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母亲个子不高袁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
因病去世袁是母亲一个人含辛茹苦的带大我们
姐弟几人袁是她用她那瘦弱的肩膀扛起了整个
家袁可是却没有半点怨言遥如今我也为人父亲袁
我终于知道母亲当时的辛苦袁也逐渐能体谅她
了遥
记得小时候上幼儿园袁别的小朋友都有爸

爸妈妈的接送袁可是我的母亲从不送我遥 有一
天早上我坚持要母亲送我去幼儿园袁母亲把我
拉到一边对我说院野孩子袁只有离开母亲避护的
翅膀袁才能学会展翅飞翔袁寻找属于自己的一
片天空遥做人也应如此袁不能依赖别人袁人要学
会独立和坚强袁 才能在人生的旅途中搏击风
雨遥冶当时的我还小袁根本就不明白这些话是什
么意思袁如今我终于明白母亲的苦心袁正因为
如此现在的我是个独立自主的人遥
还记得在我十岁那年袁我跟一群小伙伴到

别人地里偷挖了几个大红薯袁兴高采烈的跑回
家袁对妈妈说院野妈妈袁你看我们有大红薯可以

吃咯遥 冶野这是从哪里来的钥 冶妈妈问我遥我回答
说院野这是我从别人地里挖来的呀遥 冶妈妈知道
后把我打了一顿袁然后很严肃的告诉我院野没有
经过别人的同意哪怕是你拿一根针袁那也算是
偷啊袁何况是那么多的红薯袁你怎么可以这么
做呢钥 我们不可以随便拿别人的东西袁这是做
人最基本的常识袁你怎么可以去偷别人的红薯
呢袁这样是不对的遥 冶

还有一次我半夜发高烧袁 母亲连夜把我
送到医院袁不眠不休的照顾了我一整夜遥 第二
天我醒来看到她疲倦的样子袁便对妈妈说院野妈
妈袁您辛苦了袁一定很累吧浴 冶野傻孩子袁妈妈不
累袁你快点好起来才是妈妈最大的安慰遥冶此时
我眼里盈满了眼泪遥
母亲对我的点点滴滴我都会铭记在心袁在

即将到来的母亲节里袁 我想对她说院野妈妈袁这
二十多年来袁 您一人抚养我们真的很辛苦袁谢
谢您遥 冶

母 亲
□覃超旭

如果你不曾有过擦肩而过的机会袁
你就不会懂得欲哭无泪是怎样的感觉遥

如果你不曾真真正正地爱过一个
人袁你亦不会明白情为何物袁直教人生
死相许的那种苦涩遥
如果你还未为人父母袁你更不会领

略到无谓的付出也是一种大爱无疆的
恩情遥
只要你换一个角度去思考问题袁众

多的苦难都微不足道袁 再重的担子袁哭
着是挑袁笑着也是挑遥 再不顺的生活袁只
要不绝望袁诚心真意地去面对袁微笑着
它就能撑过去了遥 不信钥 这一切只因为
有家之爱遥
我是 2011年 12月份应聘到厂综合

回收车间的遥 不过袁车间到现在 2月份
还未完善袁尚还在建设当中遥 车间主任
是一个年轻且很帅的小伙子袁 名叫王
猛袁白皙的脸庞上透出一股英气袁一眼
看过去就是那种谨慎而稳重袁精明且能
干的人遥

随着时间的推移袁我们新员工与领

导和老员工的交往日渐熟络袁感情上的
升华袁我们的所谈的话题范围逐渐宽广
了袁从天南地北到日常生活袁老员工愿
意分享这个行业的经验袁所见所闻和一
切问题袁 我们新员工亦愿意乐闻其详遥
其实大家彼此都能明白袁 这样的交流袁
既能促进彼此的感情袁亦能使工作在一
定程度上的配合会更默契袁 其中乐趣袁
不足为外人道也遥
偶然的机会袁我们接触了主任遥其实

