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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韵飘香在唐诗宋词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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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之书（组诗）
李满强（甘肃）

胡巨勇（湖北）

2018年第一场雪
宫佳（辽宁）

天灰蒙蒙的一片，远山陷
在朦胧中，眉目不清。不久，
小雪花稀稀落落地赶来，地面
上，薄薄的白，浅浅的湿。天
地愈发混沌起来。

“2018年的第一场雪呀！”
有人动情地惊呼。雪花好像
听懂了人们的召唤，雪片密集
下来，稠稠的，簇拥着，铺天盖
地地涌来。

一朵朵雪花舞着六瓣晶
莹，紧紧拽住寒风的衣襟，从
这边飘到那边，周身泛着清新
的味道。房顶上，道路上，树
梢上，田野里，慢慢地长出厚
重，覆盖着大地的胸膛。

雪还在下着，前一秒钟在
空中翻转，后一秒就平铺成永
恒，微笑在雪地里溢了出来。

千首新诗，一字洁净。雪
落无声，尘世中弥漫着雪的情
意。冬的萧索折叠成沉默，蓄
满着人间的情味。

枝丫在素裹中打探春的
消息，来了，来了！雪花说，我
已将苍凉换成雪白，把冬的薄
意换成雪的深情，雪花的魂魄
就是春的回归。

你瞧！雪地里，人们堆起
各种各样的雪人，惟妙惟肖的
金毛，嘴角挂着“旺旺旺”的小
牌子，多好的彩头！旺旺的一
年，从第一场雪开始，从年关
开始，来年定是个丰收年。

有的人耐心地堆起身穿
白色婚纱的新娘，手里攥着鲜

花，白色的婚纱上点缀着各种
各样的小花儿，头顶上戴着花
环。在冰天雪地里，这喜庆的
雪人成为最为灵动的一笔。

还有人在雪地里做起了
美食雪人，把吃货的得意之作
镶嵌在雪地里……

雪越下越大，想起了郑板
桥的《咏雪》：“一片两片三四
片，五六七八九十片。千片万
片无数片，飞入梅花总不见。”

踏雪寻梅是飞雪中的雅
趣。公园里，几株寒梅已生了
饱满的花骨朵。

细看，花骨朵已绽出些许
殷红，抖落梅枝上的白雪，光
滑的枝条上一个个小突起蓄
满一种不畏严寒的精神。

雪和梅相映成趣，寒冷里
透着火热的情怀，静卧于枝头
上。冬的灵魂太过苍老，于
是，天地间走来了这些精灵，
把冬打扮成俏模样。

此情此景，忽然生成敬畏
之心，为雪，也为梅。

极目远望，人们已开始扫
雪了，雪铺成了棉被，踩上去

“咯吱咯吱”响。人们嘻嘻哈
哈地用扫帚扫雪，有人一个不
小心摔个屁股蹲儿，旁边就有
人拉起来，拍拍身上的雪，然
后，继续一起扫雪，扫自家门
前的雪，也扫他人门前的雪。

雪地上本没有路，扫雪的
人多了，也就有了一条条防滑
的路。

饮酒记
告诉你，我已经迷恋上了这杯中之什
迷恋上了这五谷精气，舌尖上的滚
动的火焰
但我不会独自举杯。竹林已远，明
月已远
时代的天空里，到处是雾尘，是马达
声，是娱乐明星们
在无节制地聒噪；是失去方向的羊
群，慌乱奔走
是毒奶粉在进入新生儿柔软的肌
体；是尿素浇灌的豆芽
有着洁白青绿的面孔；是地沟油被
再一次搬上餐桌
但它有着我们无法抗拒的色泽和香味

我从来不曾迷信：“古来圣贤多寂
寞，惟有饮者留其名”
我宁愿相信：“但得醉中趣，须为醒
着传”
所以请举杯吧！癸巳已逝，甲午在前
哦，甲午！一个让我无限伤感的年份
百年倏忽。但我将旧事重提，并且
要为你高举这手工酿造的青稞汁
液，这一刻
你看那些古人们都回来了！来吧
伯伦、孟德、太白、子瞻、戚元敬、邓
正卿……
且让我们一起举杯！天地虽大，无非
在这杯盏之中。时空交错，疼痛还
未愈合
而大河仍在奔流；昆仑群峰，仍在长成。
且饮了这一杯！
饮出肝胆之意，虎豹之气
饮出流水匆忙的坚守，清风徐徐的
拒绝

