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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

1989 年他逝世时，留下了 15 亿多美元
的遗产。松下幸之助为人谦和，无论见了谁
都点头哈腰，他用一句话概括自己的经营哲
学：“首先要细心倾听他人的意见。”松下公
司是一个跨国性公司，在全世界设有230多
家公司，员工总数超过 250，000 人。其中
在中国有54，000多人。2001年全年的销售
总额为610多亿美元，为世界制造业500强
的第26位。

松下幸之助，是一位世界级的大企业
家，是一位从多灾多难到自立自强的榜样。

2
青年朋友，任何一个身体健康、四肢健

全、精神正常的青中年人，都应靠自己的能
力来生存。即使是在校的成年学生，也应争
取最大比例的自立。否则，那就是软弱。已
经走上社会而不能自立的人，那就是懦弱。
因为，通过自我劳动，自食其力，是做人最
起码应有的能力。就连植物，都是靠自己的
根须枝叶来维持生命，何况人呢？一个走上
社会的正常的青年人，如果是靠别人来寄

生，这其实是一
种耻辱。
一个人，无论是
干什么工作，只
要是合法的，不
伤害别人的，就
是有尊严的。在
现实生活中，捡
废品的、修鞋的、搓背的，用世俗的眼光来
看，他们是没有多大能力的群体，是卑微
的。但是，他们是靠自己的劳动来生存，那
么，他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是自食其
力，我是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我是堂堂
正正的。而不像有的青中年人，是靠别人养
活，心里发虚。

当然，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隐藏着
懒惰这只老鼠，一不小心，就会爬出来溜
达。这是正常的，但千万不要让它养成肥
猪，否则就会毁害终生。有许多许多的人，
整天想着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就像那位守株
待兔的蠢人，手中掂着几枚硬币，净想赚它

几百万，其结果，就是猫咬尿泡，瞎折腾。
其实，不劳而获的财富，看似风景，实质则
是沼泽草地，它将渐渐吞噬平庸人的生命与
价值。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历史，凡是那些没
有驾驭财富能力的人，突然得到一笔可观的
金钱，其最终的结果，多数是相当的悲惨。
在财富方面，只有靠自己挣得的金钱，在花
销分配方面，才有那种珍惜而又开心、自豪
而又真正幸福的感觉。

3
每个人的自立方式不一样，无论是哪一

种形式，都应是靠自己的能力来挣钱养家生
活。在中国，多数的农民及工人，都是用自

己的体力劳动来
挣钱的。当然，
这 种 挣 钱 的 方
式，是能够解决
温饱问题，但也
并 不 是 多 么 宽
松。多数人，都
想成为一位受人

尊敬的百万富有者，可由于受各种客观条件
的影响与限制，仅有极少的一部分人才能如
愿以偿。

按照社会当前发展的规律来讲，世界上
20%的人群，掌握着世界上80%的财富，而
这20%中15%~17%是中产阶级，而那3%~5%
的人士，则掌握着世界上大约70%的财富。
世界上80%的百万财富的持有者，则是从事
营销商业出身的人们。这就是世界上最著名
的二八定律。如果你是一位有志气、有梦
想、有目标、有追求的有志青年，就要从今
天努力，一定要争取做事业做进20%的人群
当中，如果能够进入3%的行列，那则是上

上阶层了。
“营销”，顾名思义，营业销售。这个

词，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大约 20 年的时候，
才逐渐在市场销售中被广泛传播。因为，这
是从供应市场大于需求时，卖方市场想方设
法卖出产品时，或是打造产品品牌时，才愈
来愈被重视的一种营销文化，在销售人员中
反复学习培训中，才得以发扬光大。

营销，就是将你的产品，卖给有需求的
客户，并且要为客户服务的热情周到，恰到
好处。做营销，是一件让人十分操心的事
情，要全身心地寻找客户的需求，来达到客
户想要得到的服务，然后才能形成销售，从
中获得你自己应得的利润。做营销，需要复
合型人才，要懂社会规律，民族风情，心理
学、逻辑学、营销学。做营销，归根结底，
是用业绩说话，用数字证明。所以说，要想
成为大量财富的主人，最好的方式，就是做
一位诚信而又勤奋的营销者。

