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夫妻俩都是矿里的普通员工，工资稳定收入不高，但是
夫妻俩很勤快，小日子过得挺滋润的。
夫妻俩当年是通过朋友聚会认识的，从相恋到结成连

理，在岁月的洗礼中，在一粥一饭的恩情里，有着一股绵长
而又无形的力量，让两个原本陌路的人渐渐融为了一体。夫
妻俩恩恩爱爱，形影不离，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在生活
中同心协力，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下班后或休息日，在矿区里，常常看到夫妻俩的身影，他

们有时出现在矿区附近的地里，有是出现在矿区附近的山
上，还有时出现在生活区里，夫妻俩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对
勤劳的小蜜蜂，不停的忙碌着，耕耘着生活。

春天万物复苏，是最繁忙的季节。在一派春光明媚中，
夫妻俩下班之后，就会到菜园子里劳动，种瓜、种豆、种菜，
除了自足外，剩余的就拿去卖。在春笋钻出土时，夫妻俩还
不忘了到山上摘竹笋，采回来的竹笋多得常常让邻里羡慕
不已，那段日子，夫妻俩也成了矿区街上的常客———卖竹
笋。
夫妻俩养有一群鸡，傍晚饭后，夫妻俩就把圈养的鸡放

出来透透气，一人一个鞭子在看着，菜园里的菜叶子和锄地

时捡的蚯蚓这时就成了鸡的美食，和着玉米粉的鸡食让这群
鸡长得很好，生的蛋个儿也大。在县城上学的儿子特喜欢吃
家里带出来的鸡蛋。
夫妻俩在矿里不烧液化气，喜欢烧柴火。休班时就会到

矿区附近的山上找柴火，找柴火是件挺辛苦而又挺累的体力
活。丈夫常常把大的重的柴留给自己，小的轻的则留给妻子，
本来丈夫是不想让妻子来的，让她在家收拾一下柴火就行
了，但妻子不放心丈夫，拗不过妻子的关爱，只好让她一起
来，夫妻俩背着柴火一前一后回家的情景是矿区人最常见的
一幕。
有时, 夫妻俩还会做一些手头活赚外快，矿区里有人会

带一些服饰回来，在服饰上钉珠子，价钱一两元至几十元不
等。妻子手快，常常做得比一般的人多。丈夫在旁看多了，有
时也会给妻子做做助手。
俗话说：“有付出，就有回报。”勤劳的夫妻俩不用贷款，

就在县城买上一套价值几十万的房子，这让许多普通员工发
自内心的佩服。夫妻俩还打算存一大笔钱，让勤奋的儿子上
一所好的大学，这是夫妻俩最大的心愿，每每想到这，勤劳的
夫妻俩就会不约而同地露出笑脸。

夫妻俩的小日子
□ 封梅清

周六，烟化炉前，临时值班，我接到个电话。原来姐姐婚
礼的时间已经定了下来，老爸特地打来，并嘱咐届时需要我
做的一二三四。嘴里道着下次再联系，还没挂上电话，思绪
已经五味杂陈开来。
和大多数姐弟间相似，我和姐姐一起经历了童年的大

部分时间。我们上同一所小学，同一所初中，同一所高中，年
幼的我像鼻涕虫一般跟在姐姐后边，到她这个同学那个朋
友家串门，乐此不疲，以至于我对姐姐的同学朋友如数家
珍；我也早已习惯了别人给我的“这是某某的弟弟”的标
签，在我的世界里，姐姐似乎一直都是陪伴在左右，哪怕后
来我们到了不同的城市上大学，哪怕现在相隔千里。
我至今还记得 1992年幼儿园下午的时间特别漫长，漫

长得让独自坐在大门后边长条凳上等待的我兴味索然。我
等待的人是姐姐，爸妈工作繁忙，放学接我的任务落在了姐

姐身上。似乎总要等到我开始有些焦躁不安，双手抓着铁门
的栏杆巴巴地向外四处张望的时候，姐姐才会背着书包小
跑着出现，和看门的大爷打个招呼，拉着我往家赶，此时幼
儿园只剩下看门的大爷了。能够不是全幼儿园最后一个回
家，一直是 5岁的我最大的愿望。我哪里顾得上姐姐“今天
最后一节课老师又给我们测验了”的解释，一边不住地埋
怨，一边摇头晃脑地任由姐姐拖着我回家。直到几年后我自
己上了小学，才真正理解了姐姐的难处。那是我和姐姐无数
日常细碎生活的常态，当时的愤懑，现在化为愉快的回忆
了。

