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小说

■读书廊

我深深记得初读叶老人与海曳时的感受袁那种凝重
的感觉犹如一块巨石压在心头遥

叶老人与海曳讲述的是一位风烛残年的老渔夫圣
地亚哥出海捕鱼的故事袁圣地亚哥坚强不屈袁他的执
着精神源于对钓鱼的热爱遥 有一次袁他一连八十四天
都没有钓到一条鱼袁几乎都快要饿死袁连和他一起出
海的马诺林的小孩也被他的父母劝退了遥 但他仍然不
肯认输袁充满着奋斗的精神遥 读到此处袁我翻动书页的
手指愈渐迟疑袁 我感到心中似乎有一种隐秘的期
待要要要呼唤着一个转折袁 一个给予老渔夫机遇的转
折遥 终于袁老渔夫在出海八十五天的时候袁他钓到一条
身长十八尺袁体重一千五百磅的大马林鱼遥 经过两天
两夜的搏斗袁他捕获了这条大鱼袁将它拴在船边返航遥
此时袁兴奋尧激动尧惊讶紧紧扣住了我的心袁然而袁我失
望了遥 老渔夫在归家的途中遇到鲨鱼袁老渔夫又与鲨
鱼周旋袁到最后大马林鱼仍难逃被吃光的命运袁只剩
下一个硕大无比的大脊骨袁老人精疲力竭地回到家躺
在床上遥 当我满心酸楚地合上书页袁猛然望见封面这
个风烛残年的老渔夫脸上充满期待院这形象宛如生命
勃勃的涌动袁似乎是黑夜里的一缕阳光袁又仿佛一阵
热烈的律动噎噎
读完小说袁我觉得它给我们留下了永久的无穷无

尽的想象袁引我们去思考袁去理解胜利与失败共存的
关系遥 老人圣地亚哥虽然遇到了不可战胜的野敌人冶袁

但他却不放弃对抗袁毅然地靠自己的力量去抗争遥 这
一完美的野失败者冶的形象袁讴歌了人类的永恒价值遥
要要要野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袁一个人可以被毁灭袁但不
能给打败遥 冶

叶老人与海曳就是这样一本有生命的书袁因为袁它
带给我们的是人类最有价值的东西要要要不屈不挠的
精神遥 就如音乐大师贝多芬所说野我可以被摧毁袁但我
不能被征服冶遥
在生活中袁也涌现出了不少像圣地亚哥一样的完

美野失败者冶院奥运赛场上有连续两届奥运会倒在林丹
球拍下的马来西亚羽毛球选手李宗伟袁他虽然输给林
丹袁但他高超的球技和誓不言败的精神还是得到对手
和广大观众的一致尊重曰更有寄托了国人无限期许的
野飞人冶刘翔袁他虽然在第一栏摔倒了袁却像一个战士
一样坚持跳到终点遥 刘翔以悲壮的方式告别了奥运赛
场袁但他的拼搏精神激励着我们每个人遥
马克窑吐温说过院野历史不会重演袁 但总会惊人地

相似遥 冶其实袁不仅仅体育赛场上会上演野败走麦城冶的
遗憾袁生活中谁都难免要遇到挫折与坎坷遥 当我们面
对野滑铁卢冶的时候袁不妨想想圣地亚哥的完美野失败
者冶的精神袁让自己心中再多一份坚持袁再多一份勇
敢袁再多一份淡定遥
不管人生遇到什么困难袁都要勇敢去面对遥 这是

叶老人与海曳给我的一种启迪遥

———读《老人与海》的感受
□ 严 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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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的钟声敲响，

正在矿山和车间里劳作的你们，还好吗？

奋战在城市边缘的你们，辛苦了!

