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停气通知
因解放路群英桥拆建需天然气管道改线停

气。停气时间：2019年11月11日21:00~11月12日
6:00。停气区域：民主路以东、太行路以南、焦东
路以西、车站街以北区域，远大南北苑、矿务局
南院、市委南院、矿院家属院、矿院东南院、和
平街1-4号楼、部队家属院、人民公园、十一中家
属院、丽景新天地。

焦作中裕燃气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7日

化解债务公告
相关债权人：

根据政府化解历史债务工作安排，涉及温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以下债务依法核销，不再支付：

序号 债权人 债务名称 债务金额（元） 核销债务原因

1 北京龙安华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设计费 420000 情况变化，不再进行后续编制

2 河南省城市规划技术服务中心 设计费 72000 情况变化，不再进行后续编制

3 百工合制（北京）建筑顾问有限公司 设计费 315000 情况变化，不再进行后续编制

温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9年11月8日

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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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时代如何更替，人与历史
永远是一个厚重的话题。

当你来到太行山南麓，遥望滔
滔黄河，沉思脚下这片土地，山阳
区的古风会顿然间漫卷。在岁月长
河中，山阳区的历史痕迹和它古老
的文化传奇，足够让你情感炽烈地
遐思舒展，聆听与倾诉。

看！山阳区的朝阳，那是一枚
历史的印戳。它被孙思邈“草木亦
含天地灵”的神奇中草药熏染；它
红光满面、神采奕奕地见证着山阳
区的古往今来；它将山阳区推上了
诸多文人学者的笔端。

山阳区的辉煌历史与璀璨当下
构成了一幅撞击人灵魂的远景与近
景图，人们在图画中游走……

一

百尺竿头望九州，
前人田土后人收。
后人收得莫欢喜，
更有收人在后头。

这首诗是东汉王朝末代皇帝汉
献帝刘协退位时所作，它流传着时
代的凄恻，使人动容。我就是在它
的“血泪相和流”中随同山阳区文
体局组织的采风团来到山阳故城，
我们要谒探故城遗址，寻找那历史
的魅影。

故城地势北高南低，位于山阳
区墙南村北。城墙墙壁上山阳故城
简介旁边，四个“山阳故城”的醒
目金黄色大字，被上端红色“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小宋体衬托
得端庄大气，彰显着时代的勃勃生

机，又为历史文化增添着和谐韵
美。在土城墙上不知是野生还是人
工种植的大树下凝望沉思，一股生
命受到震撼而窒息的远古战争气息
扑面而来。我感觉到故城瞬间成了
一条怀旧的巨龙，驮着我们采风团
翻山越岭，向东汉末年穿越……

《后汉书·灵帝纪》记载：中平
六年，八月戊辰，中常侍张让、段
珪杀大将军何进，于是虎贲中郎将
袁术烧东西宫，攻诸宦者。庚午，
张让、段珪等劫少帝及陈留王 （后
来的汉献帝） 幸北宫德阳殿。何进
部曲将吴匡与车骑将军何苗战于朱
雀厥下，苗败，斩之。辛未，司隶
校尉袁绍勒后收伪司隶校尉樊陵、
河南尹许相及诸阉人，无少长皆斩
之。让、珪等复劫少帝、陈留王走
小平津。尚书卢植追让、珪等，斩
数人，其余投河而死。

也许是汉献帝与山阳人民血脉
相连皆是炎黄子孙的缘故吧，我对逃
亡中的陈留王刘协产生了同情。刘
协九岁被权臣董卓拥立为帝，面对百
姓的到处漂泊、人相食啖、白骨委积
和董卓专权及其各地狼子野心的诸
侯和大小心存野心者的挑衅，手足无
措的汉献帝想依赖实力最强的曹操
东山再起。而曹操却和董卓一样“挟
天子以令诸侯”，使汉献帝再次成为
傀儡皇帝。所以当汉献帝刘协被降
为“山阳公”时，我为刘协皇权历程的
结束松了口气，心想：不能主宰自己
命运的皇帝，不当也罢！