做营销者，实质就是为客户做好产品需
求、服务。营销人才，大致分为三种类型：

如今，那缕月光
已经被岁月轻轻地揉碎

就像曾经的相约
在乡音的轻吟低唱中

找寻不到最初的斑斑点点
是谁的呐喊惊醒了

春天的梦幻

如今，那片枝叶
已经被岁月轻轻地揉碎

就像曾经的诉说
在季节的娓娓呢喃中

找寻不到久违的点点滴滴
是谁的歌唱敲响了

春天的脚步

如今，那些私语
已经被岁月轻轻地揉碎

就像曾经的雪原
在春风的款款吹拂中

找寻不到洁白的星星点点
是谁的手指弹奏了

春天的旋律
（作者系江苏省如皋市文学爱好者）

春天的旋律
○丁太如

□谭玉峰

黄金稀有，贵重之属；忠诚难得，特
立独树。诚实守信堪称忠，乃立身之本；
服从尽责是谓诚，是修德之要。是则品高
求其友声，操守谨言慎行，节重荣登汗
青；故贫贱不移志，富贵难淫德，威武不
屈膝。忠诚无形，太虚灵秀赋骨体；忠诚
有声，宇宙高奏空蒙磬；上表昌国之宏
愿，下达为民之劳行。

若夫鸿蒙开世，有三皇五帝之伟业；
传统续蔓，见能臣干将之风范。官民有
别，忠诚无二。远则有庙堂之忧患，近则
存家门之荣辱。头顶乌纱，须行责任之
权；手捧俸禄，应尽人事之力。规矩之
内，无厚薄之分；方圆之外，有公私之
别。食人之禄，忠人之事；受人之命，尽
我之诚。比干善行，忠心不二玲珑心；纣
王信邪，剖腹摘心探真金。疾风知劲草，
板荡识忠诚。满朝噩噩，屈原一人独自
醒；楚王昏昏，汨罗投江表忠诚。北宋文
天祥，被俘意志坚；高唱正气歌，英雄气
浩然。生死安足论，丹心留人间。南宋岳
武穆，报国有精忠。秉持严慈训，举止见
言行。可惜无名主，有志不得逞；一句莫
须有，愚忠丧性命。近代渥巴锡，率部大
迁移；土尔扈特部，根系在蒙古；不堪外
族辱，东归回故土。浩浩历史，数不尽风
流人物；堂堂中国，道不完忠奸往事。汉
周勃质朴忠诚能安刘，高祖慧眼后世惊；
唐魏征忠君能进谏言策，终刚强兮不可
凌；陆子游一片丹心图报国，铁马冰河常
入梦。戚继光横刀立马杀倭寇，保卫海疆
写赤诚。谭公复生，横刀肝胆两昆仑；梁
氏启超，少年自强中国梦。故荀子曰：忠
诚盛於内，贲於外，形於四海。柳河东
言：忠诚之既内激兮，抑衔忍而不长。

至若天下大德，莫过于忠。大公之
形，莫过于诚。看百年耻辱，民族切肤之

痛；听十月炮声，飞来欧洲幽灵。无产阶
级，必须革命。农奴翻身，有党带领。由
是北大红楼，李守常揭开黎明之光芒；上
海租界，陈独秀宣传共产之理想。南陈北
李，相约建党。嘉兴湖上，召开重要会
议；红船里面，诞生中共红旗。橘子洲
头，有志青年指点江山；井冈山上，朱毛
红军播火燎原。武装夺权，八一南昌举枪
反抗；血腥镇压起义失败，汇集三湾。闽
西古田，政治挂帅党管武装；贵州遵义，
统一思想确立方向。雪山草地，阻挡不了
中央北上；红色陕甘，风景独好南梁月
光。延安立足，三大战役大局定；北平解
放，人民选择跟中共。改造中国，激情燃
烧岁月流光；大干快上，廿年赶超雄心勃
勃。黑格尔说，真理是具体的；古代人
云，服人者唯德也。拨乱反正，扬帆改革
是大道；实事求是，发展才是硬道理。革
除积弊，刮骨疗毒看勇气；猛药去苛，强
筋壮骨健身体。风骤不劲难以振大翼；小
积不深不能载大舟。从无到有，幽灵变身
共产党；由弱到强，马列扎下中国根。共
产党人，以何聚心？无产阶级，有啥资
本？李大钊，绞死我生命绞不死主义；夏
明翰，杀死我一个还有后来人。战争年
代，出身不同，门第不同，目标一致闹革
命；峥嵘岁月，文凭不一，水平不一，同
心同德筑长城。立场坚定，信念坚定，甘
用热血表忠诚。生命践使命，关键时刻高
喊跟我上；无往而不胜，紧要关口敢说看
行动。

