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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陕西工人报社和中铁二十局集团工会共同举
办的中铁二十局工会杯“我和我的祖国”全省职工散
文大赛，自 6月 24日发出征文启事，截止到 9月 23日
征稿结束，活动期间得到了全省各级工会组织的大力
支持和广大文学爱好者的积极响应。按照征文启事
要求和大赛评审方案，在筛选不合格参赛作品后，经
过大赛专家评审小组初评、复评和终评三个环节，结
合网络投票，评选出获奖作品48篇，其中一等奖2篇，
二等奖6篇，三等奖10篇，优秀奖30篇。

现公告如下：
一等奖（2篇）：
《我爱我的祖国》（作者：李沙铃）
《王小我的家国情怀》（作者：杨广虎）
二等奖（6篇）：
《泪珠儿，有点甜》（作者：韩洪蛟）
《脊背》（作者：谢建辉）
《我在西安闪亮飞》（作者：范超）
《餐桌上的变迁》（作者：吴树民）
《我拿青春赌明天》（作者：袁国燕）
《水之变奏曲》（作者：田家卫）
三等奖（10篇）：
《一位退休老兵的初心》（作者：赵友发）
《乔尼的“高铁梦”》（作者：白小波）
《我的手机——中国制造》（作者：刘宝华）
《农技推广模式的变迁》（作者：王国栋）
《悠悠四十年》（作者：连忠照）
《幸福的西安变奏曲》（作者：林文钦）
《父亲的暖壶》（作者：张翟西滨）
《我们也是高原兵》（作者：吴朝）
《祖国，请放心》（作者：文锁勤）
《那个四川的老铁》（作者：康海鹏）

优秀奖（30篇）：
《新婚家具变换记》（作者：张笃龙）
《家乡的路》（作者：田敬文）
《当兵的岁月》（作者：王耀征）
《党生》（作者：何俊）
《家乡的土戏台》（作者：冯丙玉）
《守护红色记忆》（作者：秦永毅）
《那一抹“铜川蓝”》（作者：雷焕）
《南国有嘉木》（作者：秦曙霞）
《家乡的路》（作者：张永峰）
《“抠门”的小舅》（作者：段增旗）
《厨房·书房》（作者：刘丹影）
《感恩时代》（作者：吴立）
《乡路华灯》（作者：孙剑波）
《初心》（作者：林会玲）
《电灯 电视 电话》（作者：辛恒卫）
《我的精神家园》（作者：惠霞）
《车轮滚滚圆梦想》（作者：曹锋）
《鲐背姥爷的幸福晚年》（作者：王红霞）
《逐光之路》（作者：温素华）
《金花落长安》（作者：张静）
《跨越时光的童年趣玩》（作者：王丽君）
《母亲的杏树屲》（作者：杨向晖）
《我的爷爷》（作者：李秀芳）
《我和我的“孩子”》（作者：朱泽东）
《无人问津的“大路”》（作者：胡建军）
《所谓“异乡”》（作者：杨苗）
《那些闪亮的日子》（作者：李蛟）
《我的这些年》（作者：刘丹）
《我和我的祖国》（作者：张欢）
《致铁建丽人》（作者：梁缄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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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看见小摊小贩被驱赶，我就悲从中
来。先不论他是否占道经营，或者违规违法，单
道他骑个破三轮，老鼠躲猫一般东躲西闪，就
令人唏嘘、惋惜、同情、心酸。他是何苦来呢？
老婆孩子热炕头，不享受吗？拎个凳子遛遛
鸟，端个茶壶听听戏，不惬意吗？到河边去垂
钓，到草地上去放风筝，到灯红酒绿世界去唱
歌跳舞，不快活吗？起早贪黑忙活，风里来，雨
里去，哪里凉快哪里没他的份儿，再苦、再累、
再难场都不嫌弃，被赶、被撵、被罚款都能忍
受，这是谁给他的顽强意志？又是谁给他的锲
而不舍？更是谁给他忍辱负重的奉献精神？
卖着吃的，自己舍不得吃，也没工夫吃；卖着穿
的，自己舍不得穿，也顾不得在穿上讲究，这做
的是哪门子生意呀？见谁都满脸堆笑，对谁都
一团和气，说顾客是“上帝”那是毫不含糊的，
说城管是“城隍爷”那真不是编派的。就这个
行当、这种营生，居然还有人涉足、青睐，趋之
若鹜，乐此不疲，噫——！莫说“城隍爷”不理
解，恐怕连街头的小偷都百思不得其解！