刘汉后裔唐刘禹锡也曾以文章
的形式表露自己对战乱中“奸雄腾

振”的痛恶，在 《山阳城赋并序》
中指出：“彼伊周不世兮，奸雄乘衅
而腾振，物象催以易位，被虚号而
阳尊，纵势殚而事去，胡窃揖让以
为文？”战乱的丑恶，是百姓们深恶
痛绝的，为此，我常常将刘协的故
事和刘禹锡《山阳城赋并序》的文
章内容，讲给我身边对生活不满足
的人听，希望大家能珍惜和平，知
足常乐。

我们在故城上走着，看着。山
阳故城在岁月风雨的更朝换代中早
已没有了汉时的雄壮模样，但是望
着它见证了厮杀与文明残留的痕
迹，我的心情还是不能平静，刘协
整治贪官“米豆煮粥”的故事不断
在脑海中闪现；还有他被贬为“山
阳公”期间用自己在宫中学到的医
术为百姓们免费看病等传说。我感
慨刘协做皇帝不能一统江山，降为

“山阳公”却能做到深得民心，能在
短短的时间内将所管辖的山阳地界
打理得井井有条，百姓们安居乐
业、衣食无忧，也真是一段绝佳的
传奇。

所谓兴衰荣辱每个朝代都有，
汉献帝的故事让我明白，即便失去
权势和功利，也要打起精神脚踏实
地做事，这样才能得到历史的铭记
和人们的爱戴。这对于我们当今的
文明社会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海蓝色的天空飘着几朵云霞，
我在故城上走着，遐思依旧。

二

说起山阳区的药王庙，它是中

国传统医药文化的大手笔。
这座为生命而矗立的灵魂庙

宇，在日月星辰中，从远古几经兴
衰、几乎泯灭地顽强走来。它走进
了山阳文化的史册，为世界和山阳
人追寻历史打开了一扇人文大门。

我们走进了药王庙院内。这座
有着历史文化的寺庙，将生命与健
康紧密衔接，引申我们在文化的发
掘中为生命之妙感动。

我们在寺院中走着，寺庙殿堂
前两米多高的大香炉向外袅袅地冒
着历史的云烟，像天上的祥云散发
着文化之灵性，又像在诠释生命的
倔强与崇高。

我们在寺院中走着，药王庙昭
示着生命与疾病搏斗的痕迹将我们
参观者的精神火苗点燃，满院排列
有序、熠熠生辉具有生命象征的古
柏和其他树木蒙密，还有那云烟中
如同太虚幻境中的高高庙宇，处处
都给人以坚韧和顽强的启迪，处处
都显示着生命的尊贵。

我们在寺院中走着，红墙、殿
宇、游客、古柏，都在我们的情感
咏怀中化作了远古的画卷，混融无
痕，意韵深远。庙堂前经历岁月墨
染的石碑也引人遐想、喟叹。碑上

“药王庙大殿”几个字气势酣畅、笔
锋遒劲，耀眼夺目地验证着历史，
像是在向游客讲解药王对生命的忠
诚和拯救生命的决心。治病救人本
是一种充满人性光芒，体现道德关
怀的行为，如孟子认为：人性本
善，人生来就有善良之心。所以，
孙思邈作为医术高明又道德高尚的

医者，他代表的是我们祖国和我们
焦作山阳历史文化的传承丰碑。

人们常说生命在温情中会开花
结果，此刻，我的血液奔腾着，我
想起了一位老人曾对我讲过的故
事：唐、宋、元、明、清时代，各
处的寺庙都在战争和岁月的风雨中
受损，有的一片狼藉，有的已经不
复存在，但药王庙始终矗立着，并
且在抗日时期作为八路军重要的军
备仓库对抵抗日寇起到了重要作
用。从此，药王庙就成了现代人讨
论不尽的话题。我曾经惊讶药王庙
历经千年沧桑为什么会生机盎然，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它是人民的庙
宇。