主任这人性格比较温和袁 谈吐得体大
方袁 实际工作上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遥
从他言语中我们感觉到他是言语不多袁
但能开玩笑的人遥 主任工作忙袁但是他
很关心车间的每一个人遥 他公平地对待
每一个人袁公平地处理每一件事袁大家
都信服他袁让每一个人都感觉到集体的
关怀与温暖遥
主任说袁 由于目前我们车间尚未正

式投产袁看着别的车间热火朝天地进行
着袁各种言语和其它形式会给各位员工
造成一定的压力袁 心中虽然不是滋味袁

但是这种 心情他能理解遥但是接下来的
工作量会随着车间建设逐渐的完善和
生产的需要而会逐步增大遥 在工作上就
要协助厂部建立有效的流程袁树立我们
员工的自尊心和团体的荣誉感遥 还鼓励
我们新老员工在往后的工作中不要怕
苦尧不要怕累袁不懂就问袁不会就学袁互
相合作袁互相帮助袁并要求大家具有良
好的团队意识袁懂得合作与交流袁也要
懂得分享与给予袁做什么事情都得为这
个家想一想遥 依靠团队袁在新的一年里
取得比较理想的成绩遥
俗话说袁万夫一力袁天下无敌遥 人的

价值除了具有独立的完成工作的能力
外袁更主要的是要具有与他人共同完成
工作的能力遥
一个团队存在的目的袁 就是为了能

更好展现其整体的优势遥 我们新员工虽
然对这个行业初来乍到袁但是如果经过
我们的每个人与行业中的专业人才和
优秀人才的合作与交流袁通过不断的吸
取他人的成功的方法方式袁我们亦肯定

能将自已优势的一面发挥出来遥 这个
家袁 只有我们不断的有效的合作与交
流袁才能实现到整体利益最大化遥 合则
能利袁分则两败袁任何人想有所作为袁就
必须尽快融入这个大家庭中袁与大家共
谋共筹袁齐心协力曰而且在整个工作流
程中袁通过不断的磨合袁对出现的问题袁
可以通过交流会发现根源和一些弥补
的方法遥 而凝聚整个团队的核心所在袁
就是要求大家懂得目标要统一之外袁更
要懂得工作上尧生活中更多的分享和给
予遥 那是因为我们都是家庭中的一个成
员袁是一个有共同利益的团体遥 一个人
没有集体尧没有国家尧没有团队尧没有领
导和同事的帮助会成长吗钥 答案那是否
定的遥 所以一个人的奋斗袁在必要时候
就必须懂得吃苦耐劳袁自我牺牲遥 分享
与给予袁是智者之为袁但体现的是仁爱尧
宽容袁意味着尊重和民主遥
谢谢您袁让我明白了团队的力量袁让

我知道个人优秀远远不足袁只有团队优
秀袁我们才能走得更远更好遥

这 个 家 ， 那 个 人
□梁剑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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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执意要送我去车站
却，一路不言
脚步声中，仿佛世界上只有我们两个人

车子的轰鸣声划破了宁静
沉默中，你一把抓住了我的袖角
嘴角微微一颤，又了无痕迹
似乎想要说些什么
却，又不知从何说起
我的心也随之一颤，低头离去

不忍，不忍看你
不忍看你满头的苍苍白发
不忍看你沟壑纵横的面庞
不忍看你日渐浑浊的眼睛

不言，你从不言
无尽的爱尽在不言中

无 言 的 爱
□ 邓 飞

桃花有着一双水汪汪
的眼睛袁 绯红的脸颊艳若
桃花遥 桃花与男人刚成亲
一年袁 就跟着男人来到了
矿上遥

清晨袁 桃花为男人做
好早饭袁 看着自己男人狼
吞虎咽的吃下肚子袁 站在
门口目送男人到井下干
活袁桃花没有闲着袁买了几
只鸡鸭来喂养袁 捡上几个
鸡蛋鸭蛋为自己男人补补
身子袁 然后一边看电视一
边纳鞋子袁 男人喜欢穿桃
花做的鞋子袁软和不挤脚遥
桃花的脸蛋盈满着恬静与
期盼遥 桃花把对男人的疼
爱都化成一针一线缝进手

