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版文言文

古益矿修车班技工林伯达李远健者
十数众，专司翻斗矿车修造，其艺日臻精
纯。闻吾欲访，欣允之。

临材，余观伯达于其上闪转腾挪，间
执角尺滑石绘线以记之，若忐忑踌躇状。
惑言：汝终日为业，无悉其法耶？何以斟
酌再三！答曰：烂熟！然此板已去十七，余
部多参差，凹凸不一。盖增收节支，匹夫
有责。钢材为物耗之大宗，倘能恰如其
分，边角尽用，岂不大善？余乃悟，微颔
之：极是！

谋定，遂见伯达立马持炬，杀伐之气
四起。观割炬，其焰初色丹，复蓝青，敛千
炽于一刃，锋芒毕露。彼虎踞如磐，少屈
身，左手辅炬于著线处一决而就。初入，
略紧，千钧寸进如急雨，奈何盾矛角力，
粘滞掩抑。凡天下武功，无坚不破，唯快
不破。未几，渐行渐朗，但见游刃如虹，一
泻千里，青锋至处乍冰裂帛，引得嘶鸣阵
阵。谈笑间，一纸顽钢等闲过，万簇弧光
未沾襟，其断口一泓明镜，几可鉴人。

矿车甚简，无非箱体、车架二部。车
箱体态奇异，两肋一平一仄，非对偶工整
之物。何也？皆因侧卸之能。夫仄面下削
而敛以衔轮臂，无磕碰倾覆之虞，始得车
门壁千仞，开合自如。槽钢善固型，故车
箱以之为筋，钢板为皮，容一方，纳千斤。

盖底板为碾压，为研磨，为倾轧，厚八厘，
旁壁稍薄，六厘。造车之功，不破不立，非
割焊不可得也。但见远健铄金成水，笔走
一线。炽白出锋处，灼墨如奔，力透纸背，
若潺潺，汩汩，层层，叠叠，极写意。夫偶
遇焊渣靡靡，必欲锤之而后快，始得鳞次
栉比，饱满紧致，是以极佳。

角钢质地坚韧，善荷重，故车架以之
为骨，长五尺，宽二尺，二横二纵。其上承
之挂耳钩托，下启之碰头车脚，皆系股肱
之要件。挂耳三，一掌见方，钻一孔，铰以
销，箱体之起承转合，悉系此物。钩托之
功能与人颚无二致，其分居两侧，是时走
马上桥一撅而就，有自行抬举门钩之妙
用。矿车行止频频，极尽角抵争执之能
事，非碰头铸钢之躯不能全也，然其质不
类角钢，斥之，是以极见焊功。车脚内凹
中空，楔以缓冲胶垫，骑于轮轴之上。盖
矿车物性刚猛，至刚，则至脆，能屈能伸，
刚柔并济，方为正道。通计一车，车轮、碰
头、轮臂、门钩多为废旧者于铸钢厂浴火
重生，如此循环自给，其利大焉。

俱备，吊装之，以栓、钉、销连接紧
固，谓之总成。验之，行走轻盈，吞吐从容
者，方为大用之器物。

余尝请造车之道，答曰：无他，惟手
熟尔。

造 车 记
□ 邓 飞

徐徐的清风轻拂脸庞，
皎洁的月光为我披上一层银沙。
小鸟和知了停止了歌唱，
清新的空气中等待着希望。

田野里谱出一曲优美的旋律，
空气中弥漫着静夜的味道。

白天在喧闹受尽折磨的心灵，
正在舒服地享受这难得的安宁。

静夜的味道，
是幸福的味道，喧闹过后宁静的时刻，
是对精神灵魂的一次最舒服的洗礼，
我享受静夜。

静 夜 的 味 道
□ 贺 琼

又是一年中秋时，这个中秋对于我
来说，有点特别，我决定一个人在矿山里
面感受过节的氛围。

节日的早上，天气晴朗，抬头仰望灿
烂的阳光，它也像一个顽皮的小孩来凑
节日的热闹，穿过树叶间的空隙，透过晨
雾，一缕缕阳光洒满了整个矿山。上街买
菜的时候，碰到了同事芝，她说，她晚上
上夜班，丈夫也要上日班，他们把在县城
读书的儿子也接到他们的身边来过节，
这个节日虽然要加班，但她还是蛮开心
的，她买了一只山地鸡回去庆祝，还特意
买了儿子喜欢吃的葡萄，看着她提着沉
甸甸一袋袋食物，我想在这个万家团聚
的节日里，食物也被人注入了温暧的情
感，那也是对家人满满的爱，想像着她们
一家子团圆和谐的情景，也让我有点想
家了。

