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再过几天袁就是儿子九岁生日了袁孩子的
健康成长是为人父母的最大心愿遥看到已经有
自己肩膀高袁并且慢慢懂事的儿子袁就算平时
工作再苦再累袁我都会被一种温馨的亲情所甜
蜜着袁感动着遥 儿子呱呱坠地后所有成长过程
中的点点滴滴袁常常也就会像一部充满着温馨
和甜蜜亲情的片子一样一幕幕浮现在眼前遥
儿子小时候特别爱哭袁他四个月大时我就

要去上班了袁 要离开我的儿子一时无法适从袁
稀里哗啦地哭过不停遥那时我们住在矿里的小
街上袁街坊邻居看见儿子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
都过来抱一抱尧哄一哄袁可是袁对着来者不管是
男的还是女袁年轻的还是年长的袁儿子都不给
面子袁依然你行我素地哭过不停遥有一次袁来了
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戴着近视眼镜的阿姨来
抱他袁 这小家伙睁开满是泪痕的眼睛看了看袁
忽然不哭了遥 这时大家才恍然大悟袁原来他对
眼镜情有独钟袁因为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就知道
妈妈是戴眼镜的遥
儿子两岁半就去幼儿园了袁我送他上幼儿

园的第一天袁不畏生的他一到幼儿园就和其他
的小朋友兴高采烈地玩了起来袁还挥了挥手向

我告别袁傍晚去接他的时候却发现他把眼睛都
哭肿了遥 老师说后来玩腻了不见我就哭闹起
来遥 回到家里看到哭红眼睛的小家伙袁爱人心
疼了袁说院算了袁怪可怜的袁先送回老家袁长大点
再去幼儿园遥可第二天我还是坚持把他送去幼
儿园遥幼儿园放假那天袁我把他接到学校去袁他
哭了袁学校的同事问他怎么哭了袁他一边哭一
边说其他小朋友都得了野好孩子冶的奖状而他
没有遥 校长听了笑起来说这好办袁于是马上写
一张奖状发给他袁儿子这才破涕为笑遥
儿子上小学后袁没有什么特殊事情一般不

会缺课袁也极少迟到遥 记得有一天早上因为忘
记调闹钟袁醒来的时候有点晚袁他从床上跳起
来哭着埋怨我院野怎么不早点叫我起床袁我要迟
到了遥冶我告诉他袁八点上课袁现在才七点多袁不
会迟到的遥 从那以后袁儿子每晚睡觉前都要看
一下是否已经调好闹钟袁生怕再迟到遥
儿子比同龄的孩子个头高些袁放学回来他

经常会黏在我身边袁告诉我他在学校里的做过
的事情院野今天我帮老师擦黑板了冶野今天我和
老师一起抬早餐上教室袁 帮老师分早餐给大
家冶遥 因为儿子爱劳动尧关心集体袁老师让他当

班长袁为此他激动了好几天遥由于他刻苦努力袁
成绩也稳步上升袁上学期末拿了好几张奖状回
来袁有野三好学生冶尧野优秀学生干部冶尧野双科成
绩前十名冶遥 家长会上老师也表扬他是一个品
学兼优的好孩子遥
儿子在家也是我的小帮手遥这还得感谢他

的老师袁儿子告诉我袁老师说袁我们不但要在学
校表现好袁在家也要帮父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
家务活袁因为父母挣钱养家都很辛苦遥 打那以
后袁每次吃完饭他都会主动的收拾碗筷袁看到
我拖地板也会搭一把手遥看着儿子从一个嗷嗷
待哺的婴儿长成现在的野大小伙冶袁心中有一种
满满的幸福感袁野家有小儿初长成冶啊浴
儿子的健康成长袁离不开我们生存的这个

良好的大环境袁离不开父母的心血倾注袁更离
不开老师们的淳淳教诲遥每每看到初长成的儿
子的每一次进步袁 其成长过程中的点点滴滴袁
犹若昨日袁清晰在目袁让我欣慰之余袁更让我感
觉到袁不管人生如何变幻袁孩子成长过程中每
一个片段袁永远都是父母心中的一笔宝贵的精
神财富遥

家 有 小 儿 初 长 成
□ 谢锦莲

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伴随着声声蝉
鸣，炎炎夏日的脚步翩然而至。傍晚，风雨大
作后，我惬意地漫步在林荫小道，享受着这雨
后带来的清幽舒爽。
就在不经意间的低头，路边有一只貌似

