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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盘山六盘山
□ 王亚平

青山不动
绿水长流
万年风云变幻
四季更替
风景依然
传说中的鹿
追逐九坡十八弯
不曾回头

到了六月
还是那么凉快
无人念及
天高云淡
望断南飞雁
西风烈
红旗漫卷

七月盛夏
八月酷暑
九月金秋

怎样的层林尽染
景色如画
都平淡无奇

只是到了十月
有一个人
跋山涉水
行程二万
登高望远
手持长缨
指点江山
发出了
不到长城非好汉
气贯长虹的感叹

从此
这座山
灵性激活
六盘鸟道
黯然失色

珠海赋珠海赋
□ 谭代雄

父母的希望父母的希望 （（外二首外二首））

□ 吴新财

名字，是父母起的
儿女的权力
只能是改动

父母是世界上
最疼爱儿女的人
儿女的名字
寄托着父母的希望

名字
名字，只是称呼的符号
劣迹斑斑的人
亲友会觉得丢失脸面
优秀的人
亲友会觉得荣耀

名字，是一种品牌
也是名片
凝聚着亲友的期望
为了名字

得谨慎处事
让亲友脸上容光

深耕
做事就想得到某种结果
工作的目的
就是想有收获

如果想得到结果
就不能停留在表层
必须深耕其中
在深处探寻精髓

简单的事
谁都可以做
能否有收获，收获多少
必须深耕其中
深耕是一种本领
深耕是毅力
更体现着本领的大小

岁岁他乡过闹市岁岁他乡过闹市
□ 杨 冰

凤凰山南的石溪公园凤凰山南的石溪公园
□ 林 子

嗟夫！珠海！
西江门户，南海明珠；
青春之城，活力之都。
其来有自，香山千年古邑；
川流不息，珠水万顷滩涂。
凤凰于飞，龙脉蜿蜒五桂；
金鼎斯镇，洞天传说六祖。
沙丘遗址，先民摩崖窥宝镜；
海滨故事，渔女踏浪立香炉。

凭栏处——
白石赤坎，近岸农渔繁庶；
红棉紫荆，向阳花木扶疏。
碧海扬波，荡漾银滩清渚；
黄杨耸翠，掩映金台菉竹。
朝晖夕阳，霞光返照合浦；
天风海雨，云气回旋苍梧。
望之蔚然也，百岛星罗棋布；
逝者如斯夫！千帆风驰电逐。

噫吁唏！
世代更迭，南辕北辙，千万里寂

寞寒暑；
时光荏苒，西行东渐，百十年风

流人物！

忆往昔——
容闳先驱，留学耶鲁；
陈芳巨富，领事火奴。
廷枢练达，勠力洋务；
茶王徐润，招商运输。
莫氏三代，买办太古；
绍仪一品，总理民初。
蔡昌大新，百货翘楚；
国安主事，清华监督。

曾记否——
香洲叱咤，叶剑英新编队伍；
省港罢工，苏兆征振臂高呼。
濠冲点灯，邝任生首建支部；
华南传道，杨匏安奋笔疾书。
断鸿零雁，曼殊难分缁素；
木刻水粉，古元共赏雅俗。

君不见——
天翻地覆，人民当家作主；
斗转星移，建设如火如荼。
精卫填海，横琴堪称宝库；
芙蓉出水，庙湾盛放珊瑚。
南海前哨，钢八连中流砥柱；

巾帼英豪，铁三灶海防村姑。
人生几回搏，容国团乒坛独步；
盛世一路歌，莫华伦艺苑传胪。

风雷动——
一锤定音，兴办经济特区；
百舸争流，聚焦创业热土。
不破不立，无愧改革重镇；
敢闯敢试，有为开放先卒。
生态优先，婉拒三来一补；
科技重奖，广纳四海五湖；
邓公南巡，又催春潮夏雨。