即使是加班的节日，她们也以自己
独特的方式来庆祝，还乐在其中。在中秋
这个万家团圆欢聚的节日里，有那么一
群人，为了矿山设备的安全，他们必须要
驻守在自己的岗位上，难道他们不想回
家过节吗？不想与自己的家人共享节日
的天伦之乐吗？不是的，当自己的小家与
矿山这个大家有冲突的时候，他们还是
毅然地选择了舍小家顾大家，这种爱岗
敬业的精神是值得永远地传颂的。

不加班的节日，我显得相当的休闲，
听听温暖的情歌，读读优美的散文，看看
令人发笑的综艺节目，全然忘记了时间
的流逝，一下子又到了黄昏的时候，矿山
村子里“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此起彼伏，
像是在弹奏一首欢乐的歌谣，仿佛是在
宣告节日的喜庆。鞭炮声提醒了我，再不

庆祝，节日就将要过去了，于是，一个在
晚上庆祝节日的方式在我的脑海中应运
而生。

晚上，我斟一杯清茶，拿一个月饼，
到阳台来赏月，在等待月亮出来时，意外
地看到了村子里放起的孔明灯。看到久
违没有看见的孔明灯，心情十分兴奋，情
不自禁地欢呼：“哇！好高的孔明灯。”现
在的情景也曾经那么的相似，我入神地
看着孔明灯一闪一闪的火光，记忆的闸
门拉到了小时候的单纯美好，想起了那
些年我们一起放孔明灯的情形，是那样
的乐此不疲，这情景仿佛就在昨天一样
的清晰，现在，当年的小伙伴，早已经出
落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和玉树临风的帅
小伙，在他乡奋斗的你们可都安好呢？想
着想着，孔明灯的火光已越来越弱，最后
孔明灯消失在夜幕中了。盼望着，盼望
着，月亮终于羞涩地露出了脸庞，倚栏凝
望着圆月，欣赏这月夜的韵律和节奏，聆
听着幽静处传来的虫鸣，呼吸着泥土的
湿气和芳香。面对静谧空灵的如水夜色，
我情愫如潮，心音如歌；当月而立，陶醉
其中，任想象脱缰随意的驰骋，让思绪飘
逸如风般翻飞。想到广寒宫里的嫦娥，你
是否也在抱着伶俐的玉兔，在向着家的
方向眺望，所以，今晚的月夜才格外的美
好。也只有在思念的时候，月亮才被人类
注入浓郁的情感色彩。因为有了距离，思
念便开始漫延开来。可谓 “千里共婵
娟。”

我吃着圆圆的月饼，品着淡淡的清
茶，想像着未来的美好。不管在何时，只
要圆月长驻心中，那么月圆人更圆就不
仅仅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又 是 一 年 中 秋 时
□ 徐小玲

我对于认定的东西会有一种执
念。就如：天应该是蓝色的，云应该是
白色的，太阳应该是圆的，大海就应该
是湛蓝的……

在去外伶仃岛前，别人问起有没
有见过大海，我都会说自己从没看到
过，其实不然。在小学时就随父亲到过
北海银滩旅游，那时或者是因为雨季，
阴沉的银滩上乌云遮蔽，混黄的海水
上漂浮着不知哪儿来的垃圾。北海银
滩更像是多了股味道的大江河，与我
勾勒的碧海蓝天相差甚远。

因此，我一直怀揣着美丽的梦，渴
望着亲眼见证那湛蓝的大海。

炎炎夏日，终于等来了梦的召唤。
在户外驴友论坛看到了周末去珠海外
伶仃岛看海的活动贴，翻翻日历，时间
允许，我毫不犹豫的报名了。

经过一晚上的舟车劳顿，于清晨
四点半到达珠海九洲港。短暂的珠海
游玩后，在中午踏上了前往外伶仃岛
的高速客轮，能容纳 300人的客轮坐
满了游客，我幸运的坐到了靠窗的位
置。望着窗外的海水由混黄到碧绿再
到蔚蓝，使我激动澎湃；看着那无垠的
海面上穿梭的渔船、货轮和岛屿，发觉
自己就是那一叶孤舟，沧海一栗，在沧
海中努力地寻找着美丽，等待着彼岸。