是的，我们终会长大，当年牵着我回家的姐姐现在遇到
了生命中更为重要的那个人。可我老有一种感觉，在某一个
转身之间我会看到她，她背着包走来牵着我的手，脸上是那
么一种释然而温柔的神色。

写 给 我 的 姐 姐
□ 韦俊宇

盛夏，我到了这里，一个充满希望的山坳，迎
接我的是一个梦，那么安静、神秘。我不知道是
不是夏日的激情将这一方山水点缀，只知道，这
儿真的很美很美。
一个山里出来的娃，在外漂泊久了，会想家。

那种感觉就像飘在海里的孤帆，不知道何时才
能安定。当我踏上这一片土地，莫名的亲切袭上
心头，仿佛流浪的人听一首家乡的歌谣，隐隐
的，淡淡的。
记得，那日早晨，乘坐大巴车蜿蜒而上，车子

转过一个又一个山头，我刚想闭上眼睛尽情呼
吸乡土的气息。突然，在不远的山坳上，一片矿
区映入眼帘。那儿薄雾缭绕，几座建筑物若隐若
现，山间有清晰的水流声，我嗅到了草木的清
香，绿叶带着雨的剔透渗入每一寸肌肤，鸟儿也
叽叽喳喳唱起了山歌。看到眼前的一切，我不禁
哑然，却不得不感叹造物主的精工细作。
古益矿区就坐落在这如诗如画的山坳。这里

远离喧嚣，白天没有热闹的集市，夜晚没有色彩
斑斓的霓虹灯。但是，这里犹如世外桃源，并且
矿产非常丰富。这片宁静而却不甘心默默无闻
的矿区正以蓬勃的生命力向世人展示它的瑰
丽。进入厂区，一排排房子整整齐齐，绿树环绕，
走道干净整洁。到了上班时间，原本安静的矿区
就变得热闹起来，工人们开始忙碌，厂房里“叮
叮当当”，机器声“轰隆轰隆”，仿佛沸腾了的血
液。
因为地处南方，阳光是绝对充足的。特别是

在这样一个季节，更是多了些狂野，也多了些激

情。矿区三面环山，站在厂区的巷道上放眼望去，
烈日下到处都是绿油油的树木。我想，在这样的
环境里生活和工作，会让人忘记烦忧，忘记劳累。

一方山水养一方人，也许是生于世外桃源，
这儿的人都很淳朴。徒步厂区，你会发现每一个
人都是那么热情，他们脸上似乎都挂着浅浅的
笑，透着淡淡的喜悦，安定满足溢于言表。他们不
怕寂寞，甘心在矿区里贡献自己的一生；他们勤
劳无私，就算汗流浃背，也丝毫不减他们奋斗的
激情；他们执着专一，曾经经历过低潮，却始终坚
持下来，越发富有生命力。我的心，仿佛一瞬间被
电流撞击，掀起了惊涛骇浪，却又在片刻之后，变
得像湖水般异常平静。于是，我明白了，人世间所
有的事情都不过如此，在平凡中成长，在平凡中
实现人生价值，才能更好地诠释生命。

时光荏苒，不知不觉，我在古益矿已经工作
了将近一个月。因为这里的本土方言我是不通
的，碰到过不少的障碍，不过一个月来得到大家
那么热情的帮助，我甚是感动，也卸下了心里的
那一份顾虑。

我已经喜欢上了这里，这一个距离县城五十
多公里的山中工厂。它宛若一轮初升的太阳，炽
热而耀眼，或更像一个孕育希望的摇篮，神奇而
富有魔力，吸引着许许多多像我一样慕名而来的
大学生。也许我们都怀揣着一个梦，虽然这些梦
都不一样，甚至还很渺小，很脆弱，但只要给这个
梦一个摇篮，我坚信，它会茁壮成长。

