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缅怀牛开成同志
■ 曾传鲁

纪检严明万众倾，驱邪扶正不徇情。
泉台此去功犹在，世上常留一灿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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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于奉献表忠诚

一
听见噩耗心肃敬，群众人多痛失声。
牛书记啊牛书记，话未学了就行程。

二
忆及往事心难静，事迹咱们记得清。
二十四个冬与夏，基层奔走步轻盈。

三
当初来到木棠境，扶贫工作重不轻。
挨户挨家去发动，滩涂开发得闻名。

四
心里牵挂老百姓，真把乡亲当弟兄。
以身做则不辞苦，关心群众知民情。

五
坚决听从党号令，甘心吃苦做尖兵。
任劳任怨精神爽，乐于奉献表忠诚。

六
服从组织来调整，光村中和到雅星。
组织分工管纪检，秉公执法最严明。

七
忠心做事人勤政，利害公私分得清。
廉洁奉公好榜样，不谋私利隐私情。

八
乡村处处留身影，百件工夫百件精。
水利割胶修道路，事事点及他姓名。

九
工作真真好拼命，从来不怕重拈轻。
吃苦在前乐在后，工作得予人好评。

十
乌云阻隔日光影，事业耗费小年青。
人到中年忧百事，不是心身铁炼成。

十一
长年劳累成疾病，忍耐在心不出声。
继续带病来工作，劳累又加重病情。

十二
忽然倒下不苏醒，上下干群心震惊。
自古好人得好报，谁那疾病项无情。

十三
政府党委发号令，号召干部赶精英。
媒体宣传他事迹，全市上下知其名。

十四
学习他积极勤政，学习他克己廉清。
学习他为民奉献，学习他执政严明。

十五
干部从今着觉醒，为人着知重与轻。
莫做臭名遗万代，着做千秋传美名。

山歌篇wh

西窗小语wh

［念奴娇］
悼念牛开成同志

■ 黎庶安

人民公仆，竟经廿四载，扎根村寨。
沐雨栉风为百姓，盛夏寒冬不改。 种养
兼扶，贪污严治，把老妪忧解。 无私奉
献，系心全是关爱。

劳累肝病多年，却心常想，要把村容
改。忽报病危骑鹤去，万众泪灵前洒。共
事呜咽，同胞痛哭，党政皆崇拜。 人虽离
别，一生功德长在。

流年剪影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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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水居是我的书斋。
年过五十，终于在这座城市滨江的

地方置买一套公寓，有了一间自己的书
房。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当我站在
二十层高楼的阳台上， 每天看着南渡江
河水奔流不息和四时景色变化， 内心有
着东晋五柳先生归去田园时 “乃瞻衡
宇，载欣载奔”的感动和喜悦。 楼下邻居
林先生是政府官员， 身居要位而为人谦
和，修行深厚，尤其难得的是林先生写得
一手好字，见过的人无不赞叹。他为我题
写的“依水居”横匾就挂在我的书房，大
气、厚实、硬朗，笔法间隐然可见其多年
浸染颜体、出入晋唐的不凡功力。书斋名
为“依水居”，取依水而居之意，并无其
它涵义。 古人云：“上善若水”、“水善利
万物而不争”，我平素喜欢水，认为一个
地方有了水，自然也就有了灵气。依水居
既是我喜欢的书斋雅号，也是写实，是属
于我自己的一方精神园地。

依水居是我的王国。 在这个国度
里，我可以如统帅般号令千军，伸曲自
如，对它实行绝对的统治。 英国史学家
吉本在谈到自己心爱的书房时， 用诗

一般的语言描述：“千百个侍臣围绕在
我身旁 / 我遁世的地方就是我的宫殿
/ 而我正是这宫殿之王。 ”在依水居，
我的藏书其实不多，也就一两千册吧，
都是自己上学读书以后陆陆续续买
的，其间当然没有什么珍本、善本或孤
本。 最早一本书当是 1974 年 12 月出
版的浩然《西沙儿女（奇志篇、正气
篇）》（2 册），至今记得在农场场部的
百货商店里买到这本书时闻到的墨香
和喜不自胜的心情。藏书中童怀周编的
《天安门诗抄》（1978 年初版）、 唐人
的 《金陵春梦 （7 册）》（1980 年再
版），想必现在连旧书店里也已不多见
了。 因为自己专业的缘故，我的藏书以
文史哲类居多，除鲁迅、周作人、莎士比