没有繁华的街市，

没有闪烁的霓虹，

也没有觥筹交错和莺歌燕舞，

在那青山绿水间，

默默无闻的你们，燃烧着岁月年华。

勤劳奋进的矿山人哟，

每一个日月，

你们都在用勤劳的汗水，书写激情澎湃的诗篇，

每一个春秋，

你们都在用聪明的才智，创造光彩夺目的辉煌，

是你们，擎起艳阳一片天。

勤劳奋进的矿山人哟，

清晨的星光为你们照亮前行的道路，

柔和的东风为你们拂去身上的尘埃，

车间里的轰隆声，

矿区里的百鸟鸣，

汇成一首首气势磅礴的交响曲，将你们歌颂。

勤劳奋进的矿山人哟，

祝你们，癸巳心想事成。

愿你们，蛇年幸福安康。

致矿山人
□钟传源

稳健的双手盘动着割枪

半蹲的身躯固如盤石

护罩后的眼神专注明亮

焊支点燃的强光亮透车间呵

被隆隆机声振荡的胸膛坚实有力

被蓝色火焰辉映的男儿气宇轩昂

别太在意衣领上的尘积，衣服上的油污

别嫌汗水浸透了衣裳

充满理想的人生四季花香

拼搏进取的年华天长地久

苍冶人的风采在这里展现

操一支焊钳播种理想

洒一把汗水描写青春

火辣的人生在这里孕育

未来的希望将从这里流淌

希望将从这里
流 淌

□钟金全

我爱山里的清晨
山里的清晨有小鸟们悠扬宛转的合唱
这欢快的旋律
没有什么能比它更和谐舒心美妙了
推窗开去
那透彻心扉的冰凉
那湿润淳朴的泥土气息
偷偷溜进鼻子里、耳朵里、身体里
我不禁多吸几口
恰似汲取到久违营养的婴儿

前方绵绵黛墨色青山
勾勒出清晨水墨般的清新素雅
暖融融的阳光
漫不经心地
为翠绿的群山披上霓裳
多么甜美的意境
瞧
那欢呼雀跃小鸟们
一只 两只 一群 两群
那是树上会飞的果子
是自由欢乐的精灵
哦
还有那小石桥下的潺潺流水
它的清澈
它的腾腾雾气
还有水中触摸不到的惊喜

忘却了车水马龙的喧嚣
钢筋混凝土窒息般的束缚
在这个连一颗尘土都不愿打扰的清晨
我的心慢慢开始融化
当我转身那一瞬间
是晨光中你那青春姣美的容颜
哦 很美！

山里的清晨
□黄康荣

老王正在主持召开一项重要工程项目会议袁放在桌
上的手机突然嘟嘟地震动着响个不停袁刺耳的响声让会
议一下子静了下来袁老王习惯性的伸出左手袁看了一下
手上的表袁才不紧不慢的拿起手机凑到眼前袁看到是县
委书记吴滩的号码才放到耳边院野王县长袁请马上到县委
招待所会议室来袁有重要事情商量遥 冶没等老王反应过
来袁电话另一头已经传来嘟嘟的忙音遥
看到众人都在看着他袁老王不好发怒袁在心里暗道院

吴滩这是什么态度袁一点都不把我这个县长放在眼里遥
心里虽这么想袁可还是按着吴滩的意思做了遥 他再次伸
出左手看看那块跟了他 30年的上海老式机械手表后对
众人道院野你们先讨论着袁 要做好记录袁 我有急事先出
去遥 冶这是一块国产机械表袁棱角早已经磨平袁表门也发
黄了袁还留下道道划痕袁但是老王却很喜欢它遥
老王叫上司机赶往县委招待所的会议室遥
吴滩和老王都是县里的一把手袁两人在一起共事快

三年袁但是两人向来不和袁平日和和气气袁暗地里却争来
争去袁都争着谁的权力大袁几年下来在县里也就逐渐形
成了王派和吴派两个派系遥
县委招待所会议室一般是接待重要领导的场所袁今

