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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夜，静悄悄。
孩子偎依在母亲的怀里， 仰着

头，数着天上的星星。
可能是为了节省一点煤油 ，也

可能是家里真的没有煤油了， 屋子
里没有点灯， 一家人趁着淡淡的月
光，在院子里乘凉。

燥热的秋夜， 一种被乡里人称
为“夜蚊子”的家伙，最为猖獗，专拣
细皮嫩肉的小孩子咬。 为了保护小
孩，母亲点燃了白天晾晒好的艾蒿，
顿时，烟雾在院子里弥漫，“夜蚊子”
被熏得四处逃窜， 孩子也被呛得直
咳嗽。母亲急忙轻摇蒲扇，扇去孩子
面前的浓烟。

那时，家家户户都不富裕，一般
的农家每天都只能吃上两顿算不上
饭的饭。大人饿了就忍着，小孩饿了
便在母亲的怀里不停地吵闹着。 母
亲实在没法，就对着天上的月亮，教
孩子唱起了歌谣：

月亮走，我也走，
我跟月亮一起走，
一路走到小村口，
遇到三个大姐在梳头。
大姐梳的金灿灿，
二姐梳的银闪闪，
只有三姐不会梳，
梳了个满头的小毛球。
孩子一下来了精神， 仿佛忘记

了饥饿，急切地问母亲：
“三姐为什么不会梳呀？ ”
“大姐二姐为什么不教三姐梳

呢？ ”
母亲说：“三姐还小， 自然不会

梳呀。大姐二姐要忙着给自己梳，就
顾不上三姐了嘛”。

孩子眨着眼睛，似信非信。
这个依偎在母亲怀里的孩子就

是我， 那是我童年记忆里的一个片
段，为何至今记忆犹新？ 我想，是欢
乐里浸着酸楚， 是母亲用浪漫的歌
谣温暖了我饥渴的胃。

秋夜，月半弯。
院子里聚集了好多人，老人抱着孙子，小伙挨着

姑娘，俨然是一个和睦的大家庭。屋檐下的小木桌上，
摆放着一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机，正播放着电视连续
剧《小李飞刀》。虽然人多，却并不嘈杂，人人都被小小
的电视荧屏所吸引，生怕错过了每一个精彩的瞬间。

这电视机虽然小，又是黑白的，但它却是村里的
第一台电视机，在当时算是个洋玩意儿，是个稀罕物。
起初，我将它装在堂屋里，农闲或是夜晚，一家人围坐

在电视机前，像城里人一样，悠闲地欣
赏着电视节目。 不久，我家能看电视的
消息不胫而走，迅速传遍了全村。于是，
每到傍晚， 左邻右舍都赶来看热闹，堂
屋里早已容纳不下，我便将电视机搬到
屋檐下， 村民们像观看露天电影一样，
看上了电视。 那时候播放的电视剧有
《新白娘子传奇》《戏说乾隆》《封神榜》
等，都是村民们喜欢看的。 小小的农家
院子常常挤满了人，成了村子里最热闹
的地方。

白天下地干活， 晚上观看电视，是
那个时候最惬意的事。村民们见电视机
这东西的确神奇，便争相购买，没过多
久，经济条件好一点的家庭都纷纷添置
了电视机。 农忙之余或是晚上，他们也
像城里人一样，足不出户，就看上了电
视。入夜，有了电视的陪伴，人们不再寂
寞，大山也不再沉寂。不过，那时乡间的
电视机都是黑白的，最大的不过 21 寸，
小的就是我家最先购置的那台 14 寸的
黑白电视机了。 可别小看了这台电视
机，它是乡村的重大进步，在乡村的史
册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是乡村人记
忆中最美好的片段。