浩浩乎——
创新驱动，格力千亿家电；
投资牵引，长隆十万水族。
航展开幕，银燕凌空飞舞；
大桥落成，蛟龙跨海腾飞。
一国两制，大湾区方兴未艾。

待从头——
产业第一，锻造强力引擎；
二次创业，重整改革脚步；
四区叠加，再展世纪宏图。
添翼腾飞，新进千万旅客；

扬帆远航，突破亿吨吞吐。
辐射西岸，提升能级量级；
典范沿海，刷新发展纪录。

抬望眼——
晨曦初露，催开日月新贝；
落霞斜飞，归隐神仙旧窟。
松涛阵阵，激荡将军山谷；
海风习习，缱绻情侣湾路。
吃货饕餮，垂涎丹荔海鲈；
文青徜徉，驻足绿道书屋。
城市跨越，以人民为中心；
民生为要，为万世谋幸福！

嗟夫！珠海！
路漫漫其修远兮！
特区四十而不惑。
伶仃浩叹，缅怀文山忠烈；
崖海沉吟，感伤少帝无辜。
一弯新月，仗剑磨刀门外；
半世经纶，负薪黄杨山麓。
岁月不居，共山川于一隅；
昊天罔极，偕宇宙于万古！

“凤凰山南，有邑名山场，香山之
源也。山场之北，有一涧石嶙峋，溪
水潺潺，故名石溪。”家门口的石溪公
园，山青水秀，风景宜人，素来有着珠
海后花园的美称。

石溪公园的门口，是一个不大不
小的广场，两株合抱的大树，绿荫葱
茏，黑檐白墙上，镌刻着《重修石溪亦
兰亭记》一文，读完全文乃知，清代年
间，岭南大才子鲍俊在山场隐居，模
仿王羲之当年文人雅聚之事，留下了

“亦兰亭”的书法佳作，顿时，浓浓的
文化气息扑面而来。

进得门，一条弯弯曲曲的绿荫小
路，清凉宜人，一边是绿色的湖水，酒
红色的木栅栏抱湖而行，半山间有一
个精巧的小亭，黄色的木料，古色古
香，在半山腰的亭子里了望城市繁
华，车水马龙，此处一方静土，心旷神
怡。

小路向前蜿蜒延伸，青草绿茵可
爱，紫色的鸢尾花蓝蝴蝶刚刚开放了
几朵，在苍翠的绿叶间探出了头，芬
芳四溢的紫色花朵，独具一格。

椭圆的湖边，水草丰茂，去年的
荷花盛放，已成往事，绿叶红花，鱼戏
莲叶间，在记忆里掀起一丝丝惆怅的
涟漪。

十年前，石溪公园刚刚落成，儿
子小时体弱，我们经常来此爬山，也
是在这个鲜花怒放的湖畔，草青无
边，绿叶苍翠间有蜻蜓不时飞过，老
公问儿子能捉住一只蜻蜓吗？捉住
有重赏。