亚、吕叔湘、金庸、王小波等不多的几位
作家学者收藏的是全集或文集外，其他
就都是些零散个人专著了。牛津版的董
桥散文系列，我收集花费的时间和精力
最多，因而也是我最珍惜的一套书。 每
一本书都埋藏着一个记忆， 闲暇之余，
徜徉在书的王国，摩挲着这些自己喜欢
的书，回想往事，感觉自己是个精神富
足的人。

依水居还是我心灵的栖息地。 近代
藏书家叶灵凤在《书斋趣味》一文中，述
说他寻找精神安慰的体验：“对于人间
不能尽然忘怀的我，每当到无可奈何的
时候，我便将自己深锁在这间冷静的书
斋中，这间用自己的心血所筑成的避难
所，随意抽下几册书摊在眼前，以遣排

那些不能遣排的情绪……因为摊开了每
一册书，我不仅能忘去我自己，而且更能
获得我自己。 ”与前辈先贤一样，在依水
居，无论我开心或是郁闷，我尘世的心灵
随时都得以恣意遨游于仙境。 读萨缪尔
森的《经济学》，我体验着“一辈子，只
有这么一次”的阅读愉悦，增长了自己
经世致用的知识和能力；读冯友兰《中
国哲学简史》，我思虑接千载，品味和感
受古代思想家人生的睿智与哲人的洞
见。 而李泽厚《美的历程》、台静农《龙
坡杂文》， 让我对中国历史和文化始终
充满温情和敬意；奥勒留《沉思录》，使
我相信不管权力以及它带来的名声多
么不可一世， 本质上都仍然是过眼烟
云。 在我内心躁动的时候，我会再次翻
读那本曾读了多遍的《荒漠甘泉》或是
《弘一法师书信》，使自己的心灵重归于
宁静、淡泊和安详。

读书明理，“戒之在得”。 北魏逸士
李谧说过两句为读书人津津乐道的话：
“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从此，
“坐拥百城” 成了读书人得以自矜和笑
傲世人的的资本。 其实，对此高论，明眼

人早已洞穿了它的苍白乏力。 现代作家
梁实秋就不客气地一语道破：“这种话
好像很潇洒而狂傲，其实是心尚未安，无
可奈何的解嘲语，徒见其不丈夫。 ”古人
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其目的在于
开阔自己的胸襟和气度，而眼高手低，读
书自傲，甚或是虚张声势，则最易于为世
人所诟病。 前些日子， 因为搬家清理杂
物，我竟从一捆旧书堆里翻出一张好友
寄来的明信片，背面录有偈言：“万松岭
上一间屋，老僧半间云半间。 三更云去
作行雨，回头方羡老僧闲。 ”（宋代显万
《庵中自题》）事隔多年，好友写的那老
僧和浮云的深意，如今想起，以我迟来的
顿悟，恐怕就是告诫自己要懂得谦卑、容
纳、圆融和放下。

住可摘星的高楼， 在书斋有一搭没
一搭地看些自己喜欢的书，读书养气，枕
石漱流， 是一种人间的清欢和福分。 走
路写字做人做事，老一辈人讲究端正稳
当。 深夜读罢，起身端详林先生题写的
“依水居”横匾，其用笔之沉厚、端庄，似
乎也在告诉我立足当下、 行稳致远的读
书做人道理。

瓦屋听雨
■ 彭根成（吉林）

每逢下雨的时候， 我喜欢一个人躲在自家的瓦
屋听雨，那实在是一种别样的雅致和风情。

雨悄悄的来，时急时缓，最后又悄悄的飘逝。 有
时是一阵风裹着急雨齐唰唰的来，又齐唰唰的去。雨
点敲打着青色的瓦楞， 发出时而叮叮当当时而噼噼
啪啪的清响，层次分明，错落有致，美妙犹如天籁之
音，像玉手倏而拂过古筝之轻响，似青铜杳杳撞击编
钟之流韵。而当雨变得绵长而婉约时，蛰居在小小的
瓦屋，墙角的幽兰涌动着暗香，和着空灵古典的音乐
在瓦屋里氤氲弥漫。 当细腻的雨声如春蚕咀嚼桑叶
一般将黄昏的余光慢慢地啃噬殆尽，卧拥一室烛光，
聆听一个个雨的精灵在树丛蕉叶上舞蹈， 如听一阕
阕清丽圆润的词章。此时，与屋相通，与雨相融，胸臆
早被舒缓恬润的氛围充沛， 那满足之感已是浩大无
边的了。