一小时后，客轮减速，外伶仃岛到
了。映入眼帘的是小巧的码头，西式的
建筑风格，游客们争相望向窗外，一睹
为快，后来才知道“小巧”贯穿整个外
伶仃岛。

我夹在熙熙攘攘的游客间下船登
岛，背上沉重的行囊已顾不上欣赏风

景，直奔沙滩浴场找营地。穿过绿荫，
走过棕榈林，绿茵，沙滩，大海。烈日
下，天空一片蓝，湛蓝的海水波光潋
滟，海浪声声，我是多么的庆幸自己来
了。

小巧的沙滩浴场上人群涌动，多
彩的帐篷点缀在沙滩上、棕榈树下，欢
声笑语，热闹非凡。队友提议租船去大
东湾游泳，说是那里知道的人少，估计
人没有那么多。虽然我是旱鸭子怕水，
但是来到了大海不下海泡泡，将会是
一大遗憾。于是队友和船家讨价还价
时，我去租来了救生衣。

商讨好价格后，我们十个人分坐
两艘汽艇，向广阔湛蓝的大海进发。汽
艇飞速的颠簸抛腾在海浪上，飞溅起
莹白的浪花，身后留下一条银色的白
线，将海水割据分半。腾跃逐浪的汽艇
使我们几个女孩即是惊吓又是兴奋，
尖叫中夹着欢笑声被马达吞噬，淹没
于浩瀚的大海。大东湾成“凹”形，两
边背后的山峰成为大东湾的天然屏
障，避开了世人的纷扰，也为我们遮拦
了热辣辣的太阳，此时，它正安静的向
我们敞开怀抱。

跳下汽艇，有的队友已飞身跃入
海中畅游，有的队友慢悠悠拿出渔具
寻找位置钓海鱼，有的队友开始在石
礁中抓紫海胆，欢声笑语在不足 50米
精致的沙滩回响，大东湾成为了我们
的私家海滩。看着我的脚丫陷于海水
清澈见底的细沙中，海浪微澜迭起，温
情轻扶过我的脚丫，涌上沙滩。那一刹
那，莫名地泛起泪花，我把它当做了喜
极而泣。纯净的海水减少了我对水的

恐惧，穿上救生衣，缓慢走入大海的怀
抱，仰面浸泡于深蓝碧青的海水中。在
海的彼岸，是一海之隔的香港，肉眼模
糊可见那高楼大厦，趟于海面，宛若是
海线上的海市蜃楼，让人不禁想一探
究竟。身处于这曼妙的画景，仿佛置身
于一潭酒池中，涤荡着身心，为之沉
醉。当我酒醒时，已是乘着汽艇驶出大
东湾，却又再次让我迷醉了。橙红的落
日，霞光万丈，染红了整个海面天空，
波光粼粼，我们更像是身临于一面红
彤彤的旗帜中，乘风破浪，追逐着心中
的太阳。

在余辉中渐渐日沉于海，天色渐
暗，夜幕缓缓拉开。席地坐于帐篷前草
地上，望着海面上闪烁的点点灯火，是
那渔船，海平线上一条璀璨星光，是那

香港。吹着清爽的海风，听着海浪拍打
的哗哗声，交织着远方传来的船鸣，合
奏成一曲惬意的交响乐，伴我入眠。

晨曦，在海浪声和一对情侣的悄
声细语中醒来看日出。却因为选错了
位置，山峰挡住了视线，错过了。登上
石景公园，来到了山峰的至高处，站在
巨石上，俯瞰外伶仃洋。目极了望，天
蔚蓝，海湛蓝，海天一色。这美丽的蓝
图里，渔船影影，有序的排列在平静的
海面上，几艘渔船由远及近徐徐开进
码头，在湛蓝的海面下划下条条白线，
使整个画面变得灵动。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

青。”这是文天祥《过零丁洋》中的诗
句，当他面对生死时，毫不犹豫的抉择
坚守自己的信念。在新世纪里，我们或
者不会遇到如此悲壮的选择，但在人
生路上都不会是一帆风顺，在遇到不
同的选择时，请别放弃，只有坚定信
念，才会实现梦想。