驱赶小摊小贩的城管人员大多都振振有
词：占道经营，有碍市容；职责所系，迫不得已。
城市管理条例的出台初衷更不容置疑：没有规
矩，不成方圆；没有城管，城市必乱！对街道、政
府而言，文明、卫生达标是刚性的，含糊不得，也
马虎不得；在一些管理层公务员眼里、心里，治
理不动硬的，影响业绩、政绩是显而易见的，影
响仕途、前途是无法容忍的。驱赶小摊小贩能
说出一百条理由，其实有一条理由就足够了，那

就是市容不容，谁反驳也没用！
小摊小贩们必有一肚子委屈。不是他们喜

爱这个行当，而是这个行当确乎给了他们一条
活命的通道，或者说给了他们一个自谋出路的平
台。人活着总得谋生，谋生之道千差万别，条条
道上都有人在忙奔，不为别的，只为一人糊口，或
为一家生计。人生没有“最好”，只有“恰好”，或
者“较好”，即使“不好”也多半是无奈的选择，但
凡有“更好”，谁愿意放弃“利好”呢？这使我想起
了汉乐府里的一首民歌：“出东门，不顾归。来入
门，怅欲悲。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
当此窘境，铤而走险的心思都有，何况做小买卖
呢？理解他们，其实就是理解万岁，毕竟他们不
是违法乱纪，只是迫于生计，违规而已！

理解，不等于不面对；违规，不等于不处
理。这不是一对矛盾，其实并不难应对。难的
是不面对，也不应对，视而不见小摊小贩的困
境，充耳不闻城管人员的蛮横，对以强凌弱放任
不管，对碾压良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些城
管人员，挟公器之锋利，谋私心之蝇利，更不掩
饰自己之势利，耍一时之威风，逞当下之快感，
结果呢？压服不等于心悦诚服，逞能只能证明

自己无能！显而易见：冤情滋生怨恨，对立积攒
对抗，不是暴力执法草菅人命，便是暴力抗法诱
发人间悲剧。公器担责，民意谴责，“城管”竟成
过街老鼠，为老百姓所不齿！唉，何苦来哉！

症结何在？城市管理层未必懵懂，城管执
法者未必一无所知。他们中很多人来自社会底
层，老百姓的谋生、就业现状应该一清二楚。一
些“城管”本身和小摊小贩一样，也属弱势群体，
只是借助某种渠道偶然跻身于“城管”行列而
已。“兔死狐悲，物伤其类。”按说，他们对小摊小
贩最应该抱有怜悯心，然而恰恰是他们怀揣冰
冷，面目狰狞，狐假虎威，不可一世，对小摊小贩
的驱逐如同秃鹫之扑抓草兔。稍有社会常识的
人不禁要问：这样的人如同害群之马，总给党和
政府脸上抹黑，却如何能穿上“城管”的服装在
人前神里神气？是谁助长了他们一脸戾气和歪
气？是谁给了他们粗暴执法的霸气和底气？又
是什么动机驱使他们胆大妄为，无所顾忌，总是
流里流气？狼冒充猎狗，羊只有倒霉了！

小摊小贩由来已久，占道经营也不是一天
两天，为什么至今还在“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呢？城市管理层、决策层只要扪心自问，就不难

