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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阿成的相识是一场偶然，或许，那就是
所谓的缘份。虽然许久未曾谋面，但每每看到
他在微博上更新的“牢骚”，总能在我平静的
心里掀起一波涟漪，然后我就开始想象阿成
发牢骚时囧囧的样子。
阿成是我在古益矿做施工时认识的，当时

他在 260中段做采掘工，二十三、四岁的样
子，脸上总是挂着满满的笑容。阿成嘴角上有
颗痣，都说嘴角长痣的人话稠，阿成是一个喜
欢说话的角儿，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而且总
喜欢摆出一副过来人的样子。当然我得承认，
他的很多说辞都是有些道理的，不过那些话
从他嘴里头出来，总让人感觉哪里好像不太
搭调。后来我琢磨着可能是因为他出社会比
较早，经历的比我多吧！
阿成的确是在 16岁就出来闯荡了，他说

他“年轻”的时候去过很多地方，做过很多的
行当，然后才到了矿山投奔他三叔干起了采
掘工，这一干就是好几年。说起在外面闯荡的
日子，我分明看到了阿成脸上原来洋溢着的
光辉在慢慢变淡，之后，无奈和艰辛的表情便
占据了他整个脸庞。
其实，我和阿成熟识之前，我们几乎是天

天见面的，然而那时我们的关系更像是“甲
方”和“乙方”，机械的问答和应承。两颗同样
年轻的心完全没有因为年龄的相近而拉近那
么一丁点的距离，但这似乎只是因为缺少了
那么一个特定的氛围。
记得那次爬天井，因为天井是正在掘进中

的，所以梯子离掘进平台还有一小段距离，要
扒着横在井筒壁上的木椽才上得去。正当我
吃力地用双手支撑着身体上下两难的时候，
一只手伸到了面前，我抬起头就看到了阿成，
一双清澈的眸子里闪烁着满满的真诚。阿成
手上沾满了油污，滑滑的，所以就抓得有些
紧，他的手臂很有力，被他那么顺势一拉，一
股莫名的暖意流淌过了整个身体。坐在木板
搭起的平台上，我递了支烟给阿成。在被汗水
湿透的衣服上擦了擦手，阿成爽快的接过了
烟。我们就这样面对面坐着，简单的聊了一会
儿工作上的事情。临走的时候我特意告诉了
阿成我的名字。
那以后，每次在井下遇到他，都会聊上几

句，从工作到生活再到过去……他见我不会
讲本地话，每次都会教上几句工作上常用的，
不久我们就变成了朋友。
后来我到了生产科，很少去 260中段了，

所以就很少再和他见面了。过年回矿上班的
时候去找他，才听别人说他已不在矿里干了。
一直想打个电话给他的，但也不知道说些什
么，只是偶尔通过他微博上更新的“牢骚”，
去想象他又遇到了什么滑稽的事情和他那囧
囧的样子。当然，我每次都会留下一段祝福的
话给他，虽然微不足道，但至少这是我想表达
的。

阿 成
□杨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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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出生，就开始接受着妈妈给予的恩泽，现在我
长大了，又能为妈妈做些什么？是不是该尽女儿的孝
心，让妈妈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记得那天下午，天气很闷热，午睡醒来时，没有看

到妈妈在家，她可能去给花生除草了吧？我决定要去帮
忙，减少妈妈劳作的时间。我装了半瓶水出发了。来到
田间，远远地看见妈妈低着头劳作的身影，心里愧疚着
自己的迟到。我喊了一声“妈，要不要喝水？”妈转过脸
来说：“当然要了，你不拿来的话，我就想回家喝点水
了。”看着妈妈迫不及待地打开瓶盖，一口气喝下几口
水的饥渴样子，心里很是懊恼，生怕妈妈责骂。可是，在
她脸上看到的却是微微的笑容。我开始陪着妈妈劳作
起来。
能帮妈妈做一点小事，我心里面觉得欣慰。随着自

己的成长，妈妈却在慢慢地变老了，她的身体健康状况
也在发生着的变化，一些老年疾病也随之而来，疾病的
困扰让妈妈脸上的愁容增多了。我虽然不能为她减轻
疾病所带来的痛苦，但也想尽力让妈妈在生活上过得
开心点。我在日常的生活中发现，哪怕只是煮一顿家常
便饭，等着外出劳作的妈妈一起回来吃，她也会觉得高
兴；哪怕只是静静地坐下来，听一听她心中一直想说却
没有机会说的话语，她也会觉得舒心；哪怕只是偶尔陪
妈妈逛逛街，帮她挑选心仪的衣服，她也会觉得满足。
这些看似平常的举动，都足以让一个母亲感受到女儿
对她的关爱。
很多的时候，母亲也需要儿女的关心与理解。我想