瓦屋听雨是一种心情，不同境遇，不同阅历，听
雨的感悟也不同。“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
愁”，雨声使人变得敏感而脆弱、多情而感伤；“秋窗
已觉秋不尽，那堪秋雨助凄凉”，雨声是闺中伊人敞
开心扉的幽怨；“一声梧叶一声秋， 一点芭蕉一点
愁，三更归梦三更后”，雨声是离人绵绵不尽的客愁
与相思；“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雨声是落魄仕
子无边的愁苦和落寞的心境；“何当共剪西窗烛，却
话巴山夜雨时”， 雨声是缱绻美丽的爱情和绵绵地
相思；“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买杏花”，雨声又
是文人雅士一幅翰墨淋漓的风情画了。 “少年听雨
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船中，江阔云低，断
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
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词人蒋捷饱经世
事沧桑，方才发出“雨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感慨，原
来，“无边丝雨细如愁”，昔日难在，今日欲说还休。

雨雪冰霜是宇宙的常客，是自然灵秀的精华。
因而，听雨必须回归自然，远离城市的喧嚣，重返
旷野乡郊，才可在宁静祥和之境，浑然忘我，聆听
宇宙轮回，生生不息。 其实人生也不过如此，生老
与病死，困难与挫折，富有与贫穷都是人生际遇，
又何苦心为物役，神为欲伤，倒不若回归自然，以
一种乐观洒脱的心境笑对人生，“不管风吹浪打，
胜似闲庭信步”。 否则，生命何来？ 万象何惧？ 人
生何始？

依水居
■ 王全（海南）

百姓高歌牛开成
■ 谢有造 吴有政 邓圣章

1、纪委干部牛书记，感人事迹记入书。
从政清廉好榜样，百姓高歌怀念他。

2、以人为本牛书记，为民谋福尽心机。
积劳成病仍工作，在基层吃苦长期。

3、带病在岗苦自己，一边工作一边医。
先进党员好干部，全岛上下总学他。

4、替民办事合民意，为着百姓苦身机。
任劳任怨真实干，老少山区人念他。

5、廉政为民扬正气，坚持原则记心机。
工作不分日共夜，人民群众赞夸他。

6、崇高品德心灵美，爱民如子好心机。
艰苦朴素志气有，得予人念念不离。

7、经常工作在村里，村民称赞棒牛书。
设法想方谋发展，敬业爱岗永长期。

8、与党同心连一起，听党话来读党书。
默默奉献不辞苦，高高举起党红旗。

9、党风党纪心铭记，刻苦认真读好书。
严于律己行公道，腐败歪风都怕他。

10、人民怀念牛书记，辞别人世众伤悲。
一生功绩留千古，百姓千秋纪念他。

“远学焦裕禄，近学牛开成”，
作为一名来自最基层的乡镇干部，
牛开成同志的事迹引起我省干部群
众强烈的反响和共鸣。他殉职后，先
后被追授“海南省优秀共产党员”
和 “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先进工作
者”等荣誉称号，成为全省党员干
部， 以及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干部学
习的楷模。

英雄并没有远去。在牛开成同
志的家乡，也是他工作的地方———
儋州， 各界干部群众以儋州山歌、
调声、诗词、楹联、书法、美术、摄影
等多种形式，歌颂宣传他的先进事
迹。 让我们随着这些歌声和笔触，
重温牛开成同志短暂而又光辉的
一生，在那些平凡点滴中感受共产
党员为民、务实、清廉的作风和情
怀。

浩然正气在人间
那年高考
■ 马亚伟（河北）

那年我要高考了，我对母亲说：“妈，我今年要
考大学了，家里的活儿少让我干点儿。 ”母亲头也不
抬，依旧收拾着手里的东西说：“考呗！ 碍着干活什
么事？ ”

我知道，在父母看来，高考没什么了不起，就像
一场热闹繁忙的秋收一样，势必要忙上一阵。十年寒
窗，不过就像他们年年进行的农事一样，播种过，耕
耘过，总是要看到最后的收成的。