找到灵丹妙药。如果心里真有老百姓，就应该
到小摊小贩中去，了解他们的疾苦，掌握他们的
状况，帮他们解困，为他们的生计、生存提供救
济，使他们有所依傍，才不至于彷徨；使他们看
到希望，才不至于绝望。精准扶贫，其实也应该
瞄准他们。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无依无
靠的，养起来；陷入困窘的，帮一把。只要解除
他们的后顾之忧，他们还有什么理由起早贪黑、
担惊受怕、前怕老虎后怕狼，自讨苦吃还讨个人
见人嫌呢？

小摊小贩都应该是好人，若其不然，他们不
会寄生在城市边缘，过着神鬼都不爱的日子。
他们多半是顺民，顺随时代潮流而已；他们多半
是良民，血脉里流动的是安分守己的基因。只
做事，从不惹事生非；最怕事，惯于息事宁人。
与一些人相比，他们既守本分，又不失天分，不
甘于清贫，却也不觊觎富贵，只指望用自己的不
辞辛苦换取自己的梦寐以求；与一些人相比，他
们既有自尊，又不失人格，不愿意靠天吃饭，更
不愿意等待扶贫、救济，只指望把日子过到人前
去；与一些人相比，他们可能脑子活泛，却不出
格，有做人底线，不屑于偷鸡摸狗，更不屑于蝇
营狗苟，信奉“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
惊”。一句话，他们只想自食其力，并不想坐享
其成，这样的国民，不是国之福吗？

给小摊小贩生存的空间，他们必不会给城
市添堵，更不会给社会添乱；给小摊小贩生活的
机遇，他们必是一道风景，必
能活出自己的风采！

立冬，是我国二十四节气之一，也是冬天的
第一个节气。我国古代民间习俗，以立冬为冬
季的开始，立冬就为冬天拉开了序幕。

我国节气是农耕风俗的载体，在古代社会
中，“立冬”是一个重要的节日，皇帝在这一天也
要率领文武官员在京城郊地设坛祭祀，行“迎
冬”之礼。老百姓对“立冬”也非常重视，北方人
这一天会吃饺子，南方人则会吃些鸡鸭鱼肉之
类的东西，以示对冬天的“欢迎”。

立冬后，水结冰，土地冻结，野鸡
一类的大鸟也看不到了。唐代大诗
人李白这样写《立冬》：“冻笔新诗懒
写，寒炉美酒时温。醉看墨花月白，恍
凝雪满前村。”立冬之夜，李白的笔墨
已经冻凉，诗人懒于写诗，在小炉上温
一壶美酒，醉看点点墨花，那一地的雪
花竟像月光一般。短短一首诗，写出了诗人当时
的环境、心境，也透露出了诗人思乡、恋乡之情。
元代诗人陆文圭在他《立冬》诗里这样写道：“早
久何当雨，秋深渐入冬。黄花独带露，红叶已随
风。边思吹寒角，村歌相晚春。篱门日高卧，衰
懒愧无功。”立冬时，一般还不太冷，正如诗人所
写“秋深渐入冬”，“立冬”恰在秋冬交替之际，既
有秋的黄花、红叶，又有冬的寒冷衰懒。诗人详
细描绘了立冬时节的真实自然图景。

如此看来，立冬即是一个年轮的谢幕。如

果说春天可爱、夏天可亲、秋天可歌，那冬天一
定是可敬了。因为，冬天是蕴蓄生命的季节，没
有冬藏，哪有春生、夏长、秋收呢？鲜花的灿烂、
世界的精彩，哪一个少得了积蓄，积蓄的越久爆
发力才会越强，这个道理众所周知。同时，冬季
也是思考生命的季节。在经历春的狂想、夏的
浮躁、秋的失落后，我们的灵魂才会进入冬的港
湾。在冬的冷静中，人们往往对生命的历程进
行整理，而后重新站起，焕发新的生机，走向生