成为妈妈的守护者，让她感受到被女儿关爱的温暖，我
会带着一颗感恩的心一路前行。

妈妈，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徐小玲

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回蒙山探
望母亲了。这天，陪着母亲走在街
上。她突然站住，仰头望着不远处
的一座高楼，在嘟喃着。我问母亲
怎么了？母亲说，听说前面这座高
楼是电梯楼，不知这电梯到底多
快就上到最高层？母亲的话让我
一阵的内疚。母亲虽然在县城生
活了多年，但还没见识过这种高
楼直上直下的电梯。于是，我决定
带母亲见识感受一下她眼里的新
鲜事物。
当母亲站在电梯里时，只见

她不住地转着头左看右看，上瞧
下瞧，还这里摸摸，那里敲敲，70
多岁的母亲如孩子般的好奇。
“哦，这样的一个‘小屋子’就是

电梯了。”母亲边看边说。母亲幼
稚的言行逗得电梯里的人一阵
乐，小小的电梯里回荡着阵阵的
笑声。电梯启动了，“哟，脚下的铁
板怎么也跟着上来的？”。母亲的
疑问逗得大家又一阵乐。当母亲
看到不同的楼层电梯会自动打
开，有人出，有人进时，又好奇地
问，“这电梯怎么那么听话，让人
想在哪层楼进出都行的？”我如导

游般耐心地解释了一番。不一会
儿，电梯到了最高层 12楼了。这
时，只见母亲张着嘴吃惊的样子，
“怎么那么快呀？”母亲的神态言
语逗得旁边的人又乐一番。过了
一会儿，我们又进入电梯下一楼，
母亲再次站在电梯里，不再是那
么好奇东瞧西摸了，而是一个劲
的乐，直点头说电梯真快真好，住
得再高也不会累了，现在建的东

西真了不得呀！在母亲节即将到
来时，自己给母亲当了一次“导
游”,觉得这也是给母亲一个很好
的节日礼物。

看着母亲高兴、兴奋的样子，
叫人不由得不沉思：在现实中，我
们有许多在外工作的子女，能否
做到常回家看看，多陪陪自己的
父母呢？其实，我们的父母要求不
高，你只要有一颗感恩的心，多抽
时间回家看看，多听听老人的唠
叨，多带父母见识感受一下现代
的新生事物，便可以让父母满足、
开怀了，可以让他们的晚年享受
到更多的幸福快乐了！

母 亲 游 电 梯
□陈凤贤

外公是个草药土医，我小时
候经常跟他入林，其中最有趣的
事情便是观察乌鸦反哺。
乌鸦是群居在林中的鸟类，

以谷物、果实、昆虫等为食。年老
的乌鸦会得到子女的反哺，在窝
中怡养天年。我观察它们的时候
正值春季，恰值青黄不接的时节，
昆虫也很稀少，乌鸦觅食自然要
困难得多，往往要飞到很远的地
方去找食。当它们飞回来的时候，
往往是有气无力，肚子也扁得厉
害，虽然嘴上已叼了一粒果，但它
们从不会先吞下充饥。它的家有

两个窝，一个窝里是老得早已飞
不动的双亲，另一个窝里是刚生
下不久的雏儿。当它飞过雏儿窝
的时候，早已饿得不耐烦的小乌
鸦依依呀呀叫食吃，可是果子只
有一粒，乌鸦会毫不犹豫把食物
投向自己的父母。它很明白小乌
鸦得不到食物会被饿死，但它更

明白父母得不到食物也会被饿
死。不仅如此，在一天的十多次投
食中，仅有两三次落在雏儿窝里。
夏天到了，乌鸦家庭已经基本不
复存在，八只雏鸟只剩下两只，双
亲也因年老体衰相继死去。乌鸦
沉重地拍动着翅膀，继续着自己
的生活……

