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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人的秋風
王文興

跟隨秋天的腳步，沐浴秋日的陽光，

盡情地欣賞著山川田野的詩和遠方，尋找

著屬於我的浪漫，享受大自然賜予我們的

豐盛饋贈。

秋風拂過阡陌和田野，似一曲美妙而

動聽的交響，琴弦隨風而動，彈奏出天籟

之音，吸引著遊人的腳步，震撼著遊人的

心靈。沿著山間彎曲的小路，走進密密層

層的樹林深處，去賞析秋風吹來靜謐的清

幽，洗去一身疲憊，看漫山遍野的野菊花

迎風怒放，株株淡雅、朵朵秀麗，此刻你

的心，像是被一汪水秋水浸泡過，溫柔似

水地隨風蕩漾。

秋天的雨清脆、靈動、隨和，宛若一

闋宋詞，多情而柔美。雨絲飄落，地表開

始有一層微涼在緩緩地升騰，散發出清新

的氣息。纏綿的秋雨淋漓在瓦屋上，交織

在河面上，灑落在田野裏，渲染出「一場

秋雨一場寒」的秋意。田野像一面巨大的

鼓，歡快地接受著雨水的敲打，鼓面上跳

濺著無數個細碎的水花，空氣中瀰漫著沁

人的果香、花香，輕輕地吮吸一口便會令

人心醉神迷。風輕輕地撫摸著陽光，熾熱

的陽光頓時多了幾絲溫柔，金黃的葉片將

陽光切割成細細的碎片灑落下來，輕輕地

敲打著地面，風輕盈地掠過枝頭，盈滿秋

的芬芳。抬頭仰望，天空宛如一塊天然的

藍寶石，浩瀚、純淨，變幻莫測的雲朵，

在陽光的照耀下，顯得格外耀眼，我的心

情隨著秋風、秋色、秋陽在飛揚，盡情享

受在大自然賦予的視覺盛宴中。

夕陽淹沒在群山之中，夜色便悄無

聲息地漫上來，村莊、樹林、田野籠罩在

一層層淡淡的紗幔之中，白天喧囂的秋風

安靜了，躺在地上的葉片失去了生機，風

中傳來窸窸窣窣的聲音，嚶嚶唧唧的鳴叫

聲猶如銀鈴迎風，高音婉轉，低音切切。

一輪掛在半空的明月發出柔和皎潔的光，

星空明亮，它們像閃爍的明眸注視著我。

村莊籠罩在輕柔的煙霧中，那煙、那霧、

那霜花在秋風中抖落了一地秋韻。站在楓

葉染紅的山坡上，看秋風飄葉，聽秋風絮

語，陣陣的涼意讓人感到了欣喜，吹過的

風中夾雜著桂花的幽香，讓靜謐的夜多了

一份別有情趣的韻致。

我愛這恬淡靜美的秋天，我愛這透著

清純，透著淡雅沁香的秋天，獨守內心的

那份寧靜，婉約成一闋清雅恬淡的詩篇，

享受在大自然賜予的饋贈中，過著純淨簡

單的日子，這樣挺好！

秋意正闌珊
王軍賢

「手捧一枚落葉，多想重新把它掛上樹

梢，始終找不到流淚的理由，誰能告訴我，

夢中的花朵，為什麼開不過秋天」當我寫下

這幾行詩句，這一季精彩紛呈的秋天，已經

接近了尾聲。

有人說，不奔赴遠方，不知道世界有多

廣闊；不深入秋天，不知道季節有多博大。

秋天欲走還留，但等到過了霜降，才算真正

進入了晚秋。

進入晚秋時節，山川沒有了繁盛草木的

覆蓋，會逐漸裸露出粗糲狂放的線條；河流

沒有了豐沛雨水的注入，漸漸失去了奔騰千

里的氣勢；原野沒有了綠意盎然的植被，暗

淡了激情勃發的詩意。

晚秋時節，總有一些場景讓人無限感

慨——紅紅的柿子掛滿枝頭，點亮一盞盞張

燈結綵的紅燈籠；秋風像一把神奇的梳子，

每梳一遍，蘆花就更白一些，如一把佛塵搖

曳，要為你掃去心中的塵埃。

蒼 茫 高 遠 的 天 空 ，

大雁正扇動穩健的翅膀，

整齊劃一、一字排開，義

無反顧地飛向遠方。

「 花 開 不 並 百 花

叢，獨立疏籬趣味濃。寧

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墮

北風中。」

作 為 晚 秋 的 代 言

人，秋菊頂風傲霜盡顯風

流，她以盛大的氣場和魅

力，生動展現了秋到深處

的風姿神韻，讓原本有些

淒清蒼涼的季節，多了幾

分浪漫和溫情。

「 秋 氣 堪 悲 未 必

然，輕寒正是可人天。」漸漸老去的秋天，