屎壳郎的虫子映入眼帘，它四脚朝天躺在那
里挣扎着。我蹲下来看着它四爪就那样张开、
合拢有规律地奋力舞动，想要翻过身来，但没
有丝毫作用。看着它这样挣扎好一会后，我知

道靠它这样是永远不可能翻过身来，只有在
那等死了。那一刻，心里有些许怜悯，本想直
接用手将它翻过来，忽然看见不远处的小树
枝，转念一想，以后它再遇到这样的情况没有
人用手帮它翻过来岂不是照样等死，如果它
会抓着周围的物体自己翻过来，或许还能生
存下去。于是我拿来小树枝放在它的脚上，让
它抓着树枝翻过来。然而情况出乎我意料，它
四爪依然与之前那样舞动，并没有抓着树枝，

之后我换了树叶、杂草……放在它脚上，情况
如故。我生气了，心想：我已为它提供活命的
条件，不懂自救的家伙，就让它自生自灭吧。
于是我站起身，离开了。
次日傍晚，我再走到那里，想看看在我离

开后它有没有抓住那些物体翻过身来活命离
开，然而事实并不如我所希望的那样，它已经
静静地躺在那里死去了。

心里充斥着淡淡的伤感，感慨其实人有
些时候也如这只虫子一样：处于困境时，不会
动脑利用周围的有利因素使自己走出困境，
甚至对别人提供的便利条件不懂加以利用，
只是寄希望于别人来牵着自己全身而退，但
人生的困境何止一两个，别人又怎能一次次
代你克服，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自己，
没有人会替你坚强。

谁 替 你 坚 强
□ 杨静连

那是一片柔软的小松林，在城
市的旁边。松林里的一切都那么柔
软。

风过时，树枝是柔软的；叶落
时，地上满布的松针是柔软的；雨
过后，树脂也是柔软的。甚至在它
的影子里，你的幻想也是柔软的。

是的，一片可以让人入梦的松
林。人们在那里总是能找到自己思
绪的世界，他们互不干扰，心灵却
是相通的；一样是平静地感受生
命，感受自然的愉悦和温馨，或是
沉浸在一个梦境似的天堂里。

我踱步到那里, 那儿的人很
少，但是无论谁与谁相遇，都会给
对方一个微笑，一同分享这片迷人
的小松林。

一块比较平坦的石块上，那
位老人拿着精巧的烟斗，欣赏暮
色。他在黄昏里来到小松林，而他
也正在自己人生的黄昏里。许多老
人难耐垂暮中的孤独，于是忧郁，
于是哀伤。但是眼前的这位老人，
他怀里揣的定不是寂寞。他脸上的

沟沟盛着的是岁月的印记，岁月碾
过时留下的辙痕。还有他的头发，
染着风霜雪雨的颜色。正是一个他
所走的过程，所以他不害怕孤独，
才有此刻的悠然自得，白烟的圈圈
在他头上慢慢散开，像是在把一生
的烦琐驱走。

一个年轻的美丽姑娘背靠着
树坐着。她在读信，浅蓝色的信纸。
她微笑着但是眼中闪有泪光。那无
疑是幸福的泪水，手中的信肯定来
自她日夜思念的恋人。也许他们分
隔两地，却情意不断。书信成了他
们相思的连线。也许他们曾经在这
里牵手漫步，度过许多个清晨，黄
昏。姑娘等待恋人的归来，苦涩，却
又甜蜜。她来到留着他们脚印的地
方，坚持等待，固守诺言。她的内心
是一潭温柔的深湖，思念的湖水从
她的眼里流出，犹如水晶珠子。松
林见证了他们的爱情，也相信他们
能一起回到让他们爱情萌芽的树
下，并且彼此长久地相爱。

前面，一对年轻的夫妇在教他

们的孩子走路。爸爸血气方刚，妈
妈秀外慧中，一个很幸福的小家
庭。几乎每一个孩子都是在父母的
引导之下迈出人生的第一步。这个
孩子摔倒了也没有哭，是不是他还
不懂什么叫做“疼”，还是他从爸
爸妈妈那里继承了勇敢？相信他可
以勇敢地长大，坚强地面对各种各
样的困难与挫折。也许多少年后这
个孩子长成堂堂男子汉了，会知道
这是他开始成长的地方，会带上他
的父亲母亲，再踩在柔软的松针
上。