天吴滩把老王叫到那里袁老王心里不免起了疑心遥 一路
上老王在琢磨着吴滩在手机上的口气袁难道出了什么大
事钥
会议室安静得有些吓人袁只有吴滩一人在里面吞云

吐雾袁老王径直坐到了他的对面遥
吴滩不紧不慢地说到院野财政局老孔被双规了遥 冶
此言一出袁老王脸色一片惨白浴果然是大事情浴平日

里他和老孔走得比较近袁脑里就不断地搜索着跟老孔有
关的事情袁后背不断地渗出一层层冷汗遥
片刻袁吴滩又接着说院野老孔向市纪委严书记供出了

你袁说他曾赠送一块价值 12万元的名表给你袁我就想问
你到底有没有这回事遥 冶
老王睁大眼睛袁 他印象中老孔好像没有送他什么

表袁他便急忙道院野老孔没有送过我什么名表遥 冶
野你再好好的仔细想想袁是否有这回事袁这事关县委

县政府的形象遥 冶吴滩又追着问遥
老王此时手心也冒出了一片冷汗袁恍然大悟院野我没

有收老孔什么名表袁只是前年老孔从欧洲学习回来送我
个盒子袁当时没有在意袁就把盒子扔在了办公室里袁盒子
至今还未开封过遥 冶
听到老王说盒子还未开启袁吴滩心里甚是欢喜院野还

没开封过就好袁要不然这可是一件麻烦事遥 我马上把此
事汇报给纪委严书记袁让他同我们一起去看看那块还未
开封 12万元名表袁此事你也是无心之错袁相信纪委应该
不会太在意遥 冶
老王心里明白此事可大可小袁 要是吴滩想趁机发

难袁那就麻烦了袁可他却没有遥 看来平时是误会太深了遥
听吴滩这么一说袁此事将会变成一件小事袁对此老王心
里不禁涌出了感激之情遥
随后三人来到老王办公室袁老王从抽屉里拿出了一

个包装精致的盒子袁但表面却蒙上薄薄的灰尘袁当真是
还未打开过遥 盒子一层层剥开袁就像一个掀开面纱的女
子露出娇艳的容颜袁 呈现在众人眼前的是一块镶金嵌
玉袁珠光宝气刺目耀眼的欧式名表遥 老王看着惊吓出一
身冷汗袁心里暗道院幸好当初没有拆出来看遥
经过送表风波之后袁老王和吴滩两个县里的一把手

稀奇般的和好了袁 两个派系的斗争也渐渐地缓和了袁在
重大事项的决策上两人都互相通融尧协作遥
老王时常拿出那块他戴了 30年的表道院老伙计袁幸

好当初没有把你换掉袁要不然现在可就要去蹲笼子了遥

送 表 风 波
□唐廷杰

相册袁每个人都不陌生袁它记载着我们美
好的瞬间遥我的记忆中也有一本相册袁它记录
着我的往事袁我的经历遥偶尔翻翻记忆中的相
册袁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遥
那天袁偶然翻开存放已久的相册遥里面存

放着从小到大的相片袁孩童时的懵然袁少年时
的青涩袁青年时的轻狂袁现时的略显成熟袁无
不一一记载其中遥看着看着袁依稀记起当时照
相时的情景袁回味当时照相时的心情袁猛然间
想到自己的经历袁 自己处世的方式是不是也

和相片中的记忆一样钥 从当初的懵懂到现时
的成熟遥期间都是怎么过来的钥有些事是否处
理得当钥一时间袁不由得陷入了对往事的沉思
当中遥脑海里不断地浮现那些零散的记忆袁就
像电脑相册里的幻灯片一样袁持续地闪现袁有
一些久未想起的往事此时也一一浮现遥 我不
禁问自己袁当时所做的事袁所面对的人我处理
好了吗钥如今换个角度袁再置身当时的情形是
否有更好的选择袁 或者说如何做才能做得更
好遥 对比以前的为人处事袁现在的对事待人袁

自己还有哪些不足遥 我们在闲暇时应该想想
自己的过往袁为以后该怎么做提供参考遥过去
的已经不能重来袁但从往事中吸取教训袁让以
后尽量少犯或者不犯类似的错误袁 未尝不是
提升自己为人处事能力的好方法遥
当你感到困惑时袁或者当你空闲时袁不妨

翻一翻自己脑海里的野相册冶袁说不定你会拨
开云雾见明月袁从中找到新的方向遥

翻 翻 旧 相 册
□黄飞兴

日子就这样袁当你觉得它过得慢的时候袁
不知不觉中你已经长大了遥
很多人都说袁大学生是最安逸的遥 没错袁

在我还是大学生的时候袁 不再担心着各种升
学考试带来的压力曰平常的日子里袁上课厌倦
了袁可以逃课去玩曰假日里袁约上一群朋友袁骑
着自行车去郊外游玩袁 一切的生活都是那么
美好遥
人总要长大袁在我看来袁当你拿到第一份