梦 的 摇 篮
□ 黄培杰

从岳父家回矿里上班，坐 5个钟的
车到岑溪车站时早已饥肠辘辘，索性放
下行李，在路边摊点了碗面。在等面的时
间里，我百无聊赖的看着店里的一切。

小店不大，几张桌子，墙边堆着几箱
啤酒瓶，衬着小店的破旧，就像老家的破
房子。看着厨房里老板娘忙碌的身影，突
然鼻子一酸，想起我远在千里之外的老
母亲。

曾几何时，老母亲也是这样的给我
煮面，生病时的午夜，临行远门的清早，
远路归来的黄昏，都离不开母亲忙碌着
给我煮面的身影，就像眼前的一幕……

在贫困的小山村里，面条是招待远
方贵客最好的“美食”。小时候，每逢家
里有客人，这时父母会到村里的小卖部
买把面条，给客人煮上。我呢，也会围在

边上看着客人吃，等着客人招呼我一起
吃时，我会兴高采烈地端着碗打锅里面
并不多的面条，此时,父母会一边表示歉
意一边对我瞪眼。在清贫年代幼小的心
灵里，那就是天下最好吃的东西了,渴望
能够吃上面条成为我成长路上的一个梦
想。

长大后，为了学业和工作,渐渐的离
开了那个熟悉的家,四处奔波,也开始吃
上了从来没有吃过的东西, 却再也没有
感觉到吃的幸福和快乐。也忘记了味蕾
其实需要的只是那些最原始的味道———
那种温暖的感觉。

直到在小店里，看着菜单，才突然想
起已经好久没有认真的品尝一碗面的味
道了。小店的面煮得不错，肉末、味精、酱
油、鸡蛋样样都有，却怎么也吃不出少时

母亲煮的那一碗面的味道———温暖的感
觉、清苦里的幸福的味道。
之后，我也尝试着自己煮面，清水、盐、

几片青菜、一把面条、不放油……久违的
感觉又回来了，却又总感觉差了点什么。
彼时，我仿佛看到年迈的老母亲端着一
个小板凳坐在我旁边，看着我一口一口
地吃下碗里的面，直到把碗里的汤水舔
得干干净净。

这一碗面吃的我热泪盈眶！
都说富贵难买幼时贫，我幼时吃到

的那一碗面，原来是一个不论什么也永
远无法抵及的顶点，一种幸福的滋味
……

我决定，下次回家，我也给母亲煮碗
面，一碗她一直想吃的面，一碗我的味道
的面。

那 一 碗 面 的 味 道
□ 蒙思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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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一双眼睛能够看清周围的环
境，那么一个眼神就能向周围诠释着他
的内心世界。

在我的心目中，父亲是一个严厉而
不善言辞的人。他生活在农村，透露着一
份坚定与“冷漠”。

记得那天阳光灿烂，微风习习，就像
我的心情一样舒畅。我手里拿着段考发
下来的试卷一路向家里狂奔，虽说不上
是名列前茅，但这对于平时成绩不上不
下的我已经很不错了。回到家我正向左
邻右舍吹嘘着这特大“喜讯”。父亲回来
了，我一脸高兴正准备向父亲说一番，那
时能看到父亲对我笑是我最大愿望。谁

知道父亲一脸严肃看着我，让我回去。我
的心一阵阵痛楚袭来，从他的眼里我感
觉到他的不赞扬，甚至是不屑。晚上我碗
里多了个荷包蛋，妈妈说，你父亲一向不
喜欢吹嘘炫耀的人。我满脸的不解，但却
不敢再在别人面前吹嘘自己。

上高中了，我和父亲的沟通也渐渐
少了。每个星期回家，桌上虽没有丰盛的
晚餐，但碗里总会有荷包蛋。离开家时，
不管我问不问他要钱，他总会将那些残
破不堪的零钱清理整齐，交到我手上，要
我好好读书，然后送我去学校。我看着父
亲，那头上的几根白发在黑发中显得格
外扎眼，他那双眼睛没有了光彩，可眼里

分明透着一种期待。
我出来工作了。那天回家，父亲破天

荒地给我斟了一杯酒，说以后就是出社
会的人了，要学会独立，脚踏实地做事。
我告诉父亲自己生活得很好，和同事处
得也很要好，大家都在努力地向前走着。
父亲笑了，说那就好。在之后一个多小时
的晚餐中，我面对着父亲，我们并没有说
很多话，但都吃得很开心。