人们常说母爱是自然界中所
有动物的本能，而乌鸦正是牺牲
了对孩子的爱来完成对父母的孝
敬。回头看看我们自己，有些人不
要说孝敬父母，就连对父母最起
码的生活保障也不愿给予，置年
老父母于不顾。甚至有些人反过
来夺取年迈双亲其微薄的收入去
享受奢侈。乌鸦这种动物尚且能
反哺，而我们这些被称为万物之
灵的人呢？反哺是维系社会及家
庭走向和谐、温馨和安宁的行动。
在孝敬长辈方面，我们真的应该
好好反思自己。

反 哺
□ 贺琼

声音，谁都想只挑好的听，因为动听的声
音会使我们心情愉悦，那种声音我们管它叫音
乐。但是，苍梧冶炼公司动力车间制氧站的员
工，却对某种特别的声音有着不一样的特殊感
情!
走进正在生产中的制氧车间前，你能体会

到“物未见，声先至”的境界。若恰巧遇到个放
空伴奏，那更是远飘数里，真正够得上是“声名
在外”了。
入到车间，如果要对话，则要对着对方的

耳朵喊，五步之遥，你就要用吼。不戴耳塞待时
间长点，它们的集体“演唱”，将足以震憾到你
的心灵深处。
也正是如此，和这些“高音家”们相处久

了，对它们的脾性也有了相当的了解。员工还
能通过“望（压力表，液位计等）闻（听声音）
切（探棒听震动）问（看相关反馈数据）”四
诊，来了解它们的健康状况！
因为声音能比较直观反映它们的运行情

况，因此，氧站员工对声音都有着比较敏锐的

感觉，而且还有着与别人不一样的感情。
因有过打雷天突然停电，导致氧站所有系

统停止运行，造成影响整条生产线正常生产的
事件发生，所以，如果遇到雷雨天上班，进入厂
区大门时，只要听到氧站离心空压机的声音，
接班的人就会舒一口气：空压机还运行着，好
样的！
这就是与我们工作相伴的美声。

与 声 音 共 舞
□刘国圣

那是我第一次有生活在别处的感觉。
2008年 1 月 16 日下午三点前的一分钟，

我站在梧州市中山路 7路公车的起点站，裹挟
在寒风里瑟瑟发抖。身上只有 5毛钱，手机没有
话费了，到银行又领不出钱，那个时候感觉自己
是世界上最孤独无助的人。我看着熙熙攘攘的
人群，来来往往的车流，第一次感觉到我与这座
城市的距离。满大街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他们
和我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们相互成为彼此的过
客。我脑海了浮出了我生活在别人的城市里这
个想法，这里并不属于我。
我拿出手机翻看储存在手机上的号码，却

发现在梧州没有一个知心的朋友，我该找谁来
帮忙呢？在最后的挣扎中，我用身上仅有的 5毛
钱给一个不是很熟的同学打电话，我说我没钱
了，在中山路 7路公车起点站这里。她只说了两
个字：等我。
大约过了 40分钟，我看见她从 7路公车上

跳下来。这 40分钟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我
似乎在慢慢长夜里等待一丝黎明的曙光。看到
她，我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身体充满了热量，暖
流随即袭遍身体的每个角落，一种雪中送炭的
感激侵入身体的每个细胞，让我这个七尺男儿
几乎热泪盈眶。强烈温暖的冲击让我记住了这
个贵人，因为这个人让我记住了这座城市这个
站牌，在这里，我在寒风中的等待有过一个温暖
的回报。我再回头看看来往的人流，发现这个城
市也有它温情的一面。

2006年 9月 9日，经过七八个小时的车旅
之后，我背井离乡来到了这座城市，开始了我的

大学生活。
刚开始时，并不喜欢这座城市，因为她山多

路窄地不平，连人都不那么客气。早上 10点开
店，晚上 6点准时关店；早上喝早茶，下午喝午
茶；夜市基本在 11点之前就收摊了；进商店买
东西随你爱买不买老板绝不招呼。但另一方面
也反映了他们喜欢悠闲的生活。有一个故事说，
两位阿伯在下棋，洪水就在脚旁边，但是下棋的
两个人却不慌不忙，洪水升一点，两位老伯就把
棋盘往高处挪一点，把悠闲的生活发挥到了极
致。
四年之后，我知道了哪条街的螺蛳粉最好