这大概是上世纪 80 年代的事了。
秋夜，月儿明。
虽已入秋，但暑热未消。傍晚，受尽

酷热的城里人，换上运动装，纷纷向城
外的江边、公园、小河边奔去。夜色里健
身锻炼，已成了小城人的习惯。

我和妻子最爱的运动是健步走，它
已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运动回来，空
调魔术般地将室温转换到了春天，秋夜的
燥热被关在了室外。 洗去汗水和尘埃，顿
觉神清气爽，妙不可言。 妻子从冰箱里取
出水果，洗得干干净净，摆放在茶几上。我
则打开电脑，开始了写作。 这是我多年来
的习惯，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常常心血
来潮，总想写点文字。柔和的灯光下，我放
任思绪在记忆的草原上驰骋，偶有所得，
便将思想的碎片记录下来， 以便充实自
己。这个时候，妻子常常轻盈地飘过来，给

我续上一点茶水，或是送来一些水果，然后，又回到电视
机旁，沉浸在那些或温暖或感人的剧情之中。

以上是我脑海里涌现出来的三个不同时代的生
活片段，它们虽然互不相干，但时间都是秋夜。 片段
一，快乐里浸着苦涩；片段二，热闹中有了进步；片段
三，温馨里透着幸福。它们虽然只是三个短暂的瞬间，
却折射出一个普通家庭的历史变迁，是社会进步和发
展的缩影。 回望来时的路，我们没有理由不珍惜今天
的幸福生活，也没有理由不去开创明天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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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道光二年即公元 1822 年 11 月的一
天，台湾海峡碧波万顷、海天一色，一艘帆
船从福建泉州出发，顺风南渡，驶向台湾西
海岸的鹿港。 在这艘船上，有一位身穿六品
官服、气宇轩昂的男子，他就是成长于旬阳
县，即将到台湾就任北路理番同知、后升任
台湾知府的邓传安。

面对一望无际的大海， 人到中年的邓
传安思绪联翩。 回想自己 8 年前中进士，先
被派到福建省最偏僻的武平县和罗源县任
知县，历时 5 年，备尽艰辛。 接着赴京补官，
仍回福建任闽县知县，一晃又是 3 年。 这次
赴任，面对的是“田土尚未辟”、大陆汉族移
民与台湾高山族同胞交融中时生抵牾的严
峻局面。 他又不由地想起自己远在陕南、已
两年未见的双亲大人。

邓传安的老家在号称“瓷都之源”的江
西省浮梁县， 幼年跟随任旬阳知县的父亲
邓梦琴来到陕南，在旬阳，邓传安度过了难
忘的少年时代。 他在敷文书院苦读，在汉江
旬河边嬉戏，在乡村农家考察，旬阳的山水
启迪了他的诗样灵感， 旬阳山民垦荒刨食
的坚韧使他震撼，他情不自禁地写下了《包
谷谣》《构作穰说》等诗文，还参与了父亲任
总纂的《洵阳县志》的资料辑录......

航船南行，宝岛依稀可见，邓传安脸上
忽然绽开了笑容———是啊！ 记得父亲邓梦
琴乾隆四十四年初到旬阳， 面对的最大问
题也是从华南、 华中一带涌来的移民与旬
阳当地山民在垦荒中的纷争， 父亲体察民

瘼，采取概不加赋、休养生息的办法，妥善
解决了难题， 由此获得了陕西巡抚毕沅的
高度赞赏，称邓梦琴为“江右名士”，对这一
段历史，邓传安耳闻目睹，至今历历在目。
想到这儿， 邓传安一直紧张的心情似乎轻
松了许多。 阵阵涛声中，父亲“当官难于慎
守”的叮咛，不时回荡在耳边，邓传安的心
又沉甸甸起来。

光阴荏苒，又一个 8 年过去了，转眼已
是道光十年。 这年初伏的第一天，邓传安坐
在台湾府衙内的“鸿指园”中，整理上岛以
来写作的文稿。 这 8 年来，他难得有今天这
样短暂的闲暇，戎马倥偬，戴星于役，揽山
川形势，稽民风土俗，足迹遍及全岛，夜以
继日，“效拙者之为政， 恒恐岁月计之皆不
足”，是他常常挂在嘴边的话。