那时候我们住校，两周回家一次。 每次回家，母
亲都使唤我干这干那，去田里帮着浇地，在家喂猪喂
鸡。 那次，我气呼呼地说：“人家要高考了，时间多紧
张，哪还有功夫干这些闲事！ ”母亲劈头盖脸来了一
通：“什么是闲事？ 合着我一天到晚干的都是闲事。
不干这些闲事，你吃什么，喝什么！ ”我心想母亲一
个农村妇女，哪里懂得高考是多么要紧的事。

在吃饭上，母亲从来没给我开过什么小灶，也没
有专等我回家改善伙食。只是那年的鸡蛋特别多，吃
都吃不过来。 母亲说：“今年养的鸡多，鸡蛋有的是，
你吃完，剩下的再带上去学校吃。 ”

高考临近了，很多同学的家长都来学校看孩子。
家长带了一大堆好吃的，千叮咛万嘱咐，看着有的同
学在父母面前撒着娇，我羡慕极了。我的父母一次也
没来看过我，那次学校让带一个证件，父亲也是托同
村一个同学的家长捎来的。

麦收季节，我回家一天，本打算好好复习功课。
一大早，母亲就喊我：“快起床，跟着下地割麦！ ”我
嘟囔着：“都什么时候了，我还要复习呢，还让我割
麦？ ”母亲说：“啥事有割麦要紧！ ”

下了地，一边割麦，母亲一边说：“今年你就毕
业了，家里就有个帮手了，秋收就能帮上忙了！ ”母
亲的语气里，分明是在说，我今年考不上大学，必然
会回家务农。 我不服气地说：“妈，你怎么说这么扫
兴的话。你怎么知道我考不上大学，这几回模拟考试
我都是全年级前三名，连老师都说我肯定能考上。 ”
母亲说：“我也就这么一说。 到时候你就使劲考呗，
考上考不上都不重要。 ”

进了考场，我心里觉得非常坦然，没有像那些背
负着父母满心期望的同学那样紧张。考场上，我还想
起母亲说的话：“使劲考呗，考上考不上都不重要！”
考场上的我，就像父母收割庄稼一样从容镇定。

那年， 我真的考上了大学， 母亲高兴得欢呼起
来。 一向冷淡的母亲，好像从来没有那么兴奋过，我
觉得有些奇怪了。

后来，父亲告诉我，母亲是在故意用忽略我的方
式帮我缓解高考压力， 因为那年我舅舅参加高考就
是因为压力太大而落榜的。我又听妹妹说，那年的鸡
蛋，父母一个都没吃过，连妹妹都没吃过几个，全都
让我吃了，带走了。粗心的我，在家没吃几顿饭，竟然
没有发现这个秘密。原来，母亲是在用特殊的方式帮
我备战高考。

母爱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爱。因为爱儿女，会
把母亲所有的智慧都激发出来，所以天下的母亲，个
个都是蕙质兰心。她们以爱为锦囊，巧妙使出她们的
“三十六计”。

李龙驹 草书中堂

牛开成生前在儋州市雅星
镇调打村参加植树节活动。

（儋州市委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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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个美名遗史书
■吴英

1、老牛出世新州地，任职雅星镇副书。
坚守基层好干部，公仆本色众夸他。

2、职兼纪检委书记，反腐倡廉严法书。
有案必查不失职，事实求是审查它。

3、两袖清风身正气，不图名利众敬佩。
行为举止遵照法，德立身又纪律他。

4、牛开成生心美丽，留个美名遗史书。
全省人学习榜样，学习他又颂歌他。

5、忠于职守严律纪，办事秉公民钦佩。
有求必应不辞苦，不贪群众一毫厘。

6、深入群众听民意，人人都感谢牛书。
以人为本行公事，党群关系水与鱼。

7、党的事业当己的，几时都记在心机。
不完成眠不着眼，带病忘医期过期。

8、敢负责担当自己，为党鞠躬而尽瘁。
病情恶化入身上，还是上班不误期。

9、雅星镇是山区处，生活不似大城市。
省衣节食经常事，牛书不以这为奇。

1 0、四十六岁归阴处，路边花草知伤悲。
人民群众流双泪，党政举哀纪念他。

1 1、模范书记归阴处，功德长存民赞书。
学习他尽忠于党，共追国梦举红旗。

1 2、虽是人生不免死，人事了心难免悲。
化悲痛变为力量，学牛书处世传奇。

1 3、圆国梦民间美丽，复兴强国法着依。
牛开成光辉榜样，树立公检法红旗。

■ 高世碹

纪念牛开成作品选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