且饮了这一杯，请让我
在内心再一次这样复述：

“倘若你已苏醒却不觉得痛苦，
须知你，已不在活人世界”

失败之书
人到中年，我能给予的
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的正义。激情
越来越少的担当。哦
很多年了，我都无法再去直面
理想这头可爱的怪兽

越来越少的爱。悲悯
同情。安慰。给亲人们打电话
电话通了，我却经常忘记要说什么
距离老家不过六十公里，但我很少
回去
村口的老槐树，让我不敢直视

这些年，我看到过大海，经历过沙漠
也曾在草原上喝醉，但
我还是不能够像他们一样开阔和坦诚
这些年，爱过一些女人
但我至今都无法理解什么是真正的
爱情……

越来越少，越来越小
但即使我匍匐着，
一些东西却在成倍地增长
眼睛里越来越多的苍茫
骨头里越来越多的轻

清明帖
癸巳年清明，我客居异乡
清茶一盏，信手翻书
但更多的人正在路上
手攥盗版的冥币
兑水的烧酒和
打折的乡愁——

我看到无数的先贤
满怀欢喜地迎着他们走来
有几个我似乎认识，他们是
先秦诸子，盛唐的李杜
后面的几个
好像是明清的张岱和民国的
某某

再后来，就只剩下一些模糊的影子

现在的问题是，他们中间隔着
一座没有神灵的庙宇
一个没有雨水和杏花的春天
隔着商业的老虎
你看那些先贤们
已经惊慌失措，乱作一团
担心那些远道而来的子孙
会认风作父，李代桃僵

中年之境
如今，我喜欢上了晚饭后的散步
从印刷厂家属区步行到一中后门
约等于我从青年进入中年的时间
在这短暂的时光里
我将依次经过：一家卖夫妻用品的
药店
水果铺蔬菜摊。旧电器维修部

我似乎是在倒着走回去——

一中的操场边上
我会踌躇：那些青春单薄的身影
正在课本的迷宫里踱步。有着我当
年的样子
有时候我会耐心地去观察
一匹蚂蚁搬运米粒的过程
长久以来，我迷恋于天空和远处的
事物
而现在，我学会了低头

偶尔会遇到一些熟人
我会微笑着和他们打个招呼
但保持着适当的距离
对那迎面而来的仇人
我已经准备了握手言欢
并将报以善意的祝福

我常常会看到——
夕阳像一个巨大的感叹号
迅速划过西面的山顶
那些不明所以的风

正在运送着石头和星辰

秩序
“万物自有它们的内心和秩序”——

这样说的时候，我就想到那只狗
它的半边脸是黑的，另外半边
是白的
我刚到这里的时候
它似乎对我有着世俗的警惕和
新鲜的敌意

我常常会因它而陷入尴尬：
我进门的时候，它一声不吭
（但是见了它的主人，它的尾巴像花
束一样摇动）
我下班回家的时候
它会不依不饶地朝我吼叫
似乎在提醒我：你是一个不受欢迎
的人

说实话，那时候我很我讨厌这条狗
和它内心的秩序！

直到有一天
我看到三只流浪狗，追着这条狗
扑打它，撕咬它
它无助地哀鸣着，四下逃窜
它的主人，闭门不出

后来它不知去了哪里——

我常常会望着窗外
想起那条狗。我甚至有些想念它
和我之间的距离，以及它赐予我
古老的敌意

被我动用过的……
我会因为在这个时代活过而万分羞
愧——

为了女人，我曾动用过
春秋时候的蒹葭
唐朝的小雨，宋代的桃花

为了活着，我曾动用过
尘土的心，罂粟的毒
动用过锈迹斑斑的矛和盾

而现在已是黄昏——

我动用了鸽群和广场
一丝理想主义的风
动用了放风筝的少年
散步的中年，佝偻如草的老年——

你看那大海停止之处，时间
已经动用了落日与鸦群
修改和删除

面具店
商店里摆满了各色面具
红脸的，花脸的，当然也有
白脸和黑脸的。有一些荒诞诡异
也有一些，庄重严肃

“随便挑一个吧，先生
戴上它，你就可以发现
另一个自己……”
店小二似笑非笑，是众多面具里
最常见的那一款

“我用了四十年，打造了这副肉质
面具。如今它皱纹纵横。颜色斑驳
我也累了，我想摘掉它
可我怕熟悉的人们认不得我……”