在不同的輪迴裡，一定有著不一樣的心境。

但是，有那麼多的人，喜歡繁華似錦的春

天；可是，又有多少人，能夠坦然面對秋天

的清冷與落寞呢？

多好啊！晚秋正午時分，太陽光線明

媚，一個人安于一隅，可以看得見微小的塵

埃上下翻飛，細如蒼翠年華里的流光。這些

肉眼無法輕易覺察的景象，多像一個人內心

世界裡的喜樂和感傷，蒼白與繽紛。

其實，換一個角度，你同樣可以領略秋

天別樣的美景。就像一個人，經歷了人世間

的世事紛擾，閱歷得到了沉澱，懂得了捨得

和放下，收穫了一份成熟和自信，胸懷一份

淡定與從容。

驀然回首處，秋意正闌珊。眼看著秋

天，正一步步走遠，但它終究還要回來。而

永不回頭的，是那些在光陰裡越走越遠的

人。此刻，佇立在如水的秋色裡，我們不必

黯然神傷。

請相信，來年的秋天，自然界仍然會

有情深意長的秋風秋雨；來年的秋天，雙眸

中仍然會有疊翠流金的醉人美景；來年的秋

天，希望的田野仍然會有繁衍生息的草木莊

稼。

來年的秋天，被大愛普照的人世間，仍

然會有溫熱如初的詩篇……

選擇的魅力
陳述玲

人生因為選擇，多姿多彩，千人千模樣，萬人萬精彩。

週末，下班高峰，我們的車被困在馬路中間，前後左右都

是車。車流緩慢移動，我有些著急，孩子卻悠然地一邊欣賞著
路邊的風景，一邊給我繪聲繪色地解說。一會講變幻的晚霞，
一會講高樓上閃爍的霓虹燈。突然，她興奮地喊道：「媽媽快
看，那個車裡有海綿寶寶呀。」

我匆匆朝右前方撇了一眼，海綿寶寶映著燦爛的夕陽和晚
霞，平靜的貼在後擋風玻璃上，兩個大眼睛瞪得大大的，有些
無辜，似乎對堵車也有些無可奈何。孩子還在興致勃勃地和海
綿寶寶隔空對話，突然它的主人就帶著它，插入了另外一個車
道，走遠了。

孩子吵著要看海綿寶寶，十分著急，我看著前方插隊的車
子，更著急了。我也想變換車道，以便離開這堵車的路段。

汽車一輛接一輛，在四個車道上排得密不透風，為了安
全，我還是乖乖地留在原先的車道上。

終于前方車子開始加速，車流終于正常行駛了，孩子又一
次興奮地喊道：「媽媽快看，快看，海綿寶寶車。」

我又朝右前方撇了一眼，果然海綿寶寶車在那邊，和剛才

我與它的相對位置沒有發生變化，海綿寶寶依然在我的右前方

平靜地看著身後的車流。它的主人換了一次看上去行駛比較快

的車道，但還是在終點的時候遇到了沒有換一次車道的我們。

我們開車跑在路上，困在車裡，能看到的距離和範圍都非

常有限。這個樣子，與我們行走在生命的長河中，無法預測前

方會遇到什麼機遇，無法預知未來的命運走向如何，何其相像

啊？！

在人生的道路上，我們經常會遇到要做出選擇的情況，

有時候是工作單位的選擇，有時候是行業的選擇。有人始終堅

持如一，有人頻繁地做出選擇。其實無論哪一種情況都無可厚

非。可是回過頭去看，如果人生只有一個選擇，我們也只能在

一個跑道上堅持下去，那麼生命的最後，是不是就不再後悔當

初沒有選擇的道路了呢？

沒有選擇的情況下，我們只能堅持那條我們唯一能夠走的

道路，就像沒有辦法換車道的我們，不可更改的當下環境逼迫

我們堅持，「有志者事竟成」，時間會告訴我們，堅持的人會

遇到好運。

當然，這只是一個假設，人生道路充滿了岔路口，正因為

如此人生才更加迷人。我們也會面臨各種選擇，有些人留下，

選擇堅守，有些人離開，就像海綿寶寶車，雖然最後我們的相

對位置沒有變化，但我相信它一定跟著主人看到不一樣風景。

這正是選擇的魅力。

20多個省份密集推出激勵措施，鼓勵生娃還需從哪些方面發力？
　    新華社北京11月29日電　自今年8月十三
屆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關於修改人口與計劃
生育法的決定以來，各地相繼啟動地方人口
與計劃生育條例修改工作，密集出臺鼓勵生
育措施。據不完全統計，截至11月28日，已
有20多個省份完成修法或啟動修法，其中延
長產假、增設育兒假、發補貼成為高頻詞。