我发现有一种感情是任何语言也表
达不了的，因为它来自相连的血脉，虽历
经沧桑岁月却未曾改变。

父 爱 如 山
□ 林福振

2012年 5月 13日，我们到了映秀镇。在桂
东南，已是初夏时节，在这里，天气还有一丝的
凉意。下了车，我才意识到整个映秀镇被高山裹
挟在里面，山腰上云雾缭绕。

在映秀镇，从车站步行几分钟就来到了漩
口中学的遗址。远远看去“纪念汶川地震四周
年追思大会”的横幅在漩口中学的断壁残垣前
挂着。在横幅下，有一个用石刻做的钟表，一个
断裂的裂痕作时针指在 2点的位置，另一个裂
痕作分针指在 28分的位置，两个裂痕合起来，
时间定格在下午的 2点 28分。2008年 5月 12
日下午 2 点 28 分，四川发生了 8.0 级特大地
震，地震的震中正是汶川县的映秀镇。

在来的车上，导游把我们的思绪拉回了四
年前，一个个感动的故事，师生情，伉俪情，母子
情，在导游的口里又重新演绎着。仅仅是车上的
简单重温，车上就有几位女生禁不住抽泣起来
了。复述苦难是一种慈悲的残忍，但是，聆听苦
难让人痛苦不可承受。

震后，漩口中学的遗址被建造成供游人追
思缅怀的的主题公园。坍塌的楼房还在，赤裸的
钢筋从墙缝中探出头来锈迹斑斑；断裂的横梁
依旧，绿色的青苔已经爬上的墙头；游人来了一
波又一波，一样救人的事迹在不同导游的口里
重复着。

看着遗址，心里沉重起来，思绪久久地停留
在一个问题上：人活着为了什么？古人是立德立
功立言，那么我们今人的追求又有些什么不同？

从漩口中学的遗址走出来，横穿马路，顺着

阶梯而上，爬到半山，就来到了“5.12”地震遇
难者集体公墓。公墓没有完全建好，部分墓碑没
有安装，有的墓碑上还没有刻上姓名，墓碑呈
“之”字形盘旋而上，墓碑和绿化带交替上升。
墓碑上刻着遇难者的生卒年，有老人，有小孩，
也有很多年纪与我相仿的人，他们被无情的地
震抹去了生命。看着看着，心里压抑起来，一段
话涌入脑中，“没有人知道，灾难会在什么时间
什么地方降临。那些不幸的罹难者，只是我们的
替身而已，因为他们的离去，所以我们还活
着。”我是幸运的，因为我还活著。

在集体公墓的左上方是汶川大地震震中纪
念馆，纪念馆是沿着受灾 --救灾 --重建的
思路建立起来的，里面有体验厅、重建厅和启示
厅三个主体大厅。站在这些文字，图像，视频前，
心里再一次被冲击。任何困难任何苦难放在这
里都是渺小的，都是微不足道的。生活的失意，
道路的彷徨，人生的艰难，情感的纠结，时运的
多舛，生存的压力，与此相比又何足道哉？风又
如何，雨又如何，或许只是一阵风后一粒沙子进
了眼睛，却让我们流了太多不该留的泪。相对他
们而言，至少我们还存在，存在就有希望。

在体验厅里，有一个 4分钟左右的穿越生
命，体验地震的环节。游客进入一个圆形大厅
里，大厅里有一个圆形的台，台上有扶手，游客
站在圆形台上，然后圆台开始晃动，在圆形大厅
的墙壁上 360度地投放着地震发生的画面。先
出现的是秀美的山川，美丽的家园，然后是突如
其来的地震。一瞬间，断裂、破碎、生命、坚强、滚

石、桥梁、房屋、浓烟、河流、山坡、一切事物开始
迸进眼睛，一切破碎的意象在大脑里爆炸。山崩
地裂，地动山摇，爆炸声、哭喊声、轰鸣声声声入
耳，房屋、亲人、学校、家庭、公司、建筑、财富，一
瞬间化为乌有，狂暴过后是风平浪静，留下的是
荒芜一片。

一切不过是浮云。体验结束，走下圆台，心
情变得更加沉重了，原来生命是如此脆弱。

就在前阵子，听到一位朋友的母亲突然病
重了，情况并不乐观，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如何去
安慰她。生命真的太脆弱了，脆弱到我们来不及
转身仔细端详，它已经离去。亲人的离去使我们
无法承受生命之重，我们开始忧思生命，开始变
得悲天悯人，我们感到生命的重量，感到瞬间长
大，变得突然成熟。