这个中年男人，在面具店里
左右踌躇。他曾经幻想着
能拥有一副惹人瞩目的面具
现在，这一切似乎触手可及——

而他开始犹豫。他内心的镜子
在时代的洪流里，开始
迅速玻碎

暴走者
看见他的时候，他正在体育场的环形
跑道上。挥汗如雨
寸草不生的头顶，因为
运动而呈现出回光返照的迹象
脂肪堆积的身体
看起来像一只呆笨的企鹅

在此之前，他一定是暂时放下了
掌声和玫瑰。放下了
下属的请示汇报，上司的冷嘴脸
放下了酒桌上呼啸
牌桌上的委曲求全
放下了患老年痴呆的老母亲
将要高考的儿子

人到中年，他
才开始蹒跚学步。这怨不得他
多年来，他的左腿
曾被物质长久绑架
他的右腿，患有欲望的
小儿麻痹
在剩下的时间里，他得把丢失多年
的自己
找回来——

在黄昏的风里，这个中年男人的脚步
越来越快，越来越轻
轻到似乎要狠狠地甩掉
沉重的肉体和前半生。似乎要
跌跌撞撞地
飞起来

【诗人简介】李满强，1975年生
于甘肃静宁，诗作散见于《人民文
学》《诗刊》《中国作家》《青年文学》

《芳草》等刊，入选数种选本。出版
有诗集《一个人的城市》《个人史》

《画梦录》、随笔集《尘埃之轻》。曾
获“黄河文学奖”、《飞天》十年诗歌
奖等多种奖项。参加诗刊社 24 届
青春诗会。

毕业于鲁迅文学院第十九届中
青年作家高级研修班。中国作协会
员。

梅，剪雪裁冰，一身傲骨。
此花与兰、竹、菊并称为四君
子，傲雪独立，铮铮铁骨，是不
少国人挂在墙上，捧在手上，供
在心里的最深入血液和灵魂的
一种花。

在中国浩瀚的唐诗宋词
里，有许多有关梅花的诗篇飘
香其间。诗人以梅为骨，以诗
为心，或抒情或感叹，朵朵梅韵
穿越沧桑岁月的洗礼，成为历
经千载传诵的绝唱。

梅花的美，在于凌寒脱俗
的本性。“冰雪林中著此身，不
与桃李混芳尘。”元代诗人王冕
将混世芳尘的普通桃李与冰雪
林中的白梅对比，从而衬托出
梅花的素雅高洁。诗人以梅自
况，借梅花的高洁表达自己坚
守情操，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
高格远志。

梅花的美，在于未动意先
香。宋代诗人陆游在《卜算子·
咏梅》里如此诠释：“驿外断桥
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
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
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

作尘，只有香如故。”超越了生
命的花季，梅属于冬天，却用火
的青春与生命，向人们展示出
春意里的情怀。

梅花的美，还在于形韵凝
神质。“怕愁贪睡独开迟，自恐
冰容不入时。故作小红桃杏
色，尚余孤瘦雪霜姿。寒心未
肯随春态，酒晕无端上玉肌。
诗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绿叶与
青枝。”苏轼笔下的《红梅》，通
过几个对比，将它的神韵一览
无遗地反衬了出来。

如果说雪是冬天的精灵，
那么梅就是冬天的风骨。在诗
人的笔下，梅和雪往往相携出
场，点缀着季节的意境。“有梅
无雪不精神，有雪无梅俗了
人。日暮诗成天又雪，与梅并
作十分香。”冬天因梅与雪的相
依相伴，少了几许孤寂和冷清，
多了几许画意。

宋代诗人卢梅坡的另一首
《雪梅》写道：“梅雪争春未肯
降，骚人阁笔费评章。梅须逊
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
寥寥几笔，将雪和梅的特性勾