多地延長產假60天，
有的地方生二孩三孩買房有補貼

　　根據國務院制定的《女職工勞動保護
特別規定》，女職工產假為98天。「新華視
點」記者梳理髮現，相較於「全面二孩」時
期，此輪多地修改的條例絕大部分都進一步
延長了產假，多為增加60天。
　　浙江還對產假期限分類作出規定，明確
女方生育一孩延長產假60天，生育二孩、三
孩延長產假90天。值得注意的是，陜西省計
生條例修訂草案提出，女職工生育三孩的再
給予半年獎勵假。
　　育兒假也是一個新亮點。新版人口與計
劃生育法規定，國家支持有條件的地方設立
父母育兒假。多個省份據此新設育兒假，假
期天數集中在每年5至15天。
　　上海、浙江、黑龍江等地規定，子女3周
歲前夫妻雙方每年均可休育兒假，安徽放寬
到6周歲前。重慶還設置了兩種育兒假模式，
夫妻雙方可根據自身情況靈活選擇。
　　除完善休假制度外，一些省份還在修法
中規定設置育兒補貼。
　　黑龍江規定，市級和縣級人民政府對依
法生育第二個及以上子女的家庭應當建立育
兒補貼制度，並適當向邊境地區、革命老區
傾斜，具體辦法由市級和縣級人民政府制
定，省級財政可以給予適當補助。北京規
定，建立與子女數量相關的家庭養育補貼制
度；未成年子女數量較多的家庭申請公共租
賃住房的，可以納入優先分配範圍，並在戶

型選擇等方面予以適當照顧。
　　在省級層面修改計生條例的同時，目前
已有一些市縣推出「自選動作」，政策涵蓋
完善生育服務、減輕家庭負擔等多個渠道。
　　比如，四川攀枝花對按政策生育二、三
孩的戶籍家庭每月每孩發放500元育兒補貼
金；新疆石河子對符合規定生育二、三孩的
戶籍家庭，每月每孩各發放500元、1000元育
兒補貼；山東煙臺規定，三孩孕產婦可報銷
產檢費1000元。
　　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地方對生育家庭補
貼範圍較廣。甘肅臨澤縣今年9月出臺優化
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實施意
見，共提出發放生育津貼、育兒補貼、保教
補貼、購房補貼等11條具體扶持措施。如對
生育二孩、三孩的臨澤戶籍常住家庭，規定
在該縣城區購買商品房時給予４萬元政府補
助，在各中心集鎮等集中居住區購買商品房
時給予3萬元政府補助。

休假、補貼怎樣真正落地？
　　記者在多地採訪的家庭普遍對生育配套
措施表示歡迎，認為有助於減輕育兒負擔。
江西南昌的殷女士是一名全職媽媽，近日她
剛剛在網上申請辦理了三孩生育證。「很方
便！頭一天在公眾號上申請，第二天就拿到
了。」殷女士說，丈夫的護理假也從10天延
長到了30天，這樣能在她月子期間多一些陪
伴。
　　與此同時，很多人對政策能否真正落地
表示關切。
　　不少地方出臺的措施中都對延長產假、
育兒假期作出規定，有的還明確休假期間工
資、獎金、福利與在崗職工同等待遇。「政
策有了，但企業在用人時對育齡女性會更嚴
苛，這意味著女性在職場的困難更大了。」
一位女士坦言。
　　「現在婚假、產假、護理假都在延長，

加上新增的育兒假，一個育齡員工如果多次
生育，其休假時間將持續數十個月。」四川
一家小型民營企業的負責人說，這對企業是
一個考驗。
　　深圳民間智庫因特虎創始人黃東和說，
落實新政策對於大多數中小企業來說，是一
筆不小的新增人力成本。
　　黑龍江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曲文勇說，政
策切實落地，要考慮企業付出的成本。各地
不僅要監督休假制度執行，更重要的是構建
一套合理的休假成本分擔機制，讓用人單位
願意支持休，嬰幼兒父母敢於休。
　　江西省人大常委會委員、教科文衛委副
主任委員黃小華建議，應抓好修改後人口與
計劃生育條例實施效果的監督檢查，各級人
大常委會要通過執法檢查、執法調研、聽取
專項工作報告等形式，推動政府及有關部門
聯動，促進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的各項
舉措落到實處。
　　政府補貼如何到位？甘肅臨澤縣住房和
城鄉建設局局長閆克義說，補助資金將從
2022年起納入財政預算，多渠道籌措解決。
近期，當地對意見出臺以來至10月底期間出
生的新生兒進行了摸排，有74戶新生兒家庭
符合生育津貼、育兒補貼發放條件，近期將
陸續發放到位。
　　針對個別地區已出臺給二孩、三孩家庭
逐月發放育兒補貼金的政策，專家認為，相
關措施應量力而行、因地制宜。
　　「要看到不同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不同、
社會福利配套不同，也會導致生育意願不均
衡。」黑龍江省政協委員趙坤宇說，各地在
出臺政策時應從地區實際出發，避免盲目跟
風或「一刀切」。

