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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的一次机会袁与昔日好友相聚遥多年不见袁我们聊得甚
是开心遥好友感慨道院野唉浴自结婚生子后袁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
了袁每次回家我都发现妈妈比原来衰老了许多噎噎冶听她这样
说袁我不禁心生惭愧选遥 平时我回家也少袁更不曾留意父母是否
变老遥 野你妈今年多大岁数了钥 冶好友关切地问遥我一时哑然遥是
啊袁我妈多大年龄了袁五十一钥 哦袁好像不是遥 好友不经意的提
问袁让我倍感愧疚遥自己现在亦为人母袁深深懂得作为母亲的艰
辛和不易袁本想参加工作后好好孝敬父母袁可现在连父母的近
况都不大清楚噎噎

母亲属于典型的家庭妇女袁一切以丈夫孩子为中心遥 我们
小的时候袁爸爸工作在外地袁家里里里外外袁全靠她一个人支撑
着遥那时袁家庭条件不是太好袁而母亲性格又要强遥过年时袁为了
让我们穿上新衣服袁她常常熬夜到天亮遥

参加工作后袁由于不在父母身边袁每周我会例行公事似的
往家里打电话报一下平安遥 有时忙起来忘了袁母亲便会焦急地
把电话打过来院野宾袁在家呢浴还好吧钥冶每当这时袁我的心里便会
有一丝羞愧遥 自己这么大了袁还让父母挂牵噎噎

父母对子女总有操不完的心遥 从生下他们的那天起袁就一
把屎一把尿地把他们拉扯到上学遥 孩子的十年苦读袁也将父母
折腾得脱了一层皮遥 苦等苦盼袁孩子学业结束袁本想能轻松一
些袁可孩子工作的事还没着落遥好不容易将工作安顿好袁却又到
了成家的年龄袁又要考虑他们的婚嫁遥待子女一个个成家立业
有了孩子袁做父母的还要为他们带孩子遥 而我们却像一只只小
鸟袁长大了袁翅膀硬了袁就飞离温暖的老窝遥之后袁便开始自己的
生活袁很少考虑到父母怎样遥

朋友的话让我突然警醒袁院父母已经进入花甲之年袁他们已
没有多少岁月可以挥霍遥 我想提醒每一个做子女的人院趁父母
还健在袁让我们抽出一些时间袁带着孩子和爱人常回家看看遥让
我们用心来回报父母的爱袁不要让我们的人生留下无法弥补的
遗憾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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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小鹏

多少个午夜梦回浴 依稀荡舟在那片浓绿
滴尧婆娑摇曳的十里芦荡袁仿佛嗅得河岸野
的芳香袁 隐约听得玩伴们溪中捉鱼时的嬉
和乡村女子甜美的歌唱袁 仿若触及碧波盈
的顾盼和水草柔曼的牵缠噎噎
多少个午夜梦回浴 我沉醉地依偎在故乡

小河旁浴
许是因了这条小河袁儿时的乡村虽清苦袁

不乏乐趣遥 夏日里袁我和玩伴们拎了竹篮袁
了镰刀袁 待打完满篮的猪草袁 晾晒在河滩
袁便迫不及待地跳进清可见底的河里捉鱼尧
虾尧打水仗袁或是在芦苇荡里捉迷藏遥 被烈
暴晒的河水袁温温地尧热热地尧缓缓地从小
划过袁赤裸的双脚踩在柔软绵长的水草上袁
柔的尧软软的袁很是惬意浴
深秋袁河两岸摇曳着满目洁白的芦花遥我

们隐藏在芦荡深处袁 学着电影里游击队员的
样子袁玩打鬼子的游戏遥 玩累了袁便坐下来将
细白柔韧的芦杆剥成篾袁 编成精致灵巧的风
葫芦袁 嘟起小嘴将洁白轻盈的芦花吹得袅袅
娜娜袁飞飞扬扬遥

冬日里袁浅水处结了厚厚一层冰遥这样寒
冷的天气也无法将我们圈在家里袁 只要不上
学袁这里便成了孩童的乐园遥我们乐此不疲地
在冰面上划行着袁像几只欢快翩飞的小鸟袁为
寂寥萧瑟的冬日增添了几许生机和活力遥