北路理番同知的职责是专管全岛中央
山脉以西地区大陆移民与当地原住民 “交
涉事件”。 这时清朝统一台湾已 130 多年，
设立专司民族事务的北路理番同知衙门也
已 56 年，由于朝廷一直奉行大陆移居汉民
与当地高山族原住民“分界禁垦”的分而治
之政策， 移民与原住民及二者与官府间的
矛盾比较尖锐。 当时，许多高山族已与大陆
移民融合， 但多数高山族同胞被迫潜居深
山。 邓传安上任伊始，即不畏艰险，徒步跋
涉，深入高山族聚居区考察，摸清了全岛高
山族的基本情况，他深为高山族封闭落后，
“不深耕 ，不灌溉 ，薄植薄收 ”的状况所担
忧，认为原来的隔离禁垦政策已不适应，必

须变而通之。
为此，邓传安实施了两项治本之策：鼓

励高山族出山开垦平旷之地， 禁止移民巧
取豪夺土地； 在鹿港倡建台湾最早的书院
文开书院，延聘名师执教，搜购 30 余万册
藏书，吸引当地民众子女入学。 这些善政，
极大地促进了台湾北部地区的开发， 也奠
定了邓传安在台湾开发史中的不朽地位。

八年风雨兼程， 邓传安已把脚下的这
块土地视为第三故乡， 宝岛旖旎的风光时
不时涌动于他的笔端， 为后人留下永远的
憧憬。 一日，他再次来到日月潭，但见“潭长
几十里，阔三之一，水分丹碧二色，珠山屹
立潭中，高一里许，围五之。 刺舟而游，有桨
无篙，荡漾而行，水分两色处，如有界限，清
深见沙，游鳞往来倏忽。 时已初冬，四山青
如夏，满潭皆菱芡，浮水白莲如内地之六月
菊......风轻云淡，鸟语花香，怡愕忘疲。 山麓
望潭，不知原委；望远山，不知脉络。 十里如
画，四时皆春，置身其间，幻耶，真耶，仙耶，
凡耶？ ”邓传安的这一段精彩记述，已成为
日月潭的经典之笔，常为史家所引用。

又是一个八年 ，道光十七年 （1838）的
一天， 已被封为奉政大夫的邓传安忽然接
到一封旬阳来书，说父亲的至交、他幼年的
老师董朴圆先生迁葬，嘱他撰铭，这封信再
次勾起邓传安对童年对老师对旬阳的美好
回忆。

面对大海，遥望北方，他情不自禁发出
了“蠡曾测海，苔忆同芩”的感慨。

我每年都会外出旅游一二十天。 不是
报旅游团跟团走， 也不是放任自流一个人
游荡。 每到一处，就加入当地的散团，三五
个人一群，共同游历三五天。 因此，除了诗
和远方外， 留在我记忆深处的还有曾经共
同走过一段旅程的朋友。 说朋友，有些不恰
当，大家无非是共同坐一部车，一起到一些
地方，相互拍拍照，偶尔聊聊天，最多加个
微信，相互传传照片，或者告之旅途中的信
息，什么时候集合，在哪里碰头等，旅途结
束，各奔东西，也就没有什么交集了。

加了微信的，有时会看看朋友圈，知道
他们后来都干些什么。 早些年带女儿一起
旅游，有位四川小姑娘和女儿同住一间房，
我们相互拍了很多照，加了微信。 印象中小
姑娘很热爱旅游，非常向往诗和远方。 前几
天， 看她朋友圈， 已是怀抱婴儿的年轻母
亲。 我很好奇，她现在是否依然热爱旅游？
柴米油盐酱醋茶是否替代了琴棋书画诗酒
茶呢？