上的鞋子里遥
男人下工回来了袁桃花

满脸欣喜袁赶紧为自己男人
沏上一杯茶袁替男人拍打身
上的尘土袁为男人炒两个鸡
蛋袁把酒烫暖遥 男人幸福的
把桃花搂在怀里遥野桃花袁赶
明我挣钱了咱也去城里买
套大房子袁让你也过过城里
人的日子袁那多美啊浴冶桃花
说院野不管是在哪儿袁也不管
房子多大或多小袁只要是跟
着你在一起袁 俺就是幸福
的浴冶桃花的眼里淌出了蜜遥
桃花听着男人的鼾声袁

拿起了鞋底袁轻轻的在灯下
缝起来遥

桃 花
□ 许 丽

时间如流沙瓶中的细沙袁 缓缓下
落袁时间又像河流中的清水袁慢慢流走遥
时光如梭袁一去不返袁那些逝去的时光是
否还留在你心里的某个角落袁 是否会偶
尔勾起你某些回忆袁 拨动你内心那久未
悸动的心灵钥
作为男孩的你袁 是否记得钓到第一

条鱼时的开心袁玩弹珠时的快乐曰是否记
得和伙伴坐在电视机前抢着打带卡电子
游戏的热闹场景袁 在课堂埋着头偷偷地
玩掌上游戏机的小心翼翼曰 是否还记得
面对自己喜欢的女孩时腼腆的表情袁第
一次向女孩表白时的慌张和害羞钥 从活
泼好动调皮捣蛋到青春期的叛逆不羁袁
被批评过被骂过被打过袁 历练中慢慢成
长袁男孩变成了真正的男子汉袁懂得了责
任袁懂得了理解袁更懂得了父母的付出和
期盼遥
作为女孩的你袁 是否记得第一次对

某人有好感时的羞涩袁 将你的心事写入
日记时的彷徨曰 是否记得你们第一次牵
手时的手足无措袁手心不停冒汗的紧张曰
是否还记得小河旁他向你求婚时的小鹿
乱撞袁 约定终身时的幸福甜蜜钥 俗话说
野女大十八变冶袁 从小不点到懵懂的小女
孩袁渐渐变成美丽大方的姑娘袁如同可爱
的毛毛虫蜕变到五彩缤纷的蝴蝶的过
程袁 只有经历过成长了才能蜕变得更成
熟更完美遥

作为子女的你袁是否记得父母早起
为你做早餐的身影袁 下大雨变天时父母
给你送伞送衣服时的不顾一切曰 是否记
得当你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父母高兴时
的热泪盈眶袁 上大学路上送别你时父母
的依依不舍曰 是否还记得你外出工作远
在他乡父母对你的深深牵挂袁 你工作遇
到困难时父母的寝食难安钥 父母永远是
这世上对子女最关心尧最爱护尧最牵挂而
又不求任何回报的人袁无论身在何方袁遇
到何种困难袁都会有父母的支持与鼓励袁
而这种支持与鼓励将会给子女无比的力
量和信心遥不管子女在外奋斗得如何袁总
有父母总有那样一个温暖的家等待着子
女的归来袁而无论多远袁子女也总会赶在
除夕前回父母身旁吃个团圆饭袁 因为互
有牵挂袁因为野血浓于水冶遥

记忆袁是一把很奇特的钥匙袁会在不
经意间打开一扇门带我们回到某个特定
时期袁再次经历已发生过的事情遥而那些
消逝的青春通过记忆这把钥匙袁 将过往
与现实之间的这一扇门打开袁 让我们在
过往与现实中来回穿梭袁 享受其中的乐
趣遥

感谢那些远去的时光带给我们很
多袁不论快乐或忧愁袁还是酸甜和苦辣袁
这都让我们受益匪浅袁 经过岁月的洗礼
和磨练袁我们也将变得成熟稳重袁更懂得
珍惜和感恩遥

那 些 逝 去 的 青 春
□ 尹芳

那天是星期四袁天下着蒙蒙细雨袁刺骨的寒风
无情袭击着过路人遥 腊月里袁 白天总是那么暂短
的袁唯有昏暗的路灯散发着点点余光遥

转眼间就到腊月十号了袁下午下班后袁我骑着
单车向河堤市场而去遥 到了市场已经是六点多了袁
就只剩下整齐的摊子和凌乱的垃圾袁 经过一条水
沟遥 那边袁还有一盏灯袁好几个人袁我走了过去袁买
完菜就往回走袁手里还拿着零钱遥