工资的时候袁就是生活的起点遥证明你已经可
以挑起家庭的担子袁不再是那个可以野没心没
肺冶袁可以向家里要钱的学生了遥
我的很多朋友都跟我一样袁 去年刚好毕

业袁他们也有了自己的工作遥 但是袁他们对自
己的工作却并不满意遥

有一个朋友说袁他感觉那份工作没前途袁
于是没做满两个月便辞职了遥 当时我对他特
别的无语袁工作没前途钥 前途是什么钥 无非是
升职加薪遥但是你一个初出茅庐的黄毛小子袁
一无过硬的文凭袁二没经验遥 试问下袁公司高
层为什么要给你升职加薪钥也许袁我们都是从
学生忽然间转变为工作者袁 带着学生时代的
天真和幻想走向了这个复杂的社会袁 一时间
很难接受复杂的社会袁 以及那忽然间压到自
己身上的生活压力袁于是袁迷茫了遥
起点并不会让我们容易满意遥
迷茫中袁我们需要的是一座灯塔浴
当对生活感到迷茫的时候袁 在万象的社

会中迷失自我的时候袁 我们应该在自己的脑
海中建造一座灯塔袁给自己一个目标袁那我们

便有了努力的方向遥
刚开始的我们袁 就需要的是一种小富即

安的心理遥 目标太高袁雄心太大袁却没有这个
能力袁或许我们就会被失败给打败袁从此一蹶
不振袁对生活失去了希望遥初出茅庐的我们需
要的就是野小富即安冶的心理袁也许你们都会
说这样没出息遥 但是袁能"小富"袁证明我已经
有过成功遥 由小到大袁由大到巨袁这才是一个
良性的递进袁没人能一口吃成一个胖子浴
其实日子就是熬过来的袁 一帆风顺的生

活袁那只是在梦里遥 生活中没有坎坷袁那就不
叫生活浴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起点袁然后越过一
个个障碍浴

生 活 的 起 点
□廖冠贤

2012龙腾虎跃去袁2013金蛇狂舞来遥 年
终是总结的时候袁我以时间做经袁工作为纬袁
把 2012串成一个个点袁 进行盘点袁 晒一晒
2012年的工作遥

1月袁因为野佛子杯征文冶那点事袁与同事
参加了梧州市文联举办的迎春茶话会遥 在这
个会场里袁 我发现我们两个年轻人是稀有动
物袁这是个悲哀的事情遥因为后来我参加了河
池文协笔会袁 笔会里有很多像我这样的年轻
人袁甚至年龄更小的袁他们将是日后河池文学
的中流砥柱遥 这一点袁梧州已经落后了遥

2月袁情人节这一天袁我写了一篇文章叶我
为什么会和你相遇曳发在了华锡网遥 野和谁相
遇都是概率问题袁没有必然袁纯属偶然遥 我和
你相遇只是偶然袁如果没有遇上你袁我还会遇
到其他人袁我会碰到下一个人袁当然也可能我

错过了很多人袁才遇到你袁然后才相识相知相
爱遥 冶

3月袁公司通讯员表彰会遥在晚会上袁我和
同事表演了一段矿业报情缘遥 我们自编自导
自演遥 从剧本的每一句台词袁到表演的每一个
环节袁再到每一段音乐的剪辑袁都是我们集思
广益弄出来的遥 再次证明袁集体的智慧是无限
的袁团结协作很重要遥

4月袁公司青歌赛遥我初赛告败遥我选的歌
是萧煌奇的叶你是我的眼曳袁配乐也是萧煌奇
的遥 未曾料到的是公司居然有三个人同时选
了这首歌袁其中两个人通过了初赛袁我被 PK
掉了遥技不如人袁输得心服口服遥月底袁参加了
集团新人新闻培训遥 在柳州培训完后袁坐火车
赶去贵阳袁途中患上感冒遥 后来回到柳州袁感
冒不曾见好袁索性吃牛杂喝烈酒狂歌痛饮袁第
二天感冒莫名其妙地好了遥 有些事情袁真的是
有心栽花花不开袁无心插柳柳成荫遥