这片小树林，一定装下了许多
年轻的梦想与记忆。它是属于大家
的天堂，也是属于我的天堂。人们
遇见却不用互相了解，这样的沉默
是我们最美丽的邂逅。我们是谁都
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心里装着
同样对爱的疼惜，对松林的向往。

松林是个神奇的去处，它的悠
然娴静总能填满我们心里那片海
洋。

小 松 林
□ 许文辉

野大姐袁麻烦借你的手机给我用用吧袁我
的手机没电了遥 冶
这是某天我在医院的 x光室门口亲身经

历的一幕遥 一个二十多岁满脸病容的女子问
我借用手机袁 说实话当时我心里在想又是骗
局钥 但是看着她也不像啊袁一张腊黄色的脸袁
眼晴无神袁应该不是袁但是现在这社会什么人
都有袁她额头上又没写着骗子二字遥

野大姐袁我真的没骗你袁我手机真的没电
了遥 冶

野好吧袁但是请你尽快遥 冶我咬了咬牙答应
了遥

野行袁行袁真是太谢谢你了袁大姐遥 冶
我把手机递给她袁然后就站在她跟前袁我

当时是这样想的袁就算她跑袁我与她距离那样
近袁她往哪个方向跑我都能一把抓住她遥只见
她拨通电话后两只脚不停的挪动袁 我心里一
惊袁糟了袁真遇上骗子了钥我也不敢怠慢袁一步

一步地跟在她旁边袁以防她跑遥她还真的一边
听一边走袁我也一直跟着袁到后来她挂断电话
说是没人听袁让我等一下再让她打遥

野不好意思了袁快轮到我拍片了袁你还是
出去用公用电话吧浴 冶 我说遥

野哦袁那真是不好意思了遥 冶
我把手机放回包里袁也吓了一头冷汗遥
如今的人都怎么了袁让做好事的人却步遥

其实我对做好事并不排斥袁 可是下次再遇到
这样的情形我还会这样做吗钥 我不知道袁我的
心里真是五味杂陈啊浴

戒 备
□ 许 丽

休假，邀三五好友，相约西江垂钓。蓝天，烈
日，欢声，水声……共同在江边构出一幅美
景。“偷得浮生半日闲”工作之余，这悠闲自
在的时光总是让人觉得生活之乐趣所在。
“咦，哥几个看天上，貌似老天爷不乐意我
们轻松愉悦啊？”“是啊，这么一大片黑云，太
给我们压力了。”看着头顶上那摧城拔寨似的
黑云，我陷入了沉思。
遥想两年前，我们怀着一颗梦想之心，从千

里之外来到这座陌生的城市。以“初生牛犊不
怕虎”的凌云壮志，学习、实践、学习……犹如
海绵似的吸收着业务知识，争分夺秒，努力武
装自己，完善自己，充实自己，挑战自己，其
中，夹杂着欢笑与汗水，付出与收获。
不知何时，突然发现身边充斥着许多陌生

的面孔，原来熟识的都因这样或那样的原因
离开了这片拼搏的土地，很多的流言充斥耳
边，很多忠告徘徊身旁，让人迷茫，不知所措。

“呼，大家伙”一声呼喊，让我回到现实中，
原来，半日的付出总算有了回报，三斤多的鱼
儿在这样的环境下让人欣慰鼓舞。
天还是那片天，只是被乌云遮住了而已，不

是吗？拨开云雾终会见青天。
是啊，一分耕耘总会带来一分收获，经历了

那么多困难与挫折，难道还会被眼前的这点
磨难阻挡住前进的步伐？不，不会，看着双手，
我坚信，它会让我实现我的梦想。
想起以前看过痞子写到的：我轻轻地舞着，

在拥挤的人群之中。你投射过来异样的眼神。
诧异也好，欣赏也罢。并不曾使我的舞步凌
乱。因为令我飞扬的，不是你注视的目光。而
是我年轻的心。也许这就是很多和我一样为
梦想而拼搏的追梦者心底的那份真实写照
吧。

垂 钓
□ 周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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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双节，原计划外出旅游，却在出行的前一
晚病了。病来如山倒，病好时已到了长假末了。于
是，母亲提议一家人去家乡的景区石表山游玩，既
可以呼吸新鲜空气又能锻炼身体。只是一座山而
已，于是，小女子我一身轻装前往。