眼睛不停地看着街面袁无意地瞄一下四周袁一
盏余灯之旁袁两根柱子中间袁有一个不知道名的东
西袁定眼看袁原来那是一只篮子袁后面还有一个影
子遥 脚却不听使唤地向前靠去袁随着脚步的靠近袁
那个影子渐渐地变成明了了袁 这才发现是一位衣
服破旧袁尊坐着的老者遥一张用头巾全裹的头只露
出沧桑的布满风霜的脸孔袁瘦削不堪袁黄中带黑袁
一双深凹带呆的眼窝袁 在昏暗的路灯旁袁 一动不
动袁仿佛石雕的袁只有那眼珠在左右转动着遥

走上前袁我看了一眼破旧还算完整的篮子袁随
手拿起最后一把青菜袁 用沉重的语言对她说院野婆
婆袁这把青菜袁我要了遥 冶边说着袁边看着她袁好一会

儿袁她才明白过来袁只见她的头呆呆地动了一下袁
发紫带黑似乎还带着积血的双唇一张一合袁 似乎
想要说些什么的袁但也没有发出任何声音遥 看了下
手中的零钱袁 于是我掏出钱包袁 拿了一张五十元
的袁递了过去袁缓缓地说院野婆婆袁这是五块钱袁你不
用找了遥 冶只见她畏畏缩缩将那布满龟裂的手袁颤
抖着伸了过来袁犹豫了一下袁停在空中遥 我把钱放
进她的手里袁转过身子袁慢走了十几步后袁停了下
来袁 又转身过来袁 看着这位婆婆又回到刚才的样
子袁渐渐地袁我的眼睛湿润了袁模糊了遥 同时也把我
的记忆也模糊了袁让我回想起母亲的身影遥

那是十三年前袁我家在农村袁家里共五口人遥
那时袁我在读高中袁哥大学还没毕业袁妹还在读初
中袁父亲在外打工袁逢年过节才回一尧两次家遥就这
样袁全家的重任落在母亲的身上遥 周末回家袁每当
我醒来的时候袁 总是看不到母亲的背影曰 吃晚饭
时袁 母亲总是笑着对我们说院野妈不饿袁 你们多吃
点袁我还要等着你你们考上大学的好消息呢遥 冶有
时袁母亲还打电话到我的宿舍袁问我院野二弟袁衣服
够穿么钥 睡得暖么钥 过些天我叫小叔带些东西给

你遥 冶我不知道回答什么袁只回了一句院野我袁很好袁
不用担心遥 冶就挂机了袁不争气的眼睛已经潮湿了遥
其实袁我也知道袁那时家里很穷袁母亲穿的都是两尧
三年前的衣服袁盖的都是五年前的被子遥 看着母亲
头上的白发越来越多袁我只会默默地祈祷院野妈袁身
体健康遥 冶不知不觉中袁我的嘴偿到了一些咸味了遥

擦干后袁 我走了回去袁 不忍心地对那位婆婆
说院野婆婆袁你的菜卖完了遥 冶过了一会儿袁她睁开了
那苍老无神的双眼袁伸出颤抖的只手袁摸了一遍又
一遍袁良久才站稳袁缓缓地挑起那个篮子袁拿着拐
杖袁一瘸一拐地消失地这条旧街的尽头遥
可能是站得太久了袁 旁边路过的人看到我发

呆的样子袁一个中年的叔叔走过来袁拍了拍我袁亲
切地对我说院野小伙子袁怎么了袁是哪里不舒服钥 冶这
才把发呆的我拍了回来袁我微笑地对他说院野没事袁
谢谢遥 冶然后袁对目一笑袁就回家了遥 一想起刚才那
情景袁慢慢地我的眼睛又模糊了袁把单车由骑着改
为推着袁走了袁消失在这条旧街的另一个尽头遥
过了几天袁我又来到了河堤市场买菜袁可是这