树高千尺有根，水流万里有源。沐浴
先烈播撒之阳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承受祖辈留下之福荫，党之兴衰，党员有
责。于是有红岩革命烈士，狱中八条鉴日
月，负志砥行以自尚；邓公身处逆境，擘
划全局谋未来，足践小道成坦途。人民军
队，最见忠诚；赤心向党，不辱使命。航
母总监杨雷，银发斑驳青丝无，见证中国

第一巨舰；沙漠玫瑰李鸿，红妆飒爽映戈
壁，痴迷试验新导弹。八十高龄丁金星，
激光耀眼写大忠；独臂总师祝榆生，老兵
突击装甲梦。仁心医术黎介寿，九十年辉
煌人生；二十七封申请书，书写不断三十
年。蒙受委屈信念坚，从不动摇信仰；红
心向党不回头，从不怀疑立场。人生短短
几十年，像钉子一样钉在荒漠戈壁；理想
信念大于天，像傻子一样相信地老天荒。
人海茫茫中你不会认识我，没有掌声，绝
对的忠诚不需要你赞美我；霓虹闪闪处你
不会发现我，没有歌声，华丽的苍凉不需
要你报答我；花海柳浪里你不会看到我，
没有鲜花，别样的人生不需要你想起我。
这是一群有政治灵魂的人，他们是普普通
通的一个兵；这是一群有精神支柱的人，
他们是平平常常的共产党。

若乃畏难苟安易则难，迎难而上难则
易。忠诚之立，贵在理想；理想之根，贵
在信仰。掌握科学真理，才能产生强大精
神力量，奋勇前进；坚守政治灵魂，才能
更好驾驭理想，开辟未来。信仰坚定，三
严三实忠心至诚之魂也；信念如一，四考
四力痴心绝对之根也。践行宗旨，对照党
员标准做事；履行义务，按照党员要求尽
责。外敌强攻不足畏，木马藏奸最可怕。
常思党旗下，牢牢话语磐石坚；劝劝誓言
发，铿铿意志冥铁顽。毛泽东曾言：路线
是“王道”，纪律是“霸道”；习近平执
政：让铁规发力，让制度生威。口善言，
身行恶，东食西宿两面人必是国妖；口能
言，身能行，表里如一素面人就是国宝。
搞一次腐败，玷污一次形象；耍一次特
权，失去一片人心。无视规矩，无视纪
律，党龄再长也代表不了党性强；缺乏自
律，缺乏自觉，职务再高不等于觉悟高。
金钱美色，物欲横流，两面人灵魂出窍；
糖衣炮弹，醉生梦死，害群马原形毕露。

至若国际政治环境云诡波异，意识形

态斗争尖锐复杂；必须明辨是非抵制奇谈
怪论，旗帜鲜明反对恶意攻击。歪曲事
实、颠倒黑白者别有用心；制造舆论、散
布谣言者图谋不轨。大是大非面前，沉默
就是认同；小道消息里面，符和就是支
持。于是铭曰：墙头草，两面倒；老好
人，身难保。为信仰，必忠诚；心无二，
是大忠。党之为党，人心所向；立党之
本，信念为上；组织纯洁，生命力强；党
员忠诚，团结如钢；所向披靡，剑指八荒。

注释：
1、三严三实：指习总书记在安徽代表

团参加审议时，关于推进作风建设的讲话
中的重要内容，三严三实内容包括：严以
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
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

2、四考四力：即四种考验，四个能
力。具体指应对执政考验，提高科学发展
的能力；应对改革开放考验，提高深化改
革开放的能力；应对市场经济考验，提高
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外部环境考
验，提高应对外部环境考验的能力。