还有一次，送女儿读大学，然后和老婆
一起沿长江而上，游历了很多名山大川。 那
一次是同一位豪爽的东北大哥， 一位沉静
的北京大姐， 还有一位应该和我们同年的
甘肃女游客同行。 巧的是这位女游客和我
们一样是送孩子上大学的， 而且也是送到
长江大学的。 因为这个原因，彼此感觉格外
亲切，聊得也就多了点。 聊天中得知她本来
是英语教师，后来改行去了国企。 这和好几
位在旅途中结伴的同龄人相同， 他们中有
教英语的、教语文、教数学的，后来又改行。

有的干了行政，有的去了国企，有的干脆下
海经商。 那一刻我在想，我们这一代人为什
么总是改行？ 每个人改行的途径可能不同，
各自有各自的轨迹，但原因似乎差不多。 总
之，人往高处走，水向低处流，可是我依旧
很好奇，这些偶然与我结伴而行的人，各自
有着怎样的生活呢？

我想，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喜
怒哀乐，可能大部分时候很普通，却必然有
某些时候，充盈、迸发，把平常的喜怒哀乐
添上最鲜明的色彩， 形成属于他们自己的
图谱。 同样是改行，旅伴中某甲是天天缠着
教育局长， 死缠烂打型的， 终于签字批准
了。 而旅伴乙直接就辞职了，后来另外考了
个外地的工作。 每个人的经历、性格、机遇
等种种不同，让他们各自成为自己，在人生
这条线上，作出选择，划出和其他个人绝不
重合的轨迹。

我常常思考一个问题， 如何才能最精准
地描摹这芸芸众生？写出他们鲜明的个性，又
能轻而易举地总结出他们的共性？ 他们都是
小人物，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然而，正是他
们，构成了我们共同生活的版图，他们的命运
走向极可能是一个民族的归途。

只是非常可惜。 我的目光过多注视舞
台中央，注视那些聚光灯下的人物。 笔墨所
及，很多是新闻记者的工作内容。 忽视了那
些与我擦肩而过的芸芸众生。 很多时候，我
都是在锦上添花， 不曾去留心这些人生众
相。 佛说前世的五百次回眸，才换来今生的
擦肩而过。 一段旅程的同行，一段工作的同

事， 那又是因为前世多少次的回眸才会相
遇？ 我又何曾用我如莲的心，细细体察他们
的人生？ 珍惜这样的缘分？

也许锦上添花更容易一些吧？ 一支录
音笔采访，再在网上搜索一下相关信息，一
篇文章就诞生了，更不缺少发表的地方。 而
写普通人，匆忙不行、懒散更不行，是需要
用时间和精力去观察思考， 去撩开生活的
种种面纱， 发现隐藏于种种表象下的真实
故事。

普通人，平凡事，总有一些事感动过我
们，影响过身边的人，甚至在悄无声息中影
响到这个社会。 在茫茫人海中，每个人都好
比大海中的一滴水， 没有这普通的一滴滴
水，也就没有浩渺壮阔的大海，这一滴滴水
虽然不能掀起惊涛骇浪， 但一滴水却可以
折射太阳的光芒。

朋友阿剑，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他写了
很多小人物，老家的邻居。 一同在外打工的
同乡，卖酒的女郎，甚至个体商贩。 全是普
通人，小人物，各自忙碌各自的营生，而当
这些小人物一一跃然纸上的时候， 一个时
代的剪影就清楚地闯进了我们的视野，带
给我们震撼和沉重的思考。 小人物并不小，
他们身上永远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而他们
的经历往往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我很想用
文字记录那些普通人的故事，快乐的，悲伤
的，或是感动的，如果笔下生花，看似平淡
的故事往往会折射出最美的风景。

只是，我的笔墨不曾触及，这真是令我
遗憾或揪心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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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 春秋