这时一个香客从我身边经过，
对我说道：东汉时期现庙宇附近建
有嵬王庙，供奉着周朝的嵬灵公和
秦代四川郡守李冰的儿子二郎神。
庙宇为小四合院，后失于战乱，南
北朝时有其遗址，时属武陟县辖，
后属山阳区管辖；还有人说药王庙
初建于东汉，几易其名，隋文帝年
间复建为“天仙庙”，后更名为“药
王庙”。

一座庙宇，引发了我对生命的
思考。就在我们将要离开药王庙的
时候，一个声音仿佛在说：孙思邈
是我们山阳人民的骄傲，他为中国
古代人民所作的贡献应该得到后人
的尊崇和学习。他写的 《千金药
方》和《千金翼方》更是我们国家
的珍宝，我们来寺庙叩拜不仅仅是
在叩拜孙思邈，更是在叩拜祖国神
奇的医学文化。

盛世情怀话山阳（节选）
□徐 玲

炎黄后继瓜瓞丰，
表里山河尽古城。
牛角川中山阳邑，
歌诗犹带魏唐风。
地接河洛近京畿，
名士如云竞马蹄。
献帝蟒袍方易主，
七贤吟啸震东篱。
城头变幻走千官，
有地皆肥沃山前。
物阜民康轮泰否，
寒来暑往不知年。
民生忧道不忧贫，
凿开地表得乌金。
自兹不再说丰歉，
遍地作坊无懒人。
英人闻得地中宝，
竞向太行山下跑。
香砟远输不列颠，
当将铁路山前绕。
西夷未稳又东洋，
铁骑踏来无厚疆。
星火已从学苑起，
燎原之势借风扬。

干戚舞罢扫劫灰，
万众腾欢尽展眉。
昔日矿区烟火色，
今朝月季绽新蕾。
四季鲜花次第开，
小康社会已徐来。
资源纵有枯竭日，
绿色文明撞满怀。
中原崛起日东出，
产业升级绘壮图。
机遇从来归有预，
善谋时势定当初。
闲登山下旧城坡，
墙北墙南闻浩歌。
闾巷人人思奋起，
一泓清冽剪江波。
史海钩沉春复秋，
山阳刘姓动琉球。
阿知织纺王都贺，
高桥大藏出中州。
四十年前别老家，
山阳育苑护新芽。
大江东去惊回首，
别样山川别样花。

山阳印象
□李志强

如同一段悠扬的二胡曲，于深秋的
薄暮，从老旧的门楼下响起，余音袅
袅，在布满青苔的砖巷里飘散；

如同一位缫丝的淑女，把熟茧的丝
头扯起，拉长、再拉长，让一种缱绻的
情意在缥缈中伸展；

如同一个天真的孩童，扯着一根风
筝的长线，在十月的阳光里，笑着，跑
着，渐渐远离了惬意的视线……

我站在修武县板桥的田垄上，这里
是有名的怀菊种植基地。霜天寥廓，境
界高远，浩瀚的花海似乎有袅袅的香气
缭绕升起，使我产生了上述似有若无的
迷离幻象。

一条笔直的林带把菊海左右分隔。
一边是黄色的，如丽沙金浪，在暮秋的
晴光里浮动着满眼金黄；一边是白色
的，如云山雪涛，在清晨的霜风中摇曳
出一派高洁。密匝匝，一望无际。清风
拂过，涌动起一片带香的海洋。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菊花是隐士的
象征。它从不以娇媚取悦于人，我行我
素，临寒自开，不与百花争宠，保持着
独特的风骨和气节。犹如一位阅尽沧
桑、窥破红尘的智者，林泉之下，策杖
而立，听风来疏竹，看雁度寒潭。无所
争，无所取，那是一种去留随意、宠辱
不惊的潇洒态度。

埙声响起，随之一曲清亮的女高音
扶摇而上。如蓝天云雀，石上清泉，吸
引了香径徜徉的赏花客频频抬头。表演
者是来自小徐岗学校的几位音乐教师，
在花海中放歌，音乐更加具有蛊惑人心
的力量。

附近的几位采菊女很快聚拢过来，
随着音乐的节奏轻声应和。这是歌者连
夜作词配曲完成的创作，局外人自然不
熟悉旋律。但这有什么关系呢？《尧
典》中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