5月袁参加集团作协音协活动赴四川遥 去
时是文化乐旅袁回来时是文化苦旅袁因为回来
要写文章交差遥 我只写了两篇文章要要要叶走进
映秀曳和叶都江堰随想曳遥 写完时自我感觉良
好袁老师一点评才知道漏洞百出袁不堪卒读遥
很多时候袁我们很难看到自己的缺点和不足袁
我们有好为人师的毛病袁却不好为己师遥

6月袁好搭档结婚遥两年多来袁我们一起进
工区入选厂袁一起走采场爬天井袁一起制作视
频袁一起采访写稿袁一起排版校对袁在这过程
中袁我从她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遥 人生苦短袁
有一个好搭档一路同行袁难能可贵遥

7月袁参加一个笔会遥 再次见到潘红日老
师袁虽然他的普通话不好袁但是讲课真的是一
流遥 在指导写作的过程中袁红日老师拿东西写
的散文叶慢慢地往上看曳进行分析遥 红日老师
说东西对罗马尼亚风土人情的描写袁 到最后
对教堂的描写袁只是冰山的一角袁更重要的是
把呼吁国人对环境保护的重视蕴含在了文章
里袁不显山不露水遥 我不赞同红日老师这样的

分析遥 事情永远有另外的一面袁我们不过是看
到这一面而忽视了另外一面袁 或者强调这个
而忽视了那个遥 所以袁绝对的话要慎重地说遥

8月袁参加一个座谈会遥 感受到了河池本
土作家对写作的热情与执着袁甚至于坚守袁无
怪乎桂西北作家雄据了广西文学的半壁江
山遥 特别是真谋同志的发言袁感人肺腑袁给人
醍醐灌顶之感遥 写作真的可以改变命运遥

9月袁参加公司团委举办的野青春有约冶联
谊活动遥 对于情感袁我一直相信院缘是天意袁份
是人为遥

10月袁参加集团企业歌曲大赛集训遥我五
音不全袁简谱不识袁但因人手不足袁我被选上袁
混在革命队伍里遥 但滥竽充数的心里不好受遥
我把歌曲下载到手机里袁 反复听袁 反复跟着
唱袁练呼气尧吸气尧发音袁我这种乐盲也正儿八
经地学起了音乐来遥 后来比赛团队获得不错
的成绩遥 我知道袁笨鸟要先飞遥

11月,和同事去西大招聘遥 曾经我是别人
眼中的风景袁现在我成了看风景的人遥

12月袁冶炼宣传片视频基本定稿遥这个片
子拍摄了大半年袁期间有杂七杂八的事拦着遥
无意间安总一席话袁让我敲定赶工日期遥 做事
情袁要么不做袁要么就做好遥

2012年袁 屈指一数发现读完的书只是个
位数遥

2012年袁接触到学习型组织建设的理论袁
很受用遥

2012年袁下基层的时间太少遥我感觉我像
是古希腊离开了大地母亲之神的安泰袁 没有
了力量的源泉袁 因为我的写作并没有根植于
我们的职工群众中袁 没有很好地写我们的矿
山人矿山情遥

2012年袁我的工作是有迹可循的袁但是我
的情感却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遥 我觉得情感
比工作更难以琢磨遥所以袁2013年的工作重心
是事业建设和家庭建设并重袁 两手抓两手都
要硬遥

盘 点 我 的
□吕岳阳

墙上悬挂的石英钟滴答滴答声向世人宣告着它
的辛劳遥 14点 25分袁 忙了一上午的母亲终于得以休
息袁在客厅的沙发上一躺下便熟睡过去了遥 这段日子袁
家里的事情一件接一件的发生袁母亲用她那不够硬朗
的肩膀担当着一切袁承受着一切遥