夏末秋初的太阳依旧炽热，到达景区时太阳
已当头照，于是马不停蹄开始爬山。踏上静幽狭
小的石阶，阳光穿过两旁茂密葱绿的树丛，照射在
石阶上斑驳点点。拾阶而上，时而听闻鸟鸣，时而
传来山上游人的说话声，却是只闻声响寻不着踪
影。

攀在蜿蜒的石阶上，正当我感叹道路的狭窄，
树丛遮拦视野时，一阵微风撩动衣摆，抬头望去，
眼前一片明亮，天空变得开阔起来。一块光秃秃
的大峭壁阻拦了去路，壁面上镶嵌了一架呈 70°
角的铁梯，连接到山上的小平台。铁梯的右边是
山崖，探头向下望，只见树丛，瞧不见底。阶梯的
边框是由铁条焊接而成，里面是木板，用螺钉紧

固，经过岁月的风霜，木板已褪色生出了裂痕。人
走在上面能清楚地看到木板的震动，心发怵，迟迟
迈不出第一步。母亲走到桥中间回头望，见我还
呆在原地说：“怕啊？要不要我拉着？”我摇摇头：
“不用，你们先上去。”

记得小时候过村里的木桥，总是需要母亲拉
着才敢过桥，如今已长大成人，虽依然害怕但也不
好意思要母亲拉着了。望着家人一步步攀登到小
平台，我深呼吸，暗暗给自己鼓气。双手抓着靠山
一侧的左栏杆，轻轻地踏上铁桥，低头看着木板，
屏蔽其它景物，想象着这是在平地，一步一步小心
翼翼地登级而上。一会儿，身后传来了两三个游
人的讲话声，紧接着耳里听闻“噔噔噔”，脚下手
里传来了震动，胆颤！全身一僵，双手使劲握紧栏
杆，停了下来，想回头看却又不敢。耳边不断传来
不同频率的脚踏声，瞬间，脑海里显现好莱坞灾难
大片桥断、桥面坍塌的画面，一个激灵，暗叫一声，
脚下快步小跑上阶梯———“噔噔噔”，到了小平

台，松懈了下来，手扶着栏杆急喘着气。“你看那
个姐姐都跑着上去了，怕什么。”稍偏头向下望，
几个青年的身后，一位年轻父亲正低头拉着踌躇
不前的小男孩。我阴差阳错的成了别人眼中的
“勇者”，自觉一阵好笑。

通过了惊险的天梯后，继续向上攀爬。来到
了赤壁长廊，一条由天然岩石形成的通往长廊的
坡道，凹凸不平的岩面被游人打磨变得光滑，左侧
栏杆下空阔直落崖底，惊慌。我于路中屈膝徒手
探步下坡，突地，脚下一滑，“啊！”向崖边滑倒，
慌乱中抓住了栏柱，吓得冒出了冷汗。一手抓栏
柱，一手支撑于地，坐直于地上。瞬间，内心深处
的难过、委屈、不甘、气愤直冲脑门。不就是座山
么，有什么好怕的！脱下鞋子，拍拍手，起身。单手
握栏杆，一手拿鞋，侧身面向悬崖，赤脚平稳有力
踩于地面，顺利下坡。在赤壁长廊休息一会后继
续爬山，越往上攀爬，越是山势险峻，陡峭难行。
前人开凿的石阶，有的只容一人跻级登峰，有的成

直角只能面壁而
上，有的身后则是
千丈悬崖。这都没
有使我望而止步，
鼓着劲，专注于脚
下的艰辛跋涉，一
步步登顶。

立于山顶，姐
姐站在崖边，张开
双臂大声呼叫，尔
后，回头朝我招手。
我慢走于崖边，学
着姐姐上身重力放
于栏杆之上，张开双臂，望着前方，用尽全力“啊
……”与姐姐相视而笑，一直紧绷的神经得以放
松，低头看看眼底下的山崖，那份恐惧已烟消云
散。感受着迎面吹拂的微风，呼吸着清鲜的空气，
心中的苍穹云开水阔，一片清明。

有一种舞蹈叫岩壁芭蕾，有一种精神叫勇往
直前，有一种勇者叫攀岩人。而我，要做那名勇敢
的攀岩人，正视险阻，不悲伤，不畏缩，以勇气和毅
力攀行闯过人生路上的层层关卡。