命的新春。冬天还是最真实的季节。在冬天，
一切繁华退去后，大地显出少有的静谧和空旷，
坦露出原始的肌肤，使人们看到大自然的“真面
目”。这样，冬天就给人以谢幕般的感受。这
样，四季就不是简单的反复，而是螺旋式的递
进。告别了一个春天，我们的生命里就减少了
一个春天。也就是说，冬天进入到我们的生命
中，预示着一个年轮的结束，下一个年轮即将开
始。谢幕，当然不是一个年轮冷漠的消退，而是
显示了冬的豁达和包容。冬天收藏了秋天，但

没有埋葬秋天，而是在艰辛孕育一个新的来
年。撬开坚冰，你会看到鱼儿游曳；掘开冻土，
你会发现稚嫩的根芽。如果不是冬的佑护，鱼
儿怎会在春水里嬉戏，百花怎么会在春风里绽
放？冬天可以冻住土地，却冻不住生命。冬天
还可以历练人们坚强的意志和顽强的精神。

立冬，又是冬天的序幕，是一个崭新的起
点。秋花惨淡秋草黄，秋风秋雨秋夜长。今年秋
冬交替的日子阴雨连绵，温度骤然下降，好像刚

看到秋的影子冬天就来了，确实给人
们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邮政行业
的外勤人员，特别是跋涉在崇山峻岭
中的乡村投递员，奔波在千里、万里邮
运线上的押运员，这个季节是他们一
年中最辛苦的日子。想想他们的勤劳
和勇敢，我们还会有什么困难？生活

就是多姿多彩的万花筒，不同色彩的勾勒才会精
彩纷呈。人生的路，如果没有凄风苦雨的考验，
就不会懂得幸福来之不易，也不会更好地珍惜。

立冬，开启了我们一段新的旅程，高远的蓝
天、悠闲的白云、温暖的阳光、清新的空气伴随
我们出发，我们会遇到所有的美好日子，天在变
短，夜在变长，我们的心永远不变。无论春夏秋
冬，我们都要刻苦学习、努力工作、认真生活，拉
好人生的序幕，走出风雪严寒的冬季，走向阳光
明媚的春天。

立冬：冬天的序幕
□诗村

秋雨中的风

撩起了千年的黄沙

锋刃的剑斩不断忧伤的琴弦

夕阳裹着彩云 点亮了星辰

记忆敲响了轮回的暮鼓

凌乱的脚印

被一个个岁月的回音壁收藏

残垣断壁的魏国长城

见证了远古的汗水凝结成的震撼

手捧黄土 脚踩瓦砾

滚热的激情从脚根直达掌怀

岁月驼了的脊梁

蜿蜒如蟒的城池雄居天下

威名四方

城墙根下

轻踏故国领土

翻阅记忆的画卷 叹问南山

带兵将帅 护城卫士身在何处

雄威的秦川

唯有火车的鸣笛横渡了眼前的山谷

留下一串串远去的回声

穿越昔日2000余年

聆听魏战场鼓声 震耳欲聋

为了那份尊严和界桩

铁骑弓箭 号角吹响 刀光剑影

捍卫者誓死不渝 浴血奋战

厮杀划破长夜

马蹄踩踏黑泥 血染青纱帐

呐喊的脚步点燃了

一盏盏血一样的天灯

谈笑间

秦已破城立旗称王

烽火台上佳人举杯开怀

古战场浓烟化尽

古黄河涛声西去

风平了 浪静了 秦腔开唱了

东方

久违的太阳

缝合着秋雨滴破的泥泞

不堪重负的岁月在笑谈中举杯

演绎着那些城墙内外的传奇经典

刀剑入鞘 马蹄声碎

听萧瑟风雨

望魏巍西岳 绵绵长河

英雄已踏歌远行

魏长城遗址魏长城遗址
□郑小波

小 摊 小 贩小 摊 小 贩
□孔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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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走龙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