前些日子袁父亲患病住院做手术袁手术当天母亲
也跟着住进医院看护袁姐姐留在家里照看百岁的外婆
和她的孩子遥 母亲独自一人煎熬地等待几小时后袁终
于等来了手术成功的消息袁一颗悬着的心放下了遥 随
着麻醉药的退散袁 难忍的痛楚折腾得父亲喊叫了出
来遥 深秋寒冷的午夜袁焦虑不安的母亲奔走于医院长
廊寻找值班医生遥直至凌晨袁护士来检查说没事袁打了
止痛针袁父亲的疼痛缓解后袁母亲才稍放下心袁黎明时
分得以小憩遥 第二天袁母亲才安下的心又担心起家里袁
趁父亲午休时赶回来做家务遥 母亲做完家务未休息袁
又跑回医院照料父亲袁母亲就这样一连几天来回跑遥

世间总是有太多的无常袁当父亲在康复时袁外婆
却意外摔倒袁摔破了头摔伤了脚遥 而这一切在我打电
话回家时才得知袁母亲在电话那头压抑着声线说不想
让我担心袁但细微的颤抖声还是让我后怕遥
那天一下班袁我就赶紧乘车回家遥 阴沉的天空下起了
大雨袁在车窗上划出一道道密集的泪痕袁模糊了沿路
的风景袁 在脑海里勾画出了一幅幅亦真亦假父亲疼
痛尧外婆流血的画面遥 冷袁车窗外骤然刮起了大风袁真
冷遥

回到家时袁母亲已做好了饭菜袁正在房间里给外
婆喂饭遥 厚厚的棉被下袁外婆虚弱地靠坐在床头袁褐色
的老年斑和一条条皱纹纵横交错在饱经风霜的脸上袁
两只深陷的细小眼睛半闭着袁眉角额上一滩红色印记
触目惊心遥 我呼唤外婆袁听力已衰退的外婆毫无反应遥

母亲哽咽着说袁已经检查过了没什么大碍袁医生每天
都过来打针袁现在就是好好休养了遥 母亲把外婆从村
里接过来照顾已有十多年了袁几年前外婆跌倒过后行
动上就吃力了袁 如今年事已百岁的外婆再次摔倒袁恢
复恐就更慢了遥 看着母亲泛着泪光通红的双眼袁我心
疼地伸手楼着母亲的双肩袁才发觉这么冷的天母亲只
穿薄薄的一件衣服遥 母亲解释说院"一直忙活着也不觉
得冷遥 "我的心酸酸的遥

喂完饭袁为外婆细细上过药袁再粗略扒过两口饭
后袁母亲又紧接着送饭去医院遥 在父亲吃饭时才坐下
休息一会袁而后袁又为父亲洗澡袁将换下的衣物拿去
洗遥 我想让母亲多休息下袁要帮父亲洗衣服袁母亲却推
脱了袁让我陪父亲聊天袁而母亲待父亲睡下后才回家遥
母亲一回到家就走进房间看望外婆袁外婆如孩童般耍
起了任性袁不喜用便盆袁母亲只好为外婆穿上厚外套袁
一步一步袁小心翼翼地背着走去厕所袁我在旁边轻扶
着遥

年轻时母亲投身于教育事业袁坏了嗓子袁好不容
易退休了袁又当起了全职家庭主妇袁为一家子的生活
起居忙碌遥 母亲袁您辛苦了大半辈子袁何时才放下肩上
的重担袁让女儿为您分担遥 这一夜袁无眠袁在被窝里偷
偷擦眼泪遥
今天虽是阳光明媚袁 屋内却泛着深秋的凉意袁我

蹑手蹑脚地为母亲盖上毯子遥 在周末这两天袁我揽下
家务袁多做些工作袁在母亲坐下休息的一时半刻里袁为
母亲揉揉肩膀袁捶捶背遥 虽然我给不了家人荣华富贵
般的生活袁但是我有一颗炽热的心袁让父母不会孤单浴
母亲如同这石英钟的钟表从未停息过遥啊浴时间袁

请你冻结在这 14时 25分吧浴 让身心疲惫的母亲喘息
会袁让我的母亲好好地睡一觉袁做个好梦吧浴

□周丽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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