一个六岁小儿，原本浮躁，缺乏
耐心，我和老公觉得几无可能，儿子
屏住呼吸，蹑手蹑脚，过了二十多分
钟，儿子真的捉住了一只在花朵上得
意忘形反应不快的蜻蜓。

从此，老公再也不敢小看六岁的
黄口小儿。石溪公园留下了孩子童
年的足印，留下了温馨美好的瞬间。

再往前走，湖面陡然收尾，小溪
呈现，大小各异的石头盘踞，涓涓的
细水在溪底流过，惹得小孩们光着脚
板踩水，大呼小叫，不亦乐乎。

再往上走，石板小径盘旋而上，
久不下雨，溪水枯竭，石头形状不一，
各自矗立，石头上镌刻着一些书法
字，这就是有名的“石溪摩崖石刻
群”。

原来，清代才子鲍俊与文人墨客
仿亦兰亭吟风弄月时，在石溪留下了

“亦兰亭”的书法佳作，镌刻分布在溪
流途经处的嶙峋怪石上，现已发现了
30多处。

大者如“石溪”，有几米见方，小
则几厘米见方，其中的“一笔鹅”更被
称为岭南奇书。右侧一圆石上刻着

“旷观”两字，字体迥劲有力，风神俊
秀。

迎面有一精致美观的亭子，名为
“亦兰亭”，大约是1835年所建，而今
见到的是重修的“亦兰亭”，旁边的惜
字社是才子鲍俊晚年隐居时读书的
屋舍。

看着惜字社如今残存的墙体，青
苔满布，遥想当年，文人墨客相聚于此
豪饮放歌，吟诗作对，何等酣畅淋漓。

下有一方溪池，原来叫石溪八景
中的“溪池映月”，由于长久无雨，溪
水有些混浊，颇像一面铜镜。

多年前，凤凰云台，蕉石鸣琴，兰
亭觞咏，石燕迎风，旷石观莲，石龙溅
雪，坐对川流，石溪八景声名在外，旱
季过长，时间流逝，这些曾经的胜景
已无法原味再现，让人无限怀想！

山路蜿蜒而上，越来越陡，如蛇
环行，树木葱茏，柳暗花明，阳光如金
线一般从树叶间照射进来，微风阵
阵，神清气爽。

终于到了山顶，太阳的光芒无比
耀眼，树荫内的小路上却清凉舒爽，
抬眼一望，满眼都是亲切怡人的翠

绿。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往

下望去，层林尽染，红色的枫叶，各种
各样的绿叶，红一抹，绿一片，不知名
的野花，黄的娇艳，白的如雪，五颜六
色，参差不齐，像一幅浓墨重彩的油
画。

山脚下，车水马龙，人声喧哗，山
上自得一处，幽静无声。

如果选择另一段路，可以爬到
山峰最高处，可以全方位俯视“大
镜山水库”，绿树环绕，水面开阔，
中间有几座绿色笼罩的小山，生机
盎然，玲珑剔透，风景秀丽，美不胜
收。

没有城市的浮躁喧嚣，静静聆听
扑面的风声。在这样幽静的地方呆
上一天，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想，真
正是惬意自在的生活。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
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此时此刻，只
有李白的这首诗才能让人感到身临
其境。

走一趟石溪公园，好似接受了一
回诗书文化的洗礼。“山不在高，水不
在深，石溪之灵，在情景交融，石溪之
水天上来，涤我胸怀不染尘。”感同身
受，深以为然！

岁岁他乡过闹市，
年年美景在山崖。
风染碧绿翠绝壁，
蝶舞馨香慰彩霞。

北斗入杯酿老酒，
南鸿展翅成奇葩。
茅屋总有白云入，
一入诗篇意自华。

文体

赛龙舟是中国民间传统水上体
育娱乐项目。如今，这一独具东方特
色的运动在英国收获越来越多“粉
丝”。

第八届“全英中华端午龙舟会”
日前在英格兰大曼彻斯特地区索尔
福德市劳瑞码头水上运动中心举行，
由华人社团、中资企业、英资企业、中
国留学生和英国医疗系统工作人员
等组成的36支龙舟队参赛。这是龙
舟会因新冠疫情中断两年后的首次
重启。

曼彻斯特运河上，龙舟锣鼓齐鸣、
桨橹飞扬，令人热血沸腾；不远处，中国
特色的民族舞蹈、民乐演奏、舞龙舞狮
和武术表演等吸引数千人驻足观看，不
时博得热烈掌声；河岸边，香喷喷的粽
子和诸多中华美食让人唇齿留香……