2013年夏，我在外伶仃岛遇见美
丽。

外 伶 仃 岛 遇 见 美 丽
□ 周丽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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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信仰”这个词本是不应该轻
易说出口的，因为我相信很多人还没有
做好为它坚持一生的准备，然而青春确
是经不起折腾的，所以，从此刻起，我必
须为自己为什么而生活着找一个可靠的
并且能够一直鞭策我灵魂的理由，那么，
从此刻起，我追逐理想的脚步和力量之
源将是不知疲倦和绵延不断的，我对即
将逝去的青春和未知的人生旅程也将是
无怨无悔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生活环境的转
变，渐渐地，少年时期色彩鲜明的想法和
棱角分明的性格已慢慢淡化了，渐渐的
你会感觉到，青春这把刀子已经不再锋
利了。很多时候和朋友们聊起青春这个
东西，聊着、聊着就会感觉到压抑，因为
一旦理想与现实触碰了，那颗热忱的心，
总是会不自觉的伤痕累累，这时候，总会
察觉，青春是不安分的，而这不安分的背
后，恰恰就是缺少了那个叫做信仰的东
西。

信仰是植入在灵魂里的，它是黑暗
中的灯塔，在茫茫浮沉中为我们指引正
确的方向，并且给予我们战胜一切艰难
和困惑的力量，对待信仰我们应该是虔
诚的，忠贞的，信仰一旦在心中落地生根
了，即使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们的心也会
很坦然，我们不放弃、不抛弃，怀着满满
的希望，去战胜黑暗，迎接光明。

青春是一段特别值得珍惜的时光，
然而随着时间的慢慢流淌，青春和我们
的距离也在慢慢的拉长，我们是背道而
驰的两辆列车，在人生的旅途中，一个擦
肩，便彼此错过了，却再也找不回来了。
拖着青春的尾巴，我想大声的呼喊，青春
应该是疯狂地，无所顾忌地面对一切困
难和挑战，我们尽情的挥洒自己的智慧
和汗水，我们是清晨的阳光，不温不热却
充满着力量。

给青春插上信仰的翅膀，让青春飞
起来吧，我们坚定，我们坚持，我们勇敢，
我们疯狂，我们斩荆披棘，绽放光芒。

青 春 的 信 仰
□ 杨泽光

“准备好了吧？我们出发啦！”话
音刚落，只见主任把扁担拿起来，轻轻
弯一下腰，头一侧，扁担就很自然的滑
到了肩膀，“噌”地一下，就把装饭的
两个布袋子挑起来，动作既干净又利
落。站在旁边的我也学着主任的样子，
弯下腰来，把肩膀对着扁担，也想
“噌”地一下挑起来，但那可不是件容
易的事，我鼓足劲后才把担子给挑起
来，也费了很大的劲才把腰板挺直。

这是我参加工作后的第一次下井
送饭，这些饭是送给在坑口一线工作
的员工吃的。

2008年的那个夏天，我和一批矿
山子弟一起回到矿山工作，我被分到
了红卫坑口保健食堂。当时，食堂的厨
工们把饭做好后，需要把饭送到舞龙
岗的竖井口，而需送到井下的饭则由
运输工负责把它送到井下。

晌午的阳光特别猛，照在身上火
辣辣的，才走没多久，我就热得直冒
汗，汗水顺着头上的安全帽直往下流，
额前的刘海慢慢被浸湿了，背脊上的
汗也一点一点往外冒，穿着水鞋的脚

越来越难迈，好像有点不听使唤了，我
的肩膀越来越疼，腰也似乎被压弯了
一些。

从保健食堂到竖井口大约有 1000
米的路程，中间要经过一个约 300米
的平巷。刚开始时，我还能尾随主任，
但没过多久，我就和她拉下了距离。
“唉哟”一不小心，踢到了一块小石
头，差点摔了一跤，吓得我冷汗冒出
来，摸一摸饭袋，幸好饭袋里的保健饭
安然无恙。吃了这个亏后，我就特留意
前面崎岖不平的山路，努力把那灌了
铅似的腿尽量迈高一点。“这条路怎么
这么远，怎么还没到呢？”每走一小段，
我的心里就不免嘀咕一回，有好几次
我都想叫主任停下来歇一歇，顺便等
一下我，但每次话到嘴边我又咽下。主
任挑的饭有 23盒，按一盒保健饭约 2
斤的来算，就有 46 斤了，而我只挑有
10 盒，才 20 斤，在工作上她已经很照
顾我了，我虽然是新员工，但也应该努
力，加把劲才对呀！终于在平巷的巷口
前，主任停下来等候我，她看我挑得那
么吃力，边擦汗边问我要不要匀一些

过去给她，我一听，真恨不得有个地洞
钻进去，此时被太阳晒得红通通的脸
就更红了，赶紧说：“不用了，虽然是第
一次送饭，但我一定能挑得到，一定能
把我送的饭送到目的地去。”说完，就
使使劲，咬咬牙又跟着出发。

