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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昨日开奖

天天彩经
广告

本报讯（记者 张波 摄影报道）连日来，乐山市老
年书画研究会山水绘画班教师邹建强拿起画笔，创
作了40余幅老虎画作，以迎接虎年的到来。

昨（20）日，在乐山中心城区滨江路的大江文化
画室，邹建强正挥毫泼墨，描绘心目中的老虎画像。
画室墙上，挂满了他创作的形态各异的老虎，有勇敢
威猛的工笔兼写意虎，也有可爱灵动的卡通虎，作品
中极其生动形象地表现了虎的嬉戏、栖息、回眸、独
步、群跃等生活场景。

邹建强今年70岁，从小痴迷画画，一生创作虎
画500余幅，新近创作40多幅。他希望通过传统绘
画的形式，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愿，同时祝福大家虎
年如意、虎虎生威。

本报讯（记者 罗曦 摄影报道）广场周围、闹市
街道、涌斯江边……处处张灯结彩、年味十足。昨
（20）日，记者在五通桥区城区看到，随着春节临
近，该区在广场、街道以红灯笼、中国结、福字等各
式新春饰品作点缀，营造出浓厚的节日喜庆气氛，
迎接新春佳节。

记者在四望关广场看到，经过精心布置的大型
宫灯灯组造型别致，“龙舟”载着金虎的造型表现了
五通桥区划龙舟的文化特色，又契合了2022年是
农历虎年，十分吸引人。灯组处处有福字的设计，
更是寓意了福气满满。

在三丁坝广场，大红“春”灯笼以及彩色灯笼和
盛开的鲜花，让广场里充满了春天的气息。除此之
外，记者在五通桥区城区看到，许多街道、商铺都悬
挂了红灯笼，一些店铺玻璃橱窗上还张贴了大红

“福”字，让五通桥区变成了一片红色海洋，新年氛
围越来越浓郁。

本报讯（记者 甘国江）近日，四川省福利彩票发行
中心乐山市分中心2021年年终总结会召开，总结回顾
2021年全市福利彩票销售情况。

2021年，乐山福彩从媒体宣传、销售员培训和站
点巡查三个方面协同推进，共销售福利彩票2.96亿元，
总销量全省排名第七，全年筹集公益金9276万元，其中
市本级公益金2460万元，确保了筹集公益金的体量未
下滑，为我市民政事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

近年来，乐山福彩热心公益事业，积极参与“大
爱乐山呵护你成长”“关爱留守儿童·播撒爱心阳
光”“童心向党·快乐成长”等社会公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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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消防器材
为安全护航

本报讯（记者 罗曦 但雨扬 摄影报
道）19日下午，市中区海棠街道办事处
桂花楼社区携手爱心企业乐山银硕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在桂花楼社区居委
会，举行消防安全知识培训暨灭火器
捐赠仪式。

活动现场，乐山银硕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为桂花楼社区76个老旧小
区捐赠了 200 余具消防灭火器材。
同时，安排了专人对社区居民进行
消防安全知识讲解。此外，社区还
开展了消防灭火实战演练。活动结
束后，桂花楼社区将进行灭火器安
装，为居民安全加把“锁”，把安全送
进居民家。

消防演练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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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福彩
去年筹集公益金927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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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鲁倩文 摄影报道）随着春节的脚步
越来越近，“昂首阔步新征程·虎虎生威向未来”2022
年乐山市百姓网络春节联欢晚会跟大家见面的时间也
越来越近。连日来，晚会各个节目正在紧锣密鼓地进
行录制。昨（20）日，记者来到录制现场探班，带大家提
前领略本次百姓网络春晚的精彩之处。

昨日上午10时，记者在录制现场看到，晚会演职
人员、制作团队都已到位。主持人一遍遍对台词，精益
求精；摄像师精心操作，忙忙碌碌；灯光师、音响师在进
行最后调试……现场一派繁忙景象。

记者在录制现场见到了老熟人——“乐山孃孃”黄
磊，今年他将继续担任晚会主持人。“这是我连续第四
年参加乐山百姓网络春晚，从最开始表演脱口秀、唱
歌，到担任主持人，每一年都如期跟乐山市民见面，陪
大家一起欢欢喜喜迎新年。”黄磊告诉记者，“今年我会
和另外3名主持人一同主持晚会，希望大家可以看到，
我不只是一个操着一口乐山话逗大家开心的‘乐山孃
孃’，也是能说标准普通话的主持人。”

对于今年的百姓网络春晚，黄磊充满了期待。“作
为一名犍为人，我很期待犍为县选送的非遗表演《薅秧
歌》，相信这个节目可以精彩地呈现我们当地原生态的
民间文化。”黄磊表示，“百姓网络春晚是乐山老百姓过
年的一道精神大餐，我非常高兴可以继续参与到晚会
的主持工作中，也邀请大家在1月28日晚上一同线上
观看我们本土的网络春晚。”

2022乐山市百姓网络春节联欢晚会探班

“乐山孃孃”邀大家共享本土文化大餐

录制现场

黄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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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图为资料图片，请作者与本报联系，以奉薄酬