次怎么找也找不见那位婆婆了袁打听之后袁据在她
旁边摊子的阿姨说院野她家住河西袁几天前袁回去很
晚袁过河的时候不小心袁掉进河里了遥 冶我的眼睛瞬
时湿润了袁心中默默地祝福她院一路好走遥
后来袁自从她永别了我们之后袁我就很少到那

个市场去了袁偶尔经过那里的时候袁总是不忍心往
那两根柱子中间多看一眼袁渐渐地眼睛又模糊了遥

逝 去 的 背 影
□林福国

冰雪柔化袁大地回春袁桃花的春
天也随之而来遥在几天连绵不断的小
雨放晴之后袁我终于迫不及待的换上
兴奋的心情袁伴着几个摄影爱好者到
向往已久的桃花村走上一遭遥

春风又见桃花开袁 唯我多情独
自来袁 我知道并不止我一人钟情袁单
单是清新的空气袁就已经够诱人千里
之外了袁更别说这温暖的阳光袁在茂
林中追逐嬉戏调皮的鸟儿袁布满眼帘
的桃色以及桃花村上空溢满的桃香遥

如斯美景袁引人入胜遥 通往桃花
村的泥路上各色小车络绎不绝袁忽然
有个声音告诉我袁这是宝马袁这是奔
驰袁这是本田噎噎可是袁这又与我何

关呢袁 我关乎的应是这大好的春光袁
这郁郁葱葱的树木袁这错落有致的小
山袁还有远远飘过来的阵阵桃花香遥

在芳香的指引下袁 我们虽然兜
兜转转袁可也柳暗花明袁终于看到了
那洒满了红色的桃花林遥这桃花村果
真不俗袁开了玫瑰红的桃花袁粉色的
桃花也急忙来点缀袁雪白的李花也凑
起热闹来了遥那漫山遍野的桃花和李
花争奇斗艳袁吐蕊怒放袁娇艳欲滴袁赏
心悦目遥 此时人在桃花村袁有如处身
姹紫嫣红的百花园袁让人感到春意盎
然袁生机勃勃遥 望着美丽娇艳的桃花
一簇簇袁一朵朵袁密密麻麻的点缀在
枝头袁犹如刚降临人间的仙子袁正努

力地向这凡间尽情的展现它们的魅
力呢袁好一个人间仙境浴看得痴了袁呆
了袁伸手轻轻拂过袁柔 软的花瓣便从
枝头飘离而去袁正巧春风路过袁这花
瓣竟 也随之舞动起来袁 曼妙细腰的
飘到了另一株桃树的枝头袁惹得整片
桃花竞相怒放袁纷纷散发她们美丽的
香遥 似乎这个春天里袁所有的幸福香
气都可以积聚了遥这美丽而又淳朴的
地方即使是我这样的小女子袁都诗兴
大发起来袁只可惜袁兴起三秒袁便忘却
了袁因为此景此香袁只可观之闻之袁不
可亵之玩之焉遥忽听耳边传来小孩咯
咯的笑声袁放眼望去袁原来那边粉红
色的桃树下袁正有其乐融融的一家三

口在那儿拍照呢遥孩子的父亲真够耐
心的袁整个人都快趴下来了袁只为将
妻子与小孩融入这美景中遥我顿时也
来了兴致袁赶紧拿出相机袁把他们仨
都一同照了进来袁在水韵山情的桃花
村袁 在丽日与悠闲弥漫的春色中袁我
们分明感受着这和谐的魅力袁感受着
这美丽的桃花与桃花树下互相辉映
的幸福遥
走在桃花村袁我们有理由暂时将

城市的繁华遗忘掉袁留住这一刻难能
可贵的宁静袁 在这阵阵的桃花香气
里袁慢慢地寻回我们来时的路噎噎

桃 花 村 里 桃 花 香
□严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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