声。”音乐本身就是为了抒发情怀，表
达心声的。

临时参与的女声合唱越聚越多，
“云台怀菊香，冰清傲雪霜。寻香入园
中，满园飘芬芳。百花黯然凋落地，不
慕春色自绽放”。一曲 《菊颂》 的激越
旋律越陌度阡，穿过林莽，在广阔的原
野上飞向辽远。

我多次在四月的春色里观赏牡丹，
见识了国色天香的千娇百媚。硕大的牡
丹在花圃内争奇斗妍，拼着颜色，比着
香味，晒着姿态，互不相让，讨好游
人，总让我感到有一种抢镜头、争角色
的戏子意味。但牡丹无论如何富贵娇
艳，也只是让你从花径上匆匆走过，片
刻惊艳。一个个“严禁采摘”的提示牌
把它局限在篱笆之内，只可远观，不可

亲近。如同被
红墙碧瓦隔绝
在宫庭之内的
嫔妃滕嫱，她的
富贵和妖娆与
平民无关。而
且锁断四季，远
离天机，在四围
高墙中任美颜
消磨，自有一种
无以言表的红
尘无奈。

然 而 板 桥
菊花却是家常
的 ， 自 在 的 ，
逍遥的，如同

一个解放了三寸金莲的天足女人，可以
在万类霜天中自由绽放。它不屑于春天
的拼抢，也不愿跻身宫墙，在紫盖黄旗
下做仅供玩赏的尤物，而愿植根旷野，
尽享自然的雨露风霜。

菊花知道自己的平民身份，既不自
高，也不媚俗，不卑不亢的性格因此赢
得了最广泛的人缘和赞誉。隐士喜欢
它，“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闲适
中彰显出几分古风；词家喜欢它，“东
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菊香中
可独享黄昏寂寞；诗家喜欢它，“宁肯
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固守
着一种高洁的生命格调；黄巢赞美它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的壮观气势。毛泽东则给菊花品格赋予
了铁血背景，“一年一度秋风劲，不是
春光，胜似春光，战地黄花分外香”。

菊花美在个性，美在品格，美在淡
泊，美在气骨。相比之下，雍容的牡丹
不过是盛妆的贵妇，带着太浓的脂粉气
刻意招摇。

站在垄头望过去，千顷菊花从坡下
铺展开来，满垄满眼，蓬蓬勃勃，浮
光耀金，在万里霜天铺陈出一种宏大
气势，展示自己风霜高洁的生命强
度。霜降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节令
进入了农历的十月，在秋冬之交的时
节，在云台山下广袤的原野上，有这
么一片菊海随风起伏，澎湃着一种强
劲的生命律动，歌唱着人生的高贵和
壮美，对所有生命的晚秋，都具有深
刻的启示意义。

菊 颂
□张丙辰

昨晚做了个梦，焦作一中80届高
中一班，组织同学到郑州聚会。这梦
很离奇，因为这个班从毕业到现在，
还没搞过一次正式聚会。许多同学从
高中毕业后就再也没见过面，更何况
还到外地聚会？但是，当时这个班学
习的紧张情景，却经常出现在我的梦
境中，梦里思想负重，醒来更感疲
倦。

这个班曾名噪一时。焦作一中80
届高中生，是我市“文革”后经过第
一次全市统考，把分数高的众多学生
聚集在一起的。全年级初为12个班，
二年级调整为10个班。这些班中，前
四个班是重点班，其余是普通班。四
个重点班中，从学生被录取的分数
看，一班、二班较三、四班高。同
时，一、二班声望高的老教师更多
些。这样，一班就成了焦作一中这所
市重点中学乃至全市 80 届的“王牌
班”。优生加优师，让同届同学羡
慕，让学校对它寄予厚望。的确，从
以后高考的情况看，这个班不仅是本
校此届上大学人数最多的班，也是全
市上名牌大学人数最多的班。一方
面，一班有优质的生源，很多同学在
初中时都是尖子生。另一方面，老师
能力强又很尽心。可惜的是，到今天
为止，班里没有出现全国知名的大学
者和大专家，没有一个全国知名的企
业家。如果当时同学和教师知道今天
这个结果，还会有当时那个精气神吗？