然而袁我们最最喜欢的还是春天遥
春来时袁微风最先吹绿的便是小河两岸遥

柳丝由嫩黄转为翠绿袁 芦苇也发了芽袁 抽着
节袁一天一个样地疯长遥河岸的绿草间缀着许
多不知名的野花袁淡淡的芳香弥漫在风中袁令
人眩目袁让人沉醉浴

沉寂了一个冬季的河水袁 像刚刚睡醒的
少女袁慵懒地伸伸胳膊袁踢踢腿袁旋即便活跃
起来袁在浓绿尧馨香的包围中显得更加妩媚和
俏皮噎噎

多少年来袁这帧绝美的画卷袁时时在我脑
海中展现袁 且久久萦绕于我的梦中熏 不肯散
去浴

那年袁终难解思乡之苦袁重归故里袁欲再
睹她的芳容遥 当我满怀一腔热望接近她的时
候袁呈现在我面前的却是一条吐着白沫袁呈酱
红色呜咽哭泣的污水河遥 青青的芦荡和柔美
的柳林了无踪迹袁鱼鳖虾蟹更是荡然无存熏河
岸平整肥沃的稻田袁 也让掏沙者们挖得沟壑
纵横袁狼藉不堪浴代之而来的是林立的厂房和
狼烟四起的烟囱袁 还有冒着热气汩汩排放的
污水遥面对眼前的景象袁我的心一阵阵刺痛和

悲凉浴
正是因了这条河袁这个不起眼的小镇袁才

会成为闻名全国的野造纸第一镇冶遥 造纸业的
迅猛发展无疑带动了一方经济的繁荣袁 个别
人也获取了不菲的经济利益遥 他们在疯狂利
用和索取资源的同时熏何曾想到过袁其实他们
破坏的是后代子孙的生活环境遥 望着这呜呜
咽咽的污水河袁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中噎噎

转眼几年过去了袁 环境污染问题已引起
国家的高度重视袁 而且自上而下都在下大力
气进行治理整顿遥与此同时袁我也在渴盼着那
条让我魂牵梦绕的小河能够恢复往日的清
澈袁在我下次回故乡时袁儿时那幅绝美的画卷
能再次展现在我的面前遥

那 帧 被 撕 毁 的 画 卷

李
庆
新

有些事情袁 发生在几天前就已经模糊不
清了曰有些事情袁二十几年过去了袁当时的情
景却清晰依然遥

记得上小学三年级袁 同学们都陆续开始
使用钢笔了遥可能是年龄小的原因袁不是今天
这个尧就是明天那个同学钢笔没有墨水了遥相
互之间借来借去也多有不便袁 如果让每个同
学都带一瓶放到教室也不现实院 当时经济状
况都还拮据袁虽然钱不多袁也是一笔开支啊浴
怎么办钥

有一天袁 教室后面的一个角落里多了一
个纸箱袁并且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袁我与
这个纸箱结下了不解之缘遥在老师的倡议下袁
班上同学有了废纸都扔到纸箱里遥 有的同学
在教室外面见到了废纸袁 也都主动拣起来扔
进纸箱里去遥 这样袁每到周末袁就能攒一纸箱
子废纸遥

记不清是班主任的安排袁还是本人毛遂
自荐袁每到周六下午放学后袁我和另外一位
同学袁多了一项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袁就是
把这箱废纸抬到废品收购站遥 这是一件苦差
事袁从学校回家路过废品收购站袁两个人抬
着纸箱子一路走下来袁 对于小学生来说袁经
常是气喘吁吁噎噎

班主任就以这笔卖废品的钱作为基金袁
定期给教室里买一瓶野天安门冶牌子的蓝黑钢
笔水袁放在讲台上以备不时之需遥这一招可解
决了不少同学的难题袁 教室里从此也干净了
不少袁可谓一举多得遥 后来袁越来越多的同学
加入了这个行列袁 自己也从中找到了某种成
就感袁干起来也就理直气壮了遥

转眼二十几年过去遥 当年卖废纸买钢笔
水的传统袁 不知道如今母校的小师弟师妹是

否传承了下来遥 寒来暑往袁自己的孩子也上小学了袁看着他们衣食无忧尧宠
爱有加的童年袁真不知该为他们欢喜还是为他们忧遥 轻而易举地得到自己
想要的东西袁那种幸福感和成就感袁我想肯定会淡之又淡遥

现在都在强调创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袁我想自己当年的实
践在任何年代都不会过时遥