3、木马藏奸：来源于特洛伊战争的木
马屠城记，敌人躲在木马中，毫无知觉就
进入内部，直接攻击了核心。

整句是“外敌强攻不足畏,木马藏奸最
可怕”，也是就是敌人强大没关系，最可怕
的是不知不觉进入己方内部，成为了奸
细，使得己方自乱阵脚。

4、狱中八条：是《红岩》的主要作者
罗广斌从监狱里带出来的，于1949年11月
27 日从歌乐山下那个人间魔窟突围脱险出
来后的第28天，即1949年12月25日，他
把写的一份2万多字的《关于重庆组织破
坏经过和狱中情况的报告》，交给重庆市
委。其中第七部分便是这份《狱中意见》，
一共有八条。

（作者单位：永安镇政府）

忠诚赋

□聂难

春风，悄悄地吹向人间，给人们捎来
了温暖和希望，为大地送来了生机与活
力。自古以来的诗人对春风情有独钟，在
灿若繁星的古诗词中，有许多吟咏春风的
佳句名篇。在这春风荡漾、百花争艳、蜂
蝶狂舞的美好时节，悠闲地沐着暖洋洋的
阳光，品读这些佳篇，似品香茗，如饮佳
酿，令人如痴如醉。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
苏”，这是王安石在《元日》中对春天开始
的细致描写。此时的春啊，还带着年的余
味，沾着节的喜庆。在爆竹的响声中，春
风向世人预告着早春的讯息，尽管这暖风
软绵绵的，她却能驱除冬的寒冷，给人带
来欣喜和希望。在王安石的笔下，春风就
是一个报春使者。而唐代诗人武元衡的

《春兴》：“春风一夜吹乡梦，又逐春风到洛

城”，“梦”是极其玄虚而又难以捉摸的，
但是诗人的妙笔生花，匠心独运，用

“吹”、“逐”两个非常富有表现力的动词，
写出春风善解游子的思乡之苦，“乡梦”可
以如柳絮般地被春风一直吹到日思夜想的
故乡。在这里，春风却成了多情之人。

春风不但是有情义的，而且她的力量
也极为神奇。《泊船瓜洲》中脍炙人口的诗
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写春风所到之处，百草萌生，一片新绿，
生机盎然，便是对春风神奇力量的形象写
照。唐代大诗人白居易 《赋得古原草送
别》 中的名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
生”，写“原上草”被野火烧了之后，让春
风一吹又生长起来，蕴含着深刻的哲理，
既表现了野草顽强的生命力，又显示了春
风的神奇力量。

除此之外，春风还形色味兼具。贺知
章的《咏柳》：“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
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
剪刀。”就以自然清新的笔触，将柳条喻为
裙带飘飘、袅袅婷婷的美人，用剪刀喻春
风，生动传神地描绘了春风的形态。南宋
朱熹的《春日》：“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
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春风面，万紫千红
总是春”。是对春天灿烂和奔放的描写，虽
然春天尚未来到，东风也尚未从遥远的南
方回归，但是只要心中有了春的气息，就
能提前感受春天的烂漫。等到东风拂面
时，只需要一缕春风，园内园外就会是

“万紫千红”。春风还有气味，清人王文治
的 《安宁道中即事》 诗：“日暮平原风过
去，菜花香杂豆花香。”让我不仅感受到了
春风的惬意，还嗅到了春风送来的浓香气
息，好似美味，又好似佳肴。

在诗人笔下，春风充满了浓浓的诗
意，充满了奇妙的幻觉，充满了深深的惬
意，也充满了勃勃的生机。徜徉在这样古
诗中，撩人的春风在我的心间跌宕起醉人
的涟漪，使我格外欢畅，让我心旷神怡。
（作者系云南省玉溪市新平县文学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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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晓婉