勒得淋漓尽致，梅风雪韵里的
浓与淡，被一个“逊”一个“输”
描得入木三分，高雅脱俗，成就
了冬季里最经典的颜色。

梅花是人间的使者，是中
国民族精神的象征。它凌寒飘
香，不屈不挠，自强不息，铁骨
冰心。关于梅，人们谈论太多，
种梅，赏梅，写梅，画梅，梅深入
到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
事。来日倚窗前，寒梅著花
未？”梅花在王维的笔下演化成
了故乡的象征、乡愁的载体。

“何物关心归思急，孤山开
遍早梅花。”此诗的典故，说的
是清朝有一位叫陈介眉的官
人，听说孤山的梅花开了，立即
丢官弃印从京城千里迢迢骑马
狂奔至杭州，一睹梅的芳容。

“不受尘埃半点侵，竹篱茅
舍自甘心。只因误识林和靖，
惹得诗人说到今。”这是宋代
王淇写的一首咏梅诗，通过对
梅花特点的描写，表现了诗人
淡泊名利、与世无争的志趣。

诗中提到的林和靖即林

逋，后人称为和靖先生，北宋初
年著名的隐逸诗人。有一天，
他在欣赏梅花时，被梅花的神
姿吸引，从此入孤山种梅花，一
辈子没有下山。

林逋终生不仕不娶，惟喜
植梅养鹤，人称“梅妻鹤子”。
他在《山园小梅》诗作里的“众
芳摇落独喧艳，占尽风情向小
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
月黄昏”是咏梅的传世诗句。

至于辛弃疾“更无花态度，
全 是 雪 精 神 ”（《临 江 仙·探
梅》），陈亮“欲传春消息，不怕
雪埋藏”的诗句，更是遗貌取神
的感慨之吟。酝酿了整整一个
冬季，穿越风，穿越雪，穿越严
寒，梅用傲骨让短暂的花季成
为永恒的仰视，征服了无数文
人骚客的笔和心。

梅韵飘香诗心铸，浓笔传
世数千年。尘世痴梅、爱梅的
诗人，是梅的知音。生为梅花，
因有这样的诗人，应无憾也。
作为看客，在闲时把身心交给
诗词里的梅韵濯洗，也不愧是
一种心灵的疗养。

我爱雪。最喜的是早晨无
意中启窗一看，呀，不知何时已
下了大雪，满世界一片洁白。

那雪光亮得晃眼，黑而霉
的陋室顿时变得亮堂清爽起
来。既不忍又不舍地，小心翼
翼地踏在松软的雪地上，听脚
下悦耳的咯吱声和孩子们玩雪
仗的嬉闹欢叫声，默诵起前人
的佳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
树万树梨花开。”

再嗅嗅那雪野上甜润清新
的空气，便觉从内到外整个儿
都被濯洗了一遍。哦，那份惊
喜、惬意和恬适，不用说了。

其实，雪的韵意，倒不在她
的外表，而在于她那独特的性
格。她出生高贵，自天而降，却
无半点张扬，半分炫耀，总是无
声无息，平平静静，悄悄地、慢
慢地、从容不迫地、翩然自如地
来到人间，生怕惊扰了大地的
酣梦一般。

雨就不同了，咋咋呼呼，挟
雷裹电，耀武扬威不可一世，在
给人以利的同时，又讨价还价
似的带来灾难。还有那迷人方
向的雾，冰冷阴森的雹，就更不
能与之相比了。

雪来的时候，你只是在嘴
角感到一点儿甜丝丝的凉意。
抬头看，哦，下雪了。雪花在天
空中温柔地飞呀飞，你只觉得
恍然置身于一个晶亮、玲珑、纯
净的童话世界里，任何世俗的
积尘刹时都净化如水。

你心也如水，情也如水，都
是那般清纯明亮。你不但没有
半分畏怯和躲避的念头，反会
仰起脸，伸出手，温柔地承接那
温柔的小玩意儿，心里还说：下
吧，下大些，再大些！

只等那么一点儿工夫，整
个世界银妆素裹，天地一色。
你真想在那可人的巨大的白色
棉毯上，欢叫打滚儿。那一丝
冰凉又算得了什么呢？

也别说雪只是个柔，它同
样可以塑造壮美。“大雪压青
松，青松挺且直”、“山舞银蛇，
原驰蜡像”，更有那千年不化的
巍巍雪山，雄壮苍莽，傲世横
空。倘若没有雪的装点，这阳
刚豪放的气魄从何而出？