吃；哪个店的火锅便宜而实在；哪个市场的蔬菜
最新鲜便宜；哪条街的凉茶确实有效；哪家店的
衣服款式潮流价格实惠；当我熟悉到可以闭着
眼睛在梧州城里的任何角落里乱窜的时候，我
才发现我对这个城市有多么的熟悉，在不知觉
中，我可以操着白话和阿姨们在菜市场砍价，以
假乱真铩羽而归时，我已经喜欢上了异乡的这
座城市。
喜欢这座城市公交车。南宁的公交车豪华

与破烂参半，车上人特别多，似乎永远没有空
位；玉林的公交是经常等半个钟头不见一辆车，
让人感到等待的无奈；桂林的公交车比较豪华，
坐着也舒服，但是色彩与格调并不统一。梧州的
公交车是一种秀外慧中的美，不仅外貌漂亮，吸
引人的眼球，而且车里干净舒服。它们统一是黄
色的，大气而不失细腻，隽雅而不失庄严，公交
车行走的路线设置的比较合理，去一个地方可
以有几路车到达，车上常见到“靓仔靓女”们给

老者让坐。
喜欢这座城市的夏天。虽然地处桂东南，北

回归线穿越而过，在广西她比低她纬度的城市
要热得多，所以她的降火减温的东西特别热销，
在这个城市的很多角落都可以看到凉茶店，还
有特色的消暑食品龟苓膏。这是她内在的消暑
方式，她外在最好的消暑方法莫过于游泳。不必
说游泳馆里的成群结队，不必说鸳江大桥底下
的摩肩接踵，单是二桥底下就聚集了大批游泳
队伍，从桥上往下看，花花绿绿的一片，人头和
游泳圈混在一起，令人眼花缭乱。所以，夏天可
以看到梧州人对游泳的火热激情。
毕业后，留在这座城市里工作，当我在这个

城市生活了 6年之后，深深地爱上了这座城市。
喜欢这里的公交车，喜欢这里的街道，还有这个
城市的味道。我怀念学校旁边的北水凉茶店里
卖凉茶的那个小女孩，每次去买凉茶，她都免费
赠送我们会心的微笑；我也怀念在学校旁边的
“忠记”螺蛳粉，那时候 3元 5角钱就可以吃得
又饱又好，如果能加上一块钱买一个鸡蛋，那么
就是我快乐一整天的理由；我常常怀念 7路公
车，车上经常挤满男女老少，通常大部分都是梧
州学院的学生，或是恋人或是同学，在他们纯真
无邪的笑容上我看到了我当年的情景；我怀念
潘塘公园旁边的酸菜鱼和“八步”烤鱼；我怀念
无所事事时和舍友们爬到白云山上打 “拖拉
机”；我怀念在河堤上和我的恋人在悠然自得
地散步；我怀念周末邀上三五朋友到“昔日情
怀”尽情 k歌。无论是龙母庙四恩寺，或是中山
公园河滨公园，亦或太和花园圣文园，都留下了
我的足迹。
这座城市不仅保存了我美好的大学时代，

也让我看到了人间的温情，她封存了我曾经有
过的呼吸与存在，让我由最初生活在别处的感
觉变成了和这个城市融为一体。在这里，我快乐
地学习、生活和工作。

生 活 在 别 处
□吕岳阳

本人业余爱好颇丰，犹喜把弄十字绣，
什么“母子情深”、“花开富贵”之类，绣了
一幅又一幅。在诸多作品中，本人最心仪
的，便是那幅———太阳之下，一只翠鸟站在
竹林深处，振翅欲飞，凭借竹子报告平安的
“竹报平安”十字绣。

传统寓意纹样，《酉阳杂俎续集·支植
下》：“北部惟童子寺有竹一窠，才长数尺，
相传其寺纲维每日报竹平安。”纲维，主管
僧寺事务的和尚。后以“竹报平安”指平安
家信，也简称“竹报”。后来从除夕到元旦，
把发明了纸卷的爆竹，家家户户燃放，意在
驱邪魔，迎平安。故有“爆竹声中一岁除”
或“爆竹一声除旧，桃符万象更新”等诗
句。
现代文明遍布生活的方方面面，追求

无止歇。为名利，为钱财，劳碌奔波。古语有
云：“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有的人喜气洋
洋，有的人眉头不展。生活的甘甜和幸福，
时时伴随着无奈和失落。
以花为媒，用竹表心声。人人都渴望过