据活动主办方英国华人社团新华
联谊会介绍，2012年龙舟节刚开始举
办时，15支龙舟队参赛，今年参赛队伍
壮大到来自英国各地的36支，观众人
数也大大增加。

一些参赛选手表示，赛龙舟兼具竞
技性与趣味性，给他们带来新奇体验。
第一次参赛的曼彻斯特居民吉尔夫妇

告诉新华社记者，赛龙舟不同于他们以
往参与的划艇等水上项目，他们赛前学
习了这方面的知识和历史。

紧张的比赛过后，这对夫妇用美味
的粽子“犒劳”自己。夫妇俩说，他们曾
经在春节时去中国朋友家中串门感受
年味，这次亲身参加龙舟赛是体验端午
文化的绝佳机会。

索尔福德市市长丹尼特表示，“全
英中华端午龙舟会”已成为欧洲规模最
大的龙舟活动。华侨华人和中国留学
生是大曼彻斯特地区多元化国际社区
的重要组成部分，龙舟会连续多年在索
尔福德市举办，他本人和市民们深感自
豪。

中国驻英国曼彻斯特总领事郑曦
原在龙舟会开幕式上说，端午赛龙舟
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传承着中华
民族同舟共济、勇往直前的精神密
码”。

不少华侨华人和中国留学生表示，
赛龙舟表达了他们对家乡的思念之
情。利兹大学博士生王铭初告诉新华
社记者，能在异国他乡庆祝祖国的传统
节日、吃到粽子令他倍感幸福。

新华社英国索尔福德6月1日电

赛龙舟是中国民间传统水上体育娱乐项目

在英国收获越来越多“粉丝”
新华社北京6月2日电 北京时

间2日凌晨，在英国伦敦举行的南美
与欧洲的冠军对决中，阿根廷队3:0
完胜意大利队。梅西当选全场最佳球
员，并收获了个人职业生涯第40个冠
军奖杯。

在当天比赛中，梅西表现神勇，在
上、下半场分别助攻劳塔罗和迪巴拉
破门。赛后，这位巨星被队友们高高
抛起，庆祝胜利。

这是梅西继去年夺得美洲杯冠
军后，在成年国家队收获的第二座
冠军奖杯，也是职业生涯收获的第
40个冠军奖杯。这其中有 38个来
自成年队：俱乐部 36个，国家队两

个；此外还有两座国家青年队冠军
奖杯。

即将迎来35岁生日的梅西赛后
在社交媒体上更新动态，晒出自己捧
起冠军奖杯的照片。他在社交媒体上
写道：“在这里经历的一切都是美好
的，我们知道这将是一场精彩的比赛，
也是成为冠军的好地方。”

职业生涯至今，梅西为阿根廷队
出战161场比赛，贡献81粒进球和51
次助攻。

梅西领衔的阿根廷队近来状态火
热，本场获胜后已经连续32场比赛保
持不败，这也刷新了阿根廷队历史上
的最长不败纪录。

阿根廷队3:0完胜意大利队

梅西获第40个冠军奖杯

6 月 1 日，
阿根廷队球员
梅西赛后被队
友抛起。

新华社发

新华社安卡拉6月1日电 顶住
先失一局的压力，中国女排1日在此
地举行的2022年世界女排联赛分站
赛中以3:1击败荷兰女排，赢得在巴
黎奥运会周期的首场国际比赛胜利。

这支中国女排为新近组建，新任
主教练蔡斌拔擢多位“新面孔”进入国

家队。
第一局，面对身材高大、球风简洁

硬朗的荷兰队，久未经历国际大赛的
中国众将显得有些跟不上节奏，最后
以16:25落败。

第二局和第三局，蔡斌沿用了李
盈莹和王云蕗搭档主攻线，对手对于

李盈莹的拦防仍十分严密，王云蕗虽
较好顶住了一传但攻势不足。这两局
的比分分别为25:22、25:23。

荷兰队在第四局开局阶段攻拦强
势，中国女排将比分追至12:12后，比
赛进入胶着阶段直至22平。关键时
刻袁心玥一锤定音，将决胜局比分定

格在25:23。
在本场比赛漫长的比分拉锯中，

王媛媛可谓“奇兵”，以副攻的位置斩
获全队最高的21分，龚翔宇收获20
分。荷兰队的普拉克得到该队最高的
24分。下一场比赛，中国队将在当地
时间3日晚迎战土耳其队。

中国女排取得世联赛“开门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