嘉 州 诗 人

“我为春天写首诗”（二）

可是青衣江潮润的春风
涵养了蔚然森秀的气象
那些林木的茂密峥嵘，将春阳
挤碎成一地闪亮的金子

鸟儿们便在密林地上
拾捡和阅读春天零星的禅语
一条洞穿心扉的隧道
早已悟透了大山的秘密

山亭远眺
置身春色拥抱的小亭
眺望便不由自主。丹梨古国
青衣羌国以及古南安的烟云
在目之所及的边缘沉浮

那座覆盖千秋雪的西岭
依稀还是杜甫绝句里的构图
二月里的大旗山深情翘首
隔一带江流和我对视

刷纸墙的姑娘
舒展柔臂舞动舒展的刷子
洁白竹纸辉映洁白的情怀
将竹麻号子的火辣抛在云中
湿漉漉的心事晾在墙上

二月春风是另一把刷子
一遍遍抚平你皱褶的情感
直到晾干重叠成无字的情书
捎给远方任人去解读

蔚然大观山
（外二首）
朱仲祥

惦记农事，不需要理由
将小麦、稻谷、玉米和鲜花
种在一起，一幅彩色的中国地图
依然飘荡着苞谷酒的芳香

春风漫卷，这就是我所爱的
村庄，牛羊在远处吃草
往年的粮仓储满你今年的心事
这辈子也算不清所有的梦想

燕子呢喃，荞麦和马铃薯
在桃花树下听父亲讲
对牛羊的渴望，三两声鸟语
唱起《五月的鲜花》看遍原野

我们在村里谈谈诗歌
谈谈爱情，哪怕是一花一草
一虫一鸟，闪烁在心底的梦影
让锋利的农具将大地抱得更紧

在春天，生长民歌的土地
有关花的誓言将自己感动

一株野草绿在我身旁
父亲是个石匠。屋后那扇遗弃的石磨
是父亲在人世间的最后影像
两片石磨的唇齿间，一株写意的野草
拼足一生的力气，绿在我身旁

石磨旁，遭遇一株野草的呐喊
一段春天的骨头，赶到春天来到之前
从父亲的胸腔生发出来，那些静脉
带着黎明的露水，从不述说冬天的痛苦

没有耐心粉饰生活，一株野草的青春
总是相似的，为一扇石磨证明
石缝间的那一缕草香，让我不愿过多提及
春天之后还有春天

春天永远不灭，要绿就把春天绿透
当我站在窗前，等候风吹草动
等候一株野草的绿，对父亲的怀念
远不及一扇石磨来得沉重

你是春天的第几朵花蕾
诗和远方，你都一一经历过
将毕业证书压在箱底，鸟一样
飞回来，始料未及的冲动
只有心能够估量

对土地的热爱，与你的爱情
成正比，城市与乡村的天然屏障
再一次证实，一朵花的绽放
离不开滚烫的血液

村里的土路，第一次变得庄重
将一场爱情从头想起，用漏掉的
几粒谷种，播撒你的梦想
周身闪现出不尽的温暖

一切发生变化，人心都是肉长的
老乡们贴心的话语，孩子们
身上阳光的味道，是你的青春
描绘的画中最美丽的色彩

鲜花盛开的村庄（外二首）
李跃平

架上的豆荚，为你呈现着山岭的铭文
我们摘下它，犹如摘下翠绿的乡愁
炽热的心如莺催耕，母亲赤脚背着苕藤
从积雪潜出的春雷，敲响山里每一道门
使命与每一粒草籽息息相联
山上到处都有我的亲人
从一件农具开始打理故土
我们修好每一条田埂，我们打磨好每一条溪流
映照山河的光芒
每一处炊烟，每一条树根，每一块石头
每一次相逢，每一次艰辛，每一次苦难
都在打理社稷
使我的寨子散发出清凉与神韵
生长于斯的故乡绘就五彩斑斓
水绿山青编织的蓬莱仙境
千锤百炼的土地，容光焕发
草芽的脚尖，翻开大地之书，是又一次征途
我搂着故乡，托举万里河山

我像一只小鸟
栖于叶尖，默读故乡的版图
桃李的村庄，翁妪扭着春秋
碧空下，月宫阙仙居的人们
柳绿是否熟透了橘红
百年老宅是根是魂是我枕上的睡眠
一砖一瓦都在浅吟低唱
心旷神怡之中，颂歌醉壶觞
高速路绕开石头，却没有绕开远古洪荒
我把母语寄住世界，神在浩瀚的星空
捧着瓦蓝之上的月亮
虔诚的山脉犹如一枝嫩绿，交给来客
把诗与远方剪成白云
把鸟啼一粒粒丢进潺潺流水
煮一壶春天的呢喃

春天的路上
巴矛

那些足不出户的乡间小囡
躲进春天
安静的阁楼，恪守人气低迷的贞洁
不炫耀，不争宠
淡淡的妆，白里透红的小脸蛋
透彻羞怯的光芒
我的寻觅才刚刚起步，越过荒坡
蹚过河谷
一路跌跌撞撞，从清晨至黄昏
见证生命的凋落
一朵朵凄美动人的桐子花枕着春天
雨打风吹的传说

再写桐子花
不是每一方水土都足以孕育
知冷知热的桐子花
不是每一位痴情者
都有幸一睹这绝美的芳华

这个季节的桐子花，不会开在别处
小小花瓣
她只属于桐子村
属于那些高低不平的旮旯

承受季节的痛点，桐子花满脸潮红
不与桃色争宠，泪雨滂沱
谁又是谁的牵挂

桐子花枕着春天（外一首）
罗云

东风解冻。即日立春
厚厚的大衣下春意萌动
有人围炉吟诵坡仙的春江水暖
有人偷偷翻阅箱底的春色画图
一枝蜡梅暗香浮动

蛰虫始振。又五日
正如蜡封不住梅香
小寒乃至大寒也封不住春的消息
越过关山重重
像5G一样的速度
之乎者也
参阅东坡春江晚景

鱼上冰。又五日
端砚里盛开墨莲一朵
呵气挥毫
穿越风云雷电
我为坡仙铺开焦黄的宣纸
场景恰似江南半月之春

立春想象
张建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