些有滋有味的岁月，但不可能时时都潇洒
并拥有秋水般的心情。因此，闲暇之余做做
针线活，既可陶冶性情，又可打发些许无聊
时光，一举两得。
竹空能容物，心宽人平安。之所以在竹

林上面绣一太阳，意在告诫自己，凡事不要
太过较真，心胸要开阔，要以阳光的心态，
看待一切事物，不必为那些纷扬的落叶而
惆怅，不必为一朵将落而未落的花而伤感。
过得舒心些，平安就好。

竹 报 平 安

□肖广丽

他举起了右手，温暖的阳光照在身上

胸前的红领巾随风飘拂，鲜艳夺目

刹那间，懵懂年纪的他意识到

自己爱上了红色

从此，他执着地追寻着，追寻着

热血与汗水在矿山里尽情地挥洒

不知不觉间

当年的小小读书郎已是生产能手

胸前团徽上的那一抹红色

是他最为骄傲的青春印记

追寻着，追寻着，他仍未停止脚步

因为他知道

那刻着镰刀锤子的红色

是如此的美丽

他爱她，爱得如此深沉

追 寻

□邓飞

一天，站在花圃前看盆景工匠给新种
的小树做砌筑物填充。
这是一堆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鹅卵

石，但是经过盆景工匠的调整、对比，取舍
等合理安排，不管是什么模样的鹅卵石，它
们总会找到适合它们自己的位置，成为填
充的一份子，为装饰砌筑物发出一份自己
的光，展现一份自己独有的美。
看着工匠干活，我慢慢品出一点启示

来。
我们有些年轻人，一踏入社会或者走

上职业之途不久，会由当初只求觅得一份
工作，每月领到一点薪水，慢慢地感觉到工
作似乎既忙得喘不过气来，又呆得很不舒
适，就像找不到合适自己脚的鞋子一样。显
然，这是找不到适合自己职业的位置而一
片茫然。
我们每个人各有所长，每个人的特点

也不一样，如同鹅卵石一样，各有千秋。比
如，有的人具有烧菜、种植、做陶瓷、木工的
才能，而有的人则具有修理、开车、把脉治
病等才能，但是他们所处的职业却不一定
能发挥自己的所长。这也许是迫于生存的
压力，也许是迫于家庭的干预，也许是别的
因素，就是不能找到最合适自己的，最有兴
趣和最具所长的职业。这时，怎么办？我想，
像盆景工匠手下形态各异的鹅卵石一样，
经过调整、取舍，为自己创造机会，尽快找
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安心工作。
只有把心态放宽了，怀揣着一颗积极

向上的心，机会来了，就像这堆鹅卵石那
样，总有一天会找到适合自己位置发挥作
用。

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

□封梅清

《一枝独秀》刘丽芳摄影作品

《会登临绝顶,一览众山小》
周勇源绘画作品

《人间四月芳菲尽， 山寺
桃花始盛开》
凌瑞金 书法作品

清明，开着小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而
过，乡村、田野在窗外不断地更替。我们生活
在地球这个大转盘里像蚂蚁搬家似的劳
碌。
到达村庄的时候看见村口处停放着一

辆大巴车，看着人上下搬东西的景象，蓦然
想到，人生其实不也在上车下车吗？在这趟
开往远方的生命列车上，坐着各色人等，至
于在什么时候下车，就全看你的运气和路数
了。也许这完全是无意的和不可预测的。如
果你运气好、安份些、注意点，又一路顺风，
没碰到大灾难的话，你就可以“乘”得路程
长一点和时间久一些，欣赏到的风光可能就
更多。否则如果遇上环境恶劣，碰上颠覆和
意外的话，那你就不那么顺当了，你随时都
有下车的可能，或者坐着也不舒适，如坐针
毡般有很多痛苦和烦恼，度日如年。

在人生这趟列车中，许多人可能与你
毫不关联，但他们一定会与你风雨同舟，同
甘共苦一段时间的。你是与他们困难与共、
情同手足、心心相印，还是尔虞我诈、不共戴
天、你死我活，这就全看你的态度和行为了。
生命的列车在飞奔向前。你迟早总要下

车，问题的关键是在你坐车的时候，要尽可
能地坐得舒适些，有意义些，行程尽量远一
点。当然在你惬意的时候，也要让别人坐得
快乐和幸福，这才是我们每个人都需去思考
和努力的。

人生犹如行驶的列车

□ 杨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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