本清源平反冤案，改革开放强国立本。

主抓教育科技振兴，开放特区先富先行。

一国两制港澳归宗，海峡两岸和谐双赢。

飞船上天世人眼红，九天揽月五洋捉鳖。

中华赤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献眼救人③。

感恩泽东刻骨铭心，幸福生活不忘小平。

注：
①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三

座大山，农民翻身成为国家主人。
②邓翁是淮海、东北、平津战役三大战役

的总指挥。
③邓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

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他临死还捐献眼角膜
救人以光明。

为纪念邓小平诞生 114 周年而作。
作者梁晓光，曾任山西省沁县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现任沁县老促会副主任，时年 86 岁。

颂邓翁

平生处事未惊人，

挥洒笔墨度春风，

晓来常思愧与负，

愧对家庭泪沾巾。

五十余春写真诚，

不负党恩众乡亲，

低头细说来生志，

换得笑颜慰藉心。

夜深几许用心量，

看似平常却非常，

回首繁琐谁解趣？

小楼明月照梦乡。

———谈周清华与学生的故事

一个教师的追求

第一次听到周清华其人，是过年从北京回沁县和效堂同志切

磋交谈时听到的。

他给我介绍了她许多教学中的故事。这是我非常佩服效堂同

志的一大特点。偶然之间，他总能发现捕捉到社会上的许多闪光

点，并加以弘扬推广，体现社会的正能量。

因为是同行，我对清华老师的故事深有感触，他讲得动容，我听

得认真。我被她严谨认真的教学态度所折服，敬佩之情油然而生。在

《沁州散记》上看到占有很大篇幅的周清华老师之作，内心再次被深

深地震撼。

北京深夜，家里静悄悄。喧嚣了一天的城市也安静下来了，忙

乱了一天的我，倒了一杯水，一盏台灯下，打开《沁州散记》，再次走

进一个为教育事业兢兢业业、呕心沥血的中学老师的故事情怀中。

我的头脑中想象着与我不曾谋过面的周清华老师的模样。思

绪随着她的故事走进教室。总想到当年站在讲台上的我，开始我以

为她是语文老师，否则，她的一个个故事怎么写得那么生动趣味，

措词联句都是那么得体。看着看着，脑中出现了《相似三角形的应

用》、函数、定义、图像等内容，方才明白周老师是位数学教师兼班

主任。当然，我不是数学就写不出像样的好文章，而现实生活中，理

科老师像她那样用心地写到这样水平文章的老师真不多见。多年

教学生活中，我从内心里一直佩服数理化老师。在我的心目中，他

们都是非常聪明之人，思维清晰、敏捷，逻辑推理性强，要不然，那

么难解的题，在他们都不在话下，让我经常自叹不如，我佩服周老

师的文笔，但更佩服的是她对工作那种涓涓细流，如阳光雨露般精

心呵护着每个学生的工作态度。她是老师，但又像父母。能看到和

发现每个孩子的闪光点，即使有的孩子优点甚微，但她可以用放大

镜去看，在她的眼里没有笨学生，课堂教学生动活泼，她可以给孩

子们起有积极意义的绰号，以鼓励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学生可以在

课堂上和老师说“悄悄话”，遇到学生有思想问题，就及时和家长沟

通，用一些浅显易懂的道理来教育学生，就连教室后面的那堵墙，

也成了她德育思想工作的园地和战场。正如她在《不忘初心，永葆

童心》一文中写道：“真正的教育，是用一棵树去摇动另一棵树，用

一朵云去推动另一朵云，用一个灵魂去唤醒另一个灵魂……人，永

远因爱与被爱而快乐，成人达己，成己为人，好的老师，让人如沐春

风，因为自己就是美丽的春天！好的老师，让心向往之，因为自己就

是高山景行”回想自己三十多年的教学生涯，也曾多年担任班主

任，尽管工作也得到上级领导和学生家长的表彰和认可，自己也认

为无愧于天地无愧于心，工作也还算说得过去，但现在和清华老师

严谨的工作态度，细致入微的学生思想工作比起来，竟觉差距甚

远，唯一痛心的是竟再也没有机会去弥补它！

我从教育战线上退休已有十年有余，但始终没有减退关注教

育事业的热情。教育也和其他战线一样，在改革的浪潮中创新求

变，结合自己多年的教育经验，认识到为适应飞速发展的形势，教

学方法不仅仅是把知识教给学生，更应该教会学生处理问题的方

法。课堂教学需要激情，课堂教育还需要年轻态，让学生有获得知

识的快乐感和享受感。周清华老师正是这样做的，在教育过程中给

了学生更多的机会思考，教会他们明辨是非，承担责任，进而塑造

出对人生的态度，使自己尽心教过的学生成长为社会栋梁。

前几天，我在一个讲座上听到这样一个故事。有人问：李嘉诚

先生，你的财富已经不是亚洲第一了，已经被马云、王健林代替了，

你有何感想？李嘉诚回答说：我已经八十多岁了，我不关心那些纸

上的数字财富，我有生之年只想为国家做点事。这就是一个人的境

界，一个人的追求。我想，清华老师多年坚持写教学日记。默默耕

耘，这何尝不是一种改变未来的方式。那是一份责任，也是为师的

一种真切的幸福之源。她集腋成裘，聚沙成塔，到如今，已经有好几

万字的教学日记。这正体现了一个当代教师的可贵的追求精神。她

记录下每堂课的精彩之处，引导学生的巧妙之处，理念运用的先进

之处，她也会记录下课堂上的疏漏之处与不尽人意之处。在不断积

累的过程中，她对教学的认识与思考也在不断的深入，教学方式也

在日新月异的变化中不断进步。

李林英

四十年如逆水舟，

迎风破浪向前游，

多少险滩脚下过，

梅花含雪笑枝头。

改革四十年有感

弦月斜照小轩窗，

寒光清冷又凄凉，

多少日子风起处，

遥望山河话沧桑。

宵夜思乡

追记第一书记张水林

曾忆当年草上飞，

如诗如篆润心颜，

蝶戏花间鸟离巢，

振羽林樾向苍天。

欲飞

月色清纯

作者：刘爱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