往事 并不如烟

中秋的夜，分外的明亮。 家家户户的人儿都在这
月光的照耀与指引下，回家去享受这相聚的时光。

我却要在这团圆的时刻， 平生极少的回不去家，
要在单位值班了。 圆圆的月亮下，在父母与我的三口
之家里，我的缺席，便成了家的一个缺口。

傍晚时分，月亮挂上了头顶，银白的光晕镀在了
岚河边我工作的佐龙镇这个小镇上。 小镇依山傍水，
林立的小楼联户成街，曲拐盘旋，半截伸在了河边，半
截翘向了半山。氤氲的光辉下，小镇似乎振着翅膀，要
向月亮飞去了。

浅浅的初秋里，寂静的小镇上，最后的一点暑气在
月光下慢慢发散，微凉攀陟上了脸颊。 夜色缓缓沿街道
向深处走去，两旁的街灯熄灭的悄然无声。 朦胧的微光
里，楼宇檐牙高啄，黑暗而美丽。街边花坛里有秋天的虫
鸣声，仄平声声，好音舒朗，走近细听时，憋了气似的再
无了声响。 一缕又一缕的河风拂来，吹拂在了镇上灯火
最为光亮的地方，那就是我们的值班室。

中秋这个团圆的日子， 在岚河边的值班室小楼
里，又轮到我值班了，平生第一次值中秋节的夜班。清
风明月，品一杯岚皋深山里的佳茗，啜着浓浓的茶香，
品尝着父母捎来的月饼，我是愿意坚守在岗位的。 中
秋之夜赏月之际， 我值守我劳累我幸福，“辛苦我一
人，幸福上百人”。

夜晚里，月光弥漫在静谧的小镇上，也倾泻在值
班室的窗台上。我欣赏过月亮从树梢缓缓升起时的柔
和之美， 到山顶之巅看过月亮近在咫尺的巨物之美，
却从未在值班室里恬静地欣赏过窗外中秋之月的皎
洁之美……

定定地望着月亮，一股莫名的思绪漫在心中。 望
月遐思，遐思什么呢？具象的也难说清，只是感触时光
飞逝，从堰溪街屋顶上和妈妈望月，到西三路和爸爸
中秋品茶谈月，再到大学时一个人在城墙下的独步赏

月，又到如今独自值班守月。不经意间，斗转星移已过
了十来年了。 以前希望时光过得快一些，如今只想让
这时光慢了再慢，在慢中品味情愫，在慢中品味人生,
在慢中品味自己。

中秋的夜，天晴着，无雨，尽管平时喜雨，想来，此
刻却未尝不是件好事，无雨，便不会接到防汛类电话。
想到两年前初来乍到，我首次值班，对值班的事态是
不熟的。与其说不熟，应该说是害怕接电话了，却正遇
上雨夜，防汛的电话一阵又一阵的来了。我慌乱应对，
手足无措，是一位先我到镇上工作的小姐姐，她看我
陌生的样式，便留下辅助我值夜班，陪我度过了首个
值班的日子，教我固定下工作的程序，帮我熟悉了值
班的应变措施。 后来很多个独自值班的日子，从严寒
的防火到夏雨的防汛， 从春节的安全到秋季的涝灾，
看初春花开，赏秋萤之火，我因为这首次值班的垫底，
便从容为训，坦然相待了。

人生，何不如此。 人，有着无数个第一。 第一次走
进大学校门，第一次走上工作岗位，第一次有人陪我
夜班值守，第一次独自中秋赏月……人便在这一个又
一个的“第一”中，抛弃生涩，走向幸运。