那雪，正如她悄然地到来
一样，也悄然地离去，不带走一
丝一毫，不留下一尘一垢。

不知不觉中，满地的白没
有了，一切又恢复了原貌。这
是那善良的雪，不忍占有、遮没
和掠夺大地，而悄然隐退了吧。

上哪儿去寻她的芳踪呢？
你只须看一看麦田里那绿油油
的新苗，就会默然颔首：哦，原
来她早已化作了温暖的春水，
滋润着庄稼禾苗——这可是生
命之水呀！

你纵有八斗之才，生花妙
笔，要写尽写绝这造化的精灵
儿，恐也只会弄巧成拙，反渎了
她的天生丽质。且收住秃笔，
让人们慢慢儿去品，去看吧！

雪韵
廖晓伟（万源）

临近冬天，每天进出小区单
元门口，我总不经意瞥一眼一楼
门洞前那8棵光秃秃的梅树。

那天，一直瘦硬如铁的枯
干树枝，竟然冒出零星几点鲜
活的花苞。我心里暗喜：今年
梅花又没有爽约呀！越往冬
天寒冷肃杀的深处走去，万千
树木萧条渐渐没有色彩时，惟
独梅花苞越能从枝头冒出圆
圆尖尖的殷红嫩芽。

冬至后，枝干上红红的花
苞越积越多，有几朵梅苞竟等
不及雪花伴舞，早早开出绒绒
的、红红的重瓣花，在混浊的
空气中，自有一种卓尔不群、
清新出尘之美。

岁末年初的白雪没有落
下来，一枝红梅花却如约而至
了，真所谓“梅蕊腊前破，梅花
年后多”。

我吟哦着宋朝女词人李
清照的《清平乐·年年雪里》：

“年年雪里，常插梅花醉。挼
尽梅花无好意，赢得满衣清
泪。今年海角天涯，萧萧两鬓

生华。看取晚来风势，故应难
看梅花。”

当然，我的心情跟李清照
飘零沦落、衰老孤苦的悒郁寡
欢迥异。饱经风霜的我，两鬓
虽也生出白发，更多却是闲适
恬静，也会更有耐心。

在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之
交替，静静期待风雪袭来、彻
骨寒冷时，梅花一树树繁茂似
火，我再踏雪寻梅，嗅嗅白雪
红梅绚烂绽放的芬芳。

今年这个寒冬好长时间
没下雨雪，昨夜一场凛冽的冬
雨及时落下。经过雨水昼夜
的洗刷和浸润，枯瘦的枝桠
上，一颗颗梅苞更显饱满、鲜
艳，那三五朵早开的寒梅尤其
显得奇绝、俊逸。

在凛冬的日日夜夜，我守
候在3楼起居的阳台、飘窗俯
视8棵梅树，我期待着红梅灿
若云霞、千花万蕊地绽开，我
也笃信红梅会一诺千金、千花
万蕊地绽开。

经历过两次生死劫难和

52 载的世间悲喜，我深深懂
得，一切芳华，一切辉煌，一切
荣耀，一切成就，都从苦寒中
来。学业的成就如此，家业的
成就如此，事业的成就如此，
修行的成就更是如此。

所以，唐代名僧黄檗说：
“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
扑鼻香。”

到日暮晚岁，我自可在最
酷寒之际，梅花顶风冒雪开
放、发出芳香时，效仿古代文
人雅士，搂一红泥小暖炉，独
自品味疏影横斜、暗香浮动的
清幽禅境。

“万木冻欲折，孤根暖独
回。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
开。”冷冽的冬雨稍歇后，我在
院中独自行来行去，再次寻找
昨夜一枝开的寒梅。

雪莱在《西风颂》中唱道：
“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
吗？”我确信，遇见那枝早开花
的寒梅，就是遇见了早春的信
使。纵使大雪弥漫，那姹紫嫣
红的春天还会遥远吗？

遇见寒梅一枝开
袁毅（湖北）

春节即将来临，我们“德”
字辈 3 个年龄大的孩子，已步
入耄耋之年。我感慨万千，最
难忘的还是那既遥远又熟悉的
童年的年味。

1930 年代，我们都出生在
燕儿窝老屋。我们的大半生在
那里度过，那里有我们的故事。

那时，过年是一场盛大而
隆重的仪式。每到腊月，家家
户户开始忙年活：杀年猪、灌香
肠、熏腊肉、包黄粑、做米花糖、
做苕丝糖、油炸芝麻果等，还要
扫尘、贴春联、贴门神、送灶神，
张灯结彩迎接新年。