走出纪念馆，山腰的雾气已经散去，俯瞰整
个映秀新城，清澈剔透，色彩浓烈，映在眼里的
是干净的道路，整齐的房屋，宽阔的街道，很难
想象四年前这里曾发生过 8.0级的地震。

导游说，地震过后，四川人更加注重生活，
关心生活，享受生活了，现在街上常见跑车名车
豪车，成都开始有豪车展，有张学友演唱会，这
是地震前从来没有的。我想人生需要一个触媒，
但并不一定是在灾难过后我们才反思生命，才
说要珍惜生命善待生命。如果说非得经过大起
大落经历生死之后，一切才可以看得淡，才有生
命的觉悟，那么这个代价未免太大了。

走 进 映 秀
□ 吕岳阳

夏天的一个傍晚，隔壁传来了“你在他乡
还好吗？”的歌声。我心中平静的湖面竟然泛起
了涟漪，不经意间勾起了往事的回忆。

清楚的记得那年夏天，我被分配到桂北的
融安县实习一年。这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县城，
有一条美丽的江，有特色的民居以及热情好客
的人们，可是这一切对我来说那么的陌生，似乎
没有感到丝毫的亲切感，浓浓的乡愁萦绕心间
挥之不去。直到认识晓慧，我的实习生活开始变
得丰富多彩了。晓慧是一个美丽聪慧的侗族女
孩，来自三江侗族自治县的一个小山村，她和我
一样都是来实习的。说来也真巧，我们被同时分
到一个实习组。我俩混熟了，才发现晓慧和我的
兴趣爱好一模一样，我们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渐渐地，我开始喜欢上这个县城了，也习惯了这
里的生活。那时的我们喜欢文学，偶尔还舞文弄
墨的写上一两篇稿；喜欢看书，看到一本好书欣
喜半天；喜欢在有星星的夜晚，顽皮的数着天上
的星星；喜欢下象棋，常常因为赢了一盘棋激动
半宿；还喜欢躲在被窝里说悄悄话，讨论学习情
况，讨论哪个老师好，哪个男生比较帅，通宵达
旦乐此不彼……从晓慧的口中，我知道了侗族、
苗族、壮族、还有仫佬族的风俗习惯，特色美食
还有特色景点。在晓慧的陪同下，我游览了融安
的红茶沟森林公园，融江河畔；三江的程阳风雨
桥、侗族鼓楼；融水的贝江、寿星庙、元宝山、苗
族的吊角木楼……领略了壮族的三月三歌圩、
侗族的花炮节、苗族的芦笙节的独特风情。这些
原本只在书上看到，却从来没有切身经历过。那

时的我们开心极了，无需考虑物欲权势的复杂，
简单而快乐！

又是一年夏天，我们的实习结束了，我和晓
慧就要各奔东西了。在临走前的那个夜晚，我们
都不愿意睡觉，千言万语道不完，心里好难过，
多希望时间就在这一刻停留。也许人总是这样：
失去了才懂得拥有的可贵，分别时才发现相聚
的短暂。临别时，我们再次相拥而泣，仿佛是生
离死别一般，怎么也不愿意放开彼此的手，直到
车开。

又是一年夏天，我收到了晓慧的来信，原本
以为晓慧已经把我给忘了，想不到她还惦记着
远方的我。我激动得整晚无法入眠，得知晓慧一
切安好，我替她感到高兴。我们相约 10年后的
某一天再相见。那时没有手机，写信是我们唯一
的联系方式。天各一方，鸿雁往来，把两颗彼此
牵挂的心拉近。再后来，由于地址的变更，我们
失去了联系。我给晓慧寄了好多信都被退了回
来，也问了原来实习的同学，依旧一无所获，从
此晓慧便杳无音讯了。这 10多年来，我经常会
想起晓慧，不知道远方的她还好吗？是否已经找
到自己的如意郎君？是否已经有了自己健康可
爱的宝宝？是否也会想起我呢？可惜，岁岁年年
花相似，年年岁岁人不同！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再过些日子，我
和晓慧的 10年之约就到了，我多么希望能够当
面问一声：朋友你在他乡还好吗？

你在他乡还好吗？
□ 梁明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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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虽可贵，安全价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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