月光，引人遐思，鼓荡起人的心扉。 给人美好，给
人憧憬，给人意气飞扬。

月光，牵引着我走向室外，走到天台上。 遐思，让
我想更近地接近月亮。

夜色中，月光便浓浓地浸润了伫立的我。 中秋未
能回家团聚，却有着一轮明月相伴，有着丝丝缕缕的
思绪相伴，有着日臻宽博的自己相伴，这便也无憾了。

此刻，月亮高挂，月色恣肆。 月光皴在脸颊，我没有
刻意躲开，我想让漫涌的月光，好好地勾斫一下我这身
心，荡涤去我琐屑和寡淡，交织给我这横纵与厚重。

我静静地伫立在月光下。
今晚的月亮特别的圆。

处暑过后，一年中最热的“三伏天”总
算徐徐谢幕。 自此，由夏入秋，暑散凉生，想
到四野枯禾， 心中不由对农人终日劳作满
腔悲悯；想到冒着酷暑创文的志愿者，满满
的敬意便油然而生。 总之，这个夏天虽然酷
热难耐，千愁万绪、焦躁不已，但依旧有诗
情，有付出，有收获，有故事……那就在回
忆里，选择快意地与酷暑道别吧。

村上春树说：夏天最让人欢喜，太阳火
辣辣照射下来的夏日午后， 穿一条短裤边
听摇滚边喝啤酒，简直美到天上去了。 我想
他说的， 一定不是今年夏天！ 因为被称为
“史上最热 ” 这个夏天 ， 实在热得太离
谱———背灼炎天光，身热汗如泉。 仿佛身体
里的水分都被晒干了！ 北极圈的最高温都
达到了 32.5 摄氏度。极端的高温天气，导致
大量的冰川融化，暴风雨，洪水，旱灾，火山
爆发……有人戏谑，以前的夏天，大家最多
担心会中暑，今年的夏天，直接升级到超级
中暑———热射病。 在市场买活虾，回到家一
看竟然熟了几只；玉米还没摘下来，就炸成
了爆米花……就连以气候温和闻名的宜居
小城安康， 也凭借着连续十几天四十二三
度的气温， 一度飙升至数十年同季度气温
榜首！ 我想苏辙在《和韩宗弼暴雨》一诗中
写道的：“执热卧北窗，淋漓汗流注。 ”可能
预言的就是今年安康的夏天。

著名作家冯骥才说： 男孩子的童年记

忆大多是在夏天里。 在我的记忆里，安康的
夏天远比今年有趣。 安康的夏天，是推开窗
子，缥缥渺渺传来的阵阵清脆悦耳的鸟鸣；
安康的夏天，是荷叶田田的水面上，轻盈飞
过的一尾红蜻蜓；安康的夏天，是门前稻田
里， 大雨过后此起彼伏的蛙鸣…还有知了
（蝉）、蚂蚱、螳螂、蚂蚁、蚯蚓、鱼儿，它们都
是夏日生活的主角，这些夏日的精灵，陪伴
着我的童年暑假，变成美好的回忆。 而今年
夏天，整天待在空调房里，没有了打开窗户
的勇气，自然也少了“树阴满地日当午，梦
觉流莺时一声”的意趣。

说起安康的夏天， 就少不了吃瓜的经
历，而安康本地的砂糖瓜就很甘甜可口，每
到夏天，大街小巷都是卖西瓜的吆喝声。 记
得求学时时常去李家坝同学家的瓜田里大
快朵颐。 汪曾祺说：西瓜以绳络悬之井中，
下午剖食，一刀下去，咔嚓有声，凉气四溢，
连眼睛都是凉的。 我们那时可没先生那么
讲究， 一伙毛孩子直接用手把西瓜劈成几
瓣儿，“吸溜”一声，就只剩瓜皮啦，嬉闹间
满满都是快意！ 说实在的，放在往年，安康
虽然没今年这般酷热， 但大多数时间也实
在算不上舒适，闷热的空气、任性的雨水、
动不动的大汗淋漓……而这些难耐， 唯有
吃瓜能治愈。 甘甜可口的西瓜就是夏天的
标配，可谓吃瓜一时爽，一直吃瓜一直爽。
仿佛怀里抱着西瓜 ， 热浪就永远追不上