期待教育、醫療、住房等
配套政策持續發力

　　除了對假期、補貼等政府硬核政策的期

待，多位受訪家長還表示，期待破解「敢生
不敢養」的難題——目前出臺的政策更多集
中在生育領域，在養育方面尚較為籠統。
　　記者在多地調研發現，新生代父母對嬰
幼兒托育的需求不斷增長，但托育機構數量
偏少、價格較高，普惠型托育機構匱乏，不
少家庭陷入「想送托但送不起、不敢送」的
困境。
　　重慶市民小張是一名1歲男孩的家長，夫
妻二人都是全職工作，雙方父母年事已高，
幫帶孩子很吃力，急需托育服務。周邊社
區有一家條件不錯，但每月收費5000多元，
「我們兩口子月收入也就1萬餘元，還要還房
貸，這個價位承受不了」。
　　廣東省人口發展研究院院長董玉整認
為，激發生養意願是一個需要全社會理解並
參與的系統工程，要啃下教育、住房、醫療
等「硬骨頭」，切實減輕生育多孩家庭負
擔。蘭州理工大學教授王裏克認為，加大托
育服務供給是現階段最為緊迫的著力點之
一，應大力鼓勵和支持用人單位和社會力量
興辦嬰幼兒托育服務機構，形成全日托、半
日托、計時托和臨時托等多種形式的服務網
絡。廣東省人口發展研究院研究員李超等專
家建議，應推進教育公平與優質教育資源供
給，大力執行學位隨機分配原則，推動各片
區間教育資源更均勻分佈；還可探索實行差
異化的個稅抵扣及經濟補貼政策，建立從懷
孕保健到孕期分娩再到18歲或學歷教育結束
的全面鼓勵生育體系。
　　專家同時表示，加大醫療投入，保持房
價長期穩定，是降低撫養直接成本的關鍵舉
措，應通過持續推進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切
實降低醫療費用，堅持「房住不炒」定位，
構建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長效機制，完善住
房市場體系和住房保障體系，讓全體人民住
有所居。

新技能 新生活：西藏農牧民的致富「金鑰匙」
　　新華社拉薩11月29日電 在西藏林芝市波
密縣藏芝星農業科技有限公司茶園裏，茶田
管護員正忙著給茶樹澆水鋤草，門口的項目
牌上展示著茶樹品種、生長週期和管護注意
事項。
　　「沒想到，種不了的閒田還能種茶樹，
讓我們增加了新的收入。」看著現代化的連
片茶田，在此工作的古鄉雪瓦卡村32歲村民
索朗措姆由衷感慨。
　　得益於尊重群眾意願實施的農牧民技能
培訓和剩餘勞動力轉移就業，持續推行農牧
民技能「訂單式」培訓和「以工代訓」，越

來越多的西藏農牧民不用再把大部分時間花
在農牧業生產和低效率勞動上，轉而學習新
知識和新技能，有了體驗多彩人生的更多選
擇。
　　記者從西藏自治區第十次黨代會上獲
悉，過去五年，西藏累計轉移農牧區富餘勞
動力283.9萬人次。
　　索朗措姆說，過去地裏主要種青稞和玉
米，到茶園工作讓她有了新的生活體驗。
　　西藏林芝市波密縣藏芝星農業科技有限
公司負責人陳偉介紹，茶園項目共流轉農牧
民土地1220畝，主要生產烏龍茶、白茶等，

長期帶動雪瓦卡村32名群眾在本地就業，農
牧民每人每月工資6000元。
      「為了讓群眾儘快適應現代茶產業，我們
還安排了系列專業培訓，幫助他們習慣新工
作。」他說。
　　長期以來，中央政府為西藏制定了許多
特殊優惠政策，逐年加大轉移支付力度，在
不同時期相繼安排了一大批重大工程項目。
1994年至2020年，對口援藏省市、中央國家
機關及中央企業分9批共支援西藏經濟社會建
設項目6330個，總投資527億元。
　　隨著中央支持、全國支援力度逐年加

大，西藏經濟社會實現快速現代化。2020
年，西藏地區生產總值突破1900億元，同比
增長7.8%。同時伴隨著西藏人口增長，城鎮
吸引了越來越多的農村剩餘勞動力。
　　在拉薩柳梧新區康樂扶貧搬遷安置點，
46歲曲尼開的茶館分外熱鬧。穿梭在顧客
間，曲尼不斷招呼著大家，臉上洋溢著幸福
的笑容。
　　2018年4月，曲尼一家還住在曲水縣達嘎
鄉色達村，靠著幾畝薄田和牛羊過日子，農
閒時也前往拉薩打些零工。全家不算貧困，
但日子也緊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