童

年

的

记

忆

在党史馆的大厅里袁
悬挂着鲜红的党旗遥
党旗上
交织着镰刀和锤子遥
党旗下
伫立着一老一少袁
老的是已经退休的爷爷袁
少的是刚上幼儿园的孙子遥
爷爷讲院
野镰刀代表农民袁
锤子代表工人阶级遥
他们手挽手团结在一起袁
永远是好兄弟浴 冶
野爷爷袁镰刀和锤子会生锈吗钥 冶
孙子眨着大眼睛问了一句遥
这句话天真无邪袁
这句话童言无欺袁
这句话问者无心袁
这句话听者有意袁
乍一听颇似禅语袁
细品味发人深思噎噎
这句稚嫩的问话袁
让爷爷心灵震颤袁两眼潮湿袁
他紧紧地把孙子搂在怀里袁
十分动情地说院野好孩子袁
这镰刀和锤子袁
永远不会锈蚀浴
因为有我们这代人的忠诚维护袁
还有你们后代人的智慧接力袁
更重要的一点你要牢记院
因为他们是特殊材料铸就的浴 冶

党旗下的稚语

肖 岚

不经意间袁小子已窜成一米八几的大个子袁
成了一个帅气的大小伙儿遥 可在当妈的眼里袁小
子还是那个少不更事的孩子遥

其实袁小子早已长大袁只是在我的潜意识里
不愿意承认罢了遥

那是两年前了袁 大概是小子刚刚工作时遇
到了难题袁我们在一起探讨遥 我凭自己多年的阅
历侃侃而谈袁小子则不声不响遥 听完后袁他才告
诉我袁他已经这样做了曰又说袁他是怎样想的遥 我
发现袁小子的想法和做法比我还要成熟遥 如此几
次袁我才感悟到院哦袁小子已长大了遥

记得那年袁小子刚从部队转业袁我带他一起
去西藏旅游遥 一路上袁他不但不要我照顾袁反倒
一路帮我背行囊打开水噎噎出力的尧 操心的事
儿袁他都揽在自己身上遥

更让人出乎意料的是那年他交了女朋友遥
在我心里还是个孩子的小子袁 有一天突然领着
一个女孩子让我认识遥 我一时真的难以接受院

野小孩子这么小怎么就谈恋爱钥 冶野妈妈袁我都二
十多了呀噎噎冶

再以后袁小子自顾自地忙着院工作学习恋爱
生活袁把自己打点得井井有条遥 而我依然是把他
当成小孩子袁时不时地教育一番遥

去年袁小子被单位选送到外地进修遥 儿行千
里母担忧遥 尽管电话里小子说在学校怎样怎样
好袁一再拒绝我去送他袁可我就是不放心遥 不亲
眼看看心里不踏实遥

二十几个小时的行程赶到后袁小子接站找
宾馆安排吃饭一路紧忙乎遥 看着他高高兴兴忙
来忙去的小样儿袁 我心里又是欣慰又是心疼袁
心想袁这哪儿是看儿子袁简直是给儿子找麻烦
来了噎噎

吾家有儿已长大袁吾儿长大娘不愁遥 可那分
牵挂依然是才下眉头又上心头噎噎

有时袁我想对儿子说院野小子袁你有这样麻烦
又唠叨的老妈袁只当是你的耶福气爷吧浴 冶

吾 家 有 儿 已 长 大

常 回 家 看 看

银为迎接野弘扬主旋律袁永葆先
进性冶党员干部歌咏会袁近期袁氧化铝
一厂八车间党支部积极组织党员进
行排练遥 渊王丽娜冤

银为丰富广大员工的业余生活袁
远月 员远 日至 员苑 日袁 水电厂供电车间
组织车间工会积极分子尧党员和班组
长以上管理人员共五十余人分两批

到荥阳市丁店水库举行了钓鱼活动遥
渊韦笑玲冤

银远 月 员源日袁长城铝技校野五四冶
活力杯篮球赛经过 员 个月的紧张激
烈的角逐圆满结束遥 渊王建军冤

银近日袁 水电厂积极组队参加
野氧化铝杯冶篮球赛遥 渊陈文峥冤

银为丰富教职工的业余生活袁不
断塑造和谐的校园文化袁近日袁长城
铝技校工会组织职工举行了篮球比
赛遥 渊杜新立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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