……可今年夏天，热浪滚滚，鼓起勇气出门
儿买瓜的我竟没追上那个卖瓜的人！ 只好
在家熬一大锅绿豆汤，晾凉了再喝，聊作夏
日里最简单的幸福。

老家的夏天是最有趣的季节。 儿时在
老家时，就算是在三伏天，不问是白天或是
晚上，你只需有一张凉席，搬到院子里的葡
萄架下，听着树上的蝉鸣，扇着老蒲扇，便
一点儿也感觉不到炎热。 正谓 “小扇引微
凉，悠悠夏日长”。 那时天总是很蓝，日子过
得太慢。 早晨将牛儿赶上山，就可以悠着性
儿玩耍，学鸟叫，听虫鸣，等风来，观云涌；
午后，在树荫下乘凉，在凉席上酣睡，细嗅
扑面而来稻花香；到了夜里，月光充满了门
前的荷塘，荷花亭亭玉立，荷叶影影绰绰，
再伴着从水面吹来的习习凉风， 还有那一
盏盏悬空曼舞的流萤， 舞动出独属夏夜的
宁静和美妙，此等盛夏，夫复何求！

“夏天总算过去了”， 路人的语气中带
着逃离和解脱。 但我的内心平静而祥和，四
季都是自然的馈赠，人类给她什么，她就会
回馈给人类什么， 何必选择怨怼？ 古人说
“无厌于日，使志无怒。 ”只有心无挂碍，内
心湛然， 才能无往而不乐， 过一个无怒之
夏，定会迎来一个悠游从容的凉秋。

愿夏天的所有遗憾， 都是秋天的惊喜
铺垫。 但愿来年，我们能遇见一个有萤火虫
的夏天，迎来凉凉的丰收的秋天。

今夜的月亮特别圆
□ 岚皋 谢雨轩

从旬阳走出的台湾知府
□ 旬阳 陈德智

笔 墨 不 曾 触 及
□ 紫阳 张斌

道道 别别 酷酷 暑暑 迎迎 凉凉 秋秋
□□ 汉汉滨滨 陈陈祖祖金金

旬阳积极创建省级公共文化
服务高质量发展示范县

本报讯（通讯员 石晓红）近日，旬阳市文旅广
电局召开创建省级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示范
县推进会，21 个镇文化站站长（业务人员）参加了
会议。

会议组织参会人员学习了《旬阳市创建第二批
陕西省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示范县工作方
案》，解读了创建任务清单，细化和量化了具体工作
任务， 明确了完成时限； 并就公共文化示范镇、村
（社区）创建工作作了具体安排。要求与会人员要增
强做好示范县创建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充分认
识创建工作的重要性，把创建工作当作一项民生工
程、民心工程，摆在突出位置，聚焦目标任务，以更
加严格的标准、更加规范的管理，毫不松懈地抓实
抓好；要坚持问题导向，抓住重点，密切配合，通力
协作，加大创建工作力度，规划时间表、路线图，压

茬推进，形成抓好示范县创建的长效机制，确保高
质量圆满完成创建各项目标任务。

汉阴：“双拥”书画展共话鱼
水情

本报讯（通讯员 沈佳杰 袁伟 黄琪雅）军民携
手共奋进，再谱双拥新篇章。 9 月 6 日上午，庆祝双
拥运动 80 周年“双拥杯”书法绘画作品展开展仪式
在汉阴县书法艺术馆举行。

本次书法绘画作品展共展出作品 62 幅 ，篆
隶真草行五体兼备，作品主题鲜明、形式多样、内
涵丰富，用书法艺术展现汉阴书法之乡的拥军热
情，用书画作品展示人民军队忠于党、忠于人民、
强军兴军的新成就 ， 展示汉阴革命老区浓厚的
“双拥”氛围，体现“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新
型军政军民关系 ，营造 “拥军优属 、拥政爱民 ”良
好社会氛围。

汉阴是“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的发祥地和主
要活动区，走出了何振亚、沈启贤、杨弃三位开国将
军，两次荣获全国“双拥模范县”，连续 8 次被授予
省级“双拥模范县”，先后获评全国“爱心献功臣行
动”先进县、全国“爱国拥军先进单位”。

世相 漫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