做 勇 敢 的 攀 岩 人
□ 周丽梅

《起钓》江壮钧 /摄

黄昏袁漫步在熟悉而又亲切的
道路上袁闻着花香袁柔风迎面吹来袁
打开我那尘封的记忆遥仿佛我又回
到了那一刻袁和孩子们沉浸在花儿
的烂漫之中遥

那天袁夕阳很美袁泻下柔柔的
金光袁 给校园添上一层彩色的余
晖袁蓝蓝的天空浮动的几朵白云也
在夕阳的辉映下呈现出嫣红遥那时
的我袁 紧张的神经也渐渐得以舒
缓遥

野老师袁 我们想等您一块回
去浴 冶放学后留下来出野庆祝六一冶
墙报的几个学生完成任务后对我
说遥

野好袁我们一起走回去遥 冶我一
边和蔼地回应他们袁 一边收拾东
西遥是呀袁每天骑车上下班袁已经有
很长时间没有和孩子们步行回家
了遥 等我把车子推回车棚袁孩子们
迫不及待地拉上我的手向大门口
奔去遥

野小鸟在前面带路袁风儿吹向
我们袁我们像春天一样袁来到花园
里袁来到草地上噎噎冶伴随着轻快
的旋律袁回家的路上移动着几个长
长的影子遥

野等等袁老师袁我们一起去看一
处很美的地方吧! 冶走到半路袁小菲
向我提议遥

野太晚了袁改天吧浴 冶我看了看
时间遥

野很近的袁只需几分钟而已遥 冶
看着孩子们一副很渴望袁很认

真的样子袁我没有理由拒绝了遥 右
边是绿油油的稻田袁左边是一座小
山头袁哪有什么特别美的地方遥 带
着疑惑袁我还是和孩子们一起迈向
小径袁来到小山头的的另一面遥

野哇袁还是那么漂亮浴 老师袁你
快看浴 冶走在最前面的小东兴奋地
指着小山脚下的那片草地遥

那片坡地长满小草和不知名
的小花袁好几丛矮矮的乔木长在这
片绿茵茵的草地上袁在夕阳的映衬
下袁小乔木上那几拨美得透亮的粉
红色先抢了我的视线遥

野嗯袁真的很美遥 冶我在孩子们
的招呼下袁也快步地走近它遥 原来
是捻子花袁 尽管阳光即将隐去袁它
们依然烂漫遥有的花儿高高地屹立
在枝头上袁毫无保留地展示着它的
娇媚姿色袁 可有的花儿比较胆小袁
躲闪在墨绿的叶丛中袁和风吹来才
羞涩地探了探头遥一切都是那么自
然淳朴袁没有假饰的亮丽遥 我情不
自禁地蹲下身子袁抚摸着圆润粉红
的花瓣袁 看着晶莹剔透的花蕊袁闻
着那淡雅的花香袁跟孩子们快乐地
数着野一朵袁两朵袁三朵噎噎冶接着袁

孩子们开始穿梭在草地上袁围着花
丛相互追逐着袁我和孩子们的欢声
笑语不时地在其间荡漾遥

突然间袁耳边响起矿区的广播
声袁 我意识到我们真的该回去了遥
看着孩子们恋恋不舍袁我笑着对他
们说院野要不袁你们摘上一尧两簇带
回去钥 冶

野不袁不能遥 要是我们都摘了
它袁再也看不到它的美了袁何况它
还会结出好吃的果子呢浴您说过我
们要爱护大自然的浴 冶

看着孩子们清澈而明亮的眼
眸袁 我的心里隐隐地欢愉并感动
着袁 他们就像我眼前的花儿一样
美袁一样烂漫!

我们继续踏上回家之路袁太阳
的余晖勾勒出我和孩子们幸福欢
乐的剪影袁那一刻袁便成了我永恒
的记忆遥

风悠悠地把我从美好的回忆
中唤醒袁 而我却是多么留恋过去袁
曾经的风声袁阳光袁还有花儿的味
道袁都尽在记忆深处遥 沿着走过的
路线袁我的思绪慢慢飘起遥今天袁也
是捻子花盛开的季节袁但是袁长大
了的他们还会记得这处美丽的地
方么钥

山 捻 子 花 的 追 忆
□ 梁 华

▲ 《公平交易》徐秋容 /摄▲

《聚精会神》陈卓林 /摄▲

《登石表山》李玉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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