在今天看来，一班的学生都是很
听话和懂事的“好孩子”。全班找不
出哪个学生不认真听课，不积极完成
课外作业的，也找不出在学校谈恋爱
的同学。许多同学晚上学到凌晨才去
睡觉，早晨5时便起床读书或者做习
题。我那时早上无论再困也要准时6

时起床，中午也不午休，每晚23时睡
觉。像我这样每天保持 6 个到 7 个钟
头睡眠的学生，在班里是属于少数

“懒学生”的。
一班的学生学习刻苦，学风很

正。这是当时学校师生们的一致评
价。但是现在看来，班里气氛不活
跃，应该说很压抑，也是事实。与我
们相邻的二班，除了少数同学像一班
学生那样分秒必争，大部分人在课间
打打闹闹，欢天喜地。一班除了课间
操时间，大家都要出去做操外，其余
时间都在学习。学校的文体活动，班
里同学的积极性也不高。下午下课
后，班主任有时会把大家撵到操场，
督促大家去换脑子休息。一班的每一
天，学生几乎都是在履行事先计划好
的程序，像机器一样准时运行。每逢
假期，不用老师要求，大家都会自觉
地看些与学习有关的课外书，做很多
课外练习题。我在一班的一年多时间
里，班里没有出现过同学们自由自
在、欢声笑语响彻教室的情景。而这
样的情景，在我的小学班、初中班是
很常见的。我们隔壁的二班也能看
到。一班就是在考完试，放长假的前
夕，大家也仍是在埋头学习，一进入
一班教室就弥漫着紧张的气氛。我不
知道是否给其他同学也留下这样强烈
的印象？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有
时做梦，竟然常梦见自己又回到一
班，在那里为高考而刻苦学习。梦
里，我还问自己，不是大学已经毕业
了，已经工作了，怎么还要回到高中
去考大学呢？

学习、考试、高分、名次，是全
班师生不置可否的共同追求。学生睡
醒一睁开眼，就要投入学习。除了学
校正常的期中、期末考试外，我们还

参加了省里、市里的高中生学习竞
赛。从一班成立以来，似乎每次正式
考试后，都会产生一些人员变动。刚
开始，主要是考试成绩不好的同学，
被淘汰到后面的班级。以后就变成了
减补同步，把后面班级考得好的同学
递补进来。这样，一班的学生名单总
是在不断的变化中。就是那些高中两
年自始至终留在一班的那些同学，要
讲清楚一班到底有哪些同学，也不是
件容易的事。班里有的同学走了，又
有新的同学进来，大家似乎都习以为
常，没人感到惊讶。

我看了最后高中毕业时一班的学
生名单，大约50个人中，从头到尾都
在一班的同学只有17名，更新率约为
三分之二。

我在一班的那个阶段，男女生没
有交往。男同学之间除了在学校一起
上体育课，彼此间请教一些学习问
题，相互借书之外，很少在课外甚至
假期结伴玩耍。大家相互说话都很客
气。高中毕业后，班里同学才开始正
常交往。但是这种交往比起其他班级
显得不够热烈。有些同学，到现在与
大伙儿仍处于失联状态。

转眼高中毕业近40年了。我们这
一届高中生很快就要退休了。想起高
中一班那段时光，我感到在学习上收
获不小：许多种学习方法是那时掌握
的，许多名篇文章是那时理解和背诵
的，许多知识是那时获得的。那个阶
段还磨炼了我心无旁骛、按计划做事
的意志。收获虽多，却引不起我对那
段时光的愉悦回忆，总感到那是一段
有点缺憾的时光。它到底缺了什么？
我常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愿以后的高
中教育，不再使学生感到这样的缺
憾。

我的高中一班
□杨柏榕

11月3日，第二届“中国华服·汉风唐韵”云台怀菊采赏节在修武县五里源
乡东板桥村举行，百余亩怀菊花竞相绽放，美不胜收，吸引了大批游客到此赏菊
拍照。 本报记者 宁江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