腊月二十三晚，在灶上摆
上供果，点上香烛，三跪九叩把
灶神爷送上天，归神位。

贴门神，是把尉迟恭、秦琼
（字叔宝）的画像贴在大门左
右，可以驱魔避邪。

贴春联，春联一年一换。
让我记忆犹新、最难忘的春联
是：屋住两头，春到花枝仍旧好；
欢联对榻，夜当风雨倍相亲。我
想这是长辈们的心意，希望我们
莫忘亲情，代代相扶、相亲。

祭祖、吃团年饭。除夕前
几天，家里要写袱子悼念逝去
的亲人，要从入川始祖开始填
写，包括男祖、女祖。大人叮嘱
我们：用毛笔正楷书写，写对年
节，注意称谓。

除夕夜到，桌上的咸烧白、
粉蒸肉、腊肉、香肠散发出诱人
的香味，鸡、鱼、瓜果蔬菜，荤素
都有。但还不能上桌吃饭，要
先供袱子，点香烛祭祖先。

祭祖时，按辈分跪拜，祭奠
逝去的长辈，迎接他们回家过
年。随后一大家人才能入座，相
互祝福，说说笑笑，辞旧迎新。

我们3个岁数大点的孩子
参加守岁，也有任务：午夜即将
来临时，要烧袱子、接灶神、烧
子时香、放花炮迎新年……

拜年时刻到了，晚辈向长
辈拜年。相互说完吉祥话，晚辈
就可得到长辈们给的压岁钱
了。这是孩子们最盼望的时刻。

正月十五晚上闹元宵，店
铺门口灯火通明，花灯数不尽
数，民间艺人踩高跷、舞龙、舞
狮，热闹极了！

童年的年味朴素、温馨，经
过岁月沉淀，是我难忘的记忆。

2016年，南京汪先生去安
徽桐城游玩，在路边停车不久
后，回来发现车上贴了一张罚
单，上面只留下一句：“前面有
停车场，下次注意。”顿时舒了
口气，感到人情并不似冰。

“空白罚单”事件在网络
上热传后，许多人为交警对交
通参与者的轻微交通违法行
为的人性化执法点赞，更有甚
者称其为最美罚单。

苏轼有云：“威与信并行，
德与法相济。”交警开罚单，是
本职工作，罚单上仅留警告
语，是按情分行事。法理与人
情，就这样巧妙融合在一起。

但我想，对违停司机，这
张罚单给出的人性温度，仅仅
停留在不凉不冷的层面，远远
未达到网友心中想象的那般
炽热。简言之，不凉，亦不暖。

想必大多数司机都有守
法遵纪之心，但举目之处，交
通指示标识（标线和标牌）简
简单单，马马虎虎，要么看不

见，要么看不清，要么搞不懂，
要么应有告示却没有。

很多司机是在看到车上
那张令人心惊的罚单时，才从
一头雾水中恍然大悟：“哦，原
来这地儿不让停车。”

所以，想必汪先生也很委
屈：“我想停在恰当之处，但并
没有任何交通指示牌予我以
引导。”在看到罚单后，他可能
有些感动，但仍茫然：“前面有
停车场，前面到底是哪里呢？
要走多远？怎么收费？”

一系列疑问抛出，无人能
给解答。大概下次来桐城，他
仍有可能找不到停车之处，只
能手足无措地寻找那些能引
导他的交通指示牌，或四处打
听、问当地居民。

只是不凉不冷。
如何让司机们的心真正

暖起来？我们都希望看到这
样的情景：

车子驶入市区或途经街
巷，路旁的交通指示牌随处可

见，清晰明了。何处可停车、
何处不可、去哪停、怎么去，一
系列疑问，都可迎刃而解。

城市建设的规范化、体系
化，硬件设施的完备化，城市
经营管理的精细化、温情化，
就是人性化。让人们生活得
便捷、舒适，就是以人为本。

从不凉上升到温暖，从人
性化处罚到人性化建设，还有
很长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但你看，冬日暖阳下，有
花破雪，缓缓展开。

让人情再升升温
尚博雅（湖北）

huaxifukan@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