在过平巷的过程中，主任边走边
告诉我过平巷时一定要注意安全，一
定要穿戴好个人的劳动防护用品，拿
好手电筒以防停电，还有远远看见有
火花或着听到有电机车开动的响声，
就躲避在离自己最近的硐室里。

记得当时的我还很好奇地问她：
“那些员工干嘛不来食堂就餐呢？食堂
里有干净的餐桌可以坐着慢慢吃，还
有风扇可以吹，而我们也不必那么费
劲。”主任说：“那是为了工作的需要。
在矿山，为了能节省时间，能尽量挤多
一点时间来工作，还有一些就是为了
能时刻坚守着自己的工作岗位，只要
是为了工作，这些班组的员工们不管
就餐的环境如何，他们不在乎在哪里
就餐。这就是矿山一线员工的真实写
照。”我一听，才恍然大悟。想到饥肠辘

辘的他们正等着我们的到来，于是，不
由得又加了把劲，把步子迈得更大些。

终于在午餐的时间准时到达舞龙
岗竖井口，第一次看到竖井口，第一次
看到辛苦作业的员工们在津津有味的
吃着我们送来的保健饭，特别是看到
我挑的那 10盒饭，看着它们分别被员
工们你一盒，我一盒的拿走，那种努力
工作后的成果，顿时，使我一路上的辛
苦烟消云散了。想到员工们吃了保健
饭后能补充体力，我能给他们工作带
来更大的动力，一种做为后勤工作人
员的喜悦感也犹然而生。

回去的路程似乎显得特别的短，
空空的饭盒在饭袋里发出哐当哐当的
碰撞声，而我的思绪也在这响声中飞
扬：在矿山里工作，不管是从事什么工
作，每个工种之间都是息息相关的，每
个人都应把本职工作做好，特别是我
们后勤班组的工作人员，我们要尽我
们最大的努力去提供动力和支持，把
这股能量传递给奋战在一线的员工
们，因为他们是我们矿山最可爱的人。

第一次给井下员工送饭
□ 封梅清

幸福是内心的一种感觉，它不需
要用语言来表达，只要你用心去感受，
就能品味生活中幸福的味道。

记得有一天，我刚回到家，就看到
儿子正在吃面，感到十分好奇，便问：
“儿子，谁帮你煮的面？”他兴高采烈
地对我说“妈妈，这是我自已煮的面，
您过来尝一尝。”我愣了一下，心想：
难道是表哥帮煮的面？见他十分肯定
的样子，不妨让他表现一下，看看他是
否真的会煮面？于是，我就对他说“儿
子，妈妈肚子也饿了，怎么办？”他毫
不犹豫地说：“妈妈，我帮您煮一碗
面，让您也尝尝我的手艺吧？”于是，
他便急忽忽地走进厨房。我有点不放
心，也跟了进去。只见他先用不锈钢碗
装好水，放到电磁炉上，打开电磁炉开
关，烧起水来，看到他井然有序的煮
法，心里对他有了一定的认可。他见我
跟了进来，就对我说“妈妈，您放心
吧，您的儿子长大了，您就到客厅里等
着吃我煮的面吧。”大概过了 10多分
钟，他就端着香喷喷的面来到我的面
前：“妈妈，请您尝一尝。”看着碗里热

乎乎冒着香气的面，又看看满头大汗
的儿子。一种幸福的感觉油然而生，往
事历历在目：从怀胎十月到儿子呱呱
坠地，再到现在慢慢长大，这么多年，
所有的点点滴滴，所有的辛勤付出，所
有的快乐与难过，这一切的一切都是
值得的，它们就是我人生旅途中一笔
无价的财富，即使生活清贫，即使未来
风雨兼程，我也无怨无悔。碗里面条的
香气扑鼻而来，我迫不及待地拿起筷
子，吃起面来，面条很滑，咸淡恰到好
处，没想到儿子第一次煮的面味道这
么好，我边吃边说“真好吃，真好吃！”
儿子听了我的夸奖，眉开眼笑乐极了。
虽然这只是一碗普普通通的清汤挂
面，但是我端在手里却如获至宝，吃在
嘴里犹如珍馐百味，因为，那是一碗弥
漫着幸福味道的面，此刻，我感觉自己
仿佛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我发现：幸福，并不是遥不可及的
星光，只要用心去体会，就会发现幸福
从未走远，它就在你我的周围。就如那
碗面中幸福的味道，总是溢满心间，恒
久留香。

幸 福 的 感 觉
□ 陈丽梅《春夜喜雨》 杨柱峰 /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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