上元佳节，一元复始。欢乐的锣鼓敲
起来，欢快的舞蹈跳起来。

人们刚从新年的欣喜中走出，便又逢
上“月半大如年”的元宵佳节，自然会庆
祝一番，于是，吃元宵、挂花灯、放烟
火、舞龙狮次第进行，
不过，细究历史，发现
此佳节，汉代就已出
现，有《列灯赋》：“南
油俱满，西漆争燃。苏
征安息，蜡出龙川。斜
晖交映，倒影澄鲜。”
为证，详尽描写了此节
的盛景。

延续到隋朝的元宵
节，另有景致。在隋
朝，不光燃放烟火，还
具有马戏杂耍：“万户
皆 集 会 ， 百 戏 尽 前
来。”“抑扬百兽舞，盘
跚五禽戏，狻猊弄斑
足，巨象垂长鼻，青羊
跑 复 跳 ， 白 马 回 旋
骑。”（薛道衡《和许给
事善心劝场转韵诗》）
真正热闹非凡。尤其值
得一提的是，隋炀帝竞
也写了一首不错的关于
元宵的古诗：“灯树千
光照，花焰七枝开。月
影疑流水，春风含夜
梅。燔动黄金地，钟发
琉璃台。”绘声绘色地
描述了元宵节光彩流溢
的热闹盛况，文采斐然，也算是一首好
诗，只不过，如果隋炀帝能对老百姓更好
一些，不那么残虐，也许，人们更愿意吟
唱、传诵他的诗作了。

唐诗中的元宵诗，也不在少数：唐诗

人张祜在《正月十五夜灯》诗中说：“千
门开锁万灯明，正月中旬动帝京”，帝京
大门洞开，近郊百姓纷纷相拥进入观
灯，人潮如海，看来，佳节人人欢欣，
连一向小心的皇家，也会解除禁忌。再
看，同时代诗人苏味道有 《正月十五
夜》 诗云：“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

暗尘随鸟去，明月逐人
来”；另一位诗人崔液在

《上元看灯》 一诗中也写
道：“玉漏铜壶且莫催，
铁关金锁彻夜开。谁家
见月来端坐，何处闻灯
不看来？”形象地描画出
元宵佳节的热闹夜晚，
天上明月如盘、地上彩
灯 高 悬 、 灯 月 交 相 辉
映、人间处处狂欢、举
家共祝团圆的节日情景
映入眼帘。

新年有饺子，元宵节
也就有汤圆。汤圆、汤
圆，寓意团团圆圆之意。
看宋朝词人姜白石写到：

“元宵争看彩莲船，宝马
香车拾坠钿。风雨夜深人
散 尽 ， 孤 灯 犹 唤 卖 汤
圆。”写出了引车卖浆、
小贩生活的艰辛。牧溪的

“白糯三捶粉已粘，赤豆
如沙和蜜甜；眼见陶缸米
已 罄 ， 孤 灯 一 去 夜 不
还。”讲的是汤圆的制法
和味道，另辟蹊径。

年年岁岁，岁岁年
年，在月灯辉映的元宵佳

节，采撷三两句唐诗宋词，与香甜的元
宵，一同细细品尝，也会发现，那墨香古
韵、典雅古朴的古诗词，竟也是悠远久
远、滋润心田。

（作者系滕州市文学爱好者）

诗
词
里
的
元
宵宵

古

趣

我嗜好写诗
只因为

你是我骨髓里诗的缪斯
我不需刻意的雕琢

赐我思绪自然流淌的诗词
一如天然的神工雕刻

在遥远圣洁的上帝那里
造就你是我血液里的元素

在五脏六腑里酝酿着
诗词醇香的记忆
静静地期待着

我敲击键盘的释放
我若把缪斯的涌泉全部启开

就会肆意地飘香苍穹
驱赶空寂的无聊

叩响伟大的幸福之门
（作者系枣庄市作家协会会员）

心中的缪斯
○侯敬方

童年
顽童遍野采山花，
郁郁葱葱漫彩霞。
秀色晶莹添喜庆，
星云嬉戏舞白纱。

乡音
青山绿水寄乡愁，
袅袅炊烟故土留。
眷恋情思游子意，
佳音最美话心头。

夜雨
千家闪烁夜光盈，
万籁倾盆肆水鸣。
墨兴淋漓来呐喊，
清新过后梦雨灵。

（作者单位：薛城区文联）

乡情三首
○姚三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