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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瑾是反清斗士、革命女侠、爱国
志士，1907 年 2月组织反清起义事泄被
捕，是年 7 月 15 日就义于浙江绍兴轩
亭口。这位女中豪杰行事雄豪、志在兴
邦、毁家纾难、义无反顾，在以男性为
主体的革命党人中，也属不可多得的
翘楚。侠女行侠义然亦颇富诗才，常以
诗明志，广为流传的一句便是：“秋风
秋雨愁煞人，寒宵独坐心如捣。”据说
系秋瑾临终绝笔，前句虽引古人成句，
然其格调之悲壮沉郁，胜古今吟秋之
诗多矣。

秋瑾虽身为一柔弱女性，却素秉男
性之雄，有勇士之志，有“漫云女子不英
雄”一句以自况。她在一首《满江红》中
吟道：“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
烈。”、“俗子胸襟谁识我？英雄末路当
折磨。莽红尘，何处觅知音，青衫湿！”她
不仅雄于众多男儿，且堪与其匹者也稀，
故有“青衫湿”之悲。侠士自古多喜剑，
盖雄气显于剑气，她曾赋《剑歌》以明
志，其中有句云：“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
换酒也堪豪。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
化碧涛。”缅怀三国故事而《赤壁怀古》：
“潼潼水势向江东，此地曾闻用火攻。怪
道侬来凭吊日，岸花焦灼尚余红。”谈笑

间，强虏灰飞烟灭，是其志也。
秋瑾之雄非仅雄于性情。清庭之腐

败，列强之侵凌，民生之凋敝，国土之沦
丧，莫不片刻萦怀，令其悲愤难抑，“猛
回头，祖国鼾眠如故。外侮侵陵，内容腐
败，没个英雄做主。”(《如此江山》)“炎
帝世系伤中绝，芒芒国恨何时雪？世无平
权只强权，话到兴亡眦欲裂。千金市得宝
剑来，公理不恃恃赤铁。死生一事付鸿
毛，人生到此方英杰。”（《剑歌》）面临
中华世系将要中绝之险境，世界只有强
权而无公理，只能凭赤铁而拼死一搏。当
然，秋瑾并非孤胆英雄，她知道救国救民
非一人之力可成，故在《黄海舟中日人索
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 诗中深情呼唤：
“浊酒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拼
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爱国
保种之壮烈情怀，戛戛然而不让须眉。

世间作豪语的奇女子，非止秋瑾一
人。宋代著名诗人李清照有《夏日绝句》
一首：“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
思顶羽，不肯过江东。”语虽雄奇，才调
高绝，后世多传之，然终为文人之辞。读
秋瑾之诗，其句奇，其势雄，其气凛，其志
锐，便是孱弱男子闻之，感其势，领其气，
亦慨然而雄起矣！

———读《秋瑾诗钞》
□吕达余

漫云女子不英雄

认识他的时候，我 22 岁，他 26 岁。
我想，他的年龄比我大，一定很疼我。我
还有一种以己推人的想法，那就是，只要
我对他好，他一定也会对我特别好。

那是一个初春季节，我们结伴去郊
外踏青。春意盎然，爱情在悄悄生长。

在郊区那个稍嫌寒酸却相当质朴的
小饭馆里，我点了一个京酱肉丝，并且歪
着头告诉他，这是我最爱吃的菜。他笑，
说，那有啥吃头？咸不叽叽的。他点了一
个糖醋排骨，用充满幻想的语气对我讲
述了小时候第一次吃排骨时的激动。他
说，这是他母亲的拿手菜。我笑，说，这有
啥吃头？甜不叽叽的。菜上来了。他只吃
排骨，我只吃肉。我才想起来，他是南方
人，而我，则是标准的北方人。

一年后，他手持一束娇艳的玫瑰向
我求婚。我想起了我们不同的饮食习惯，
有点犹豫。因为父亲说过，饭都吃不到一
起，两个人怎么生活？我却这样想，吃饭
嘛，毕竟只是生活中的一个微小的细节。
我爱他，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就这么欢天喜地，心甘情愿地嫁
给了他。因为爱，我们忽略了彼此之间的
不同。生活中这些细小的不同渐渐变大，
以致双方无法忍受。

那年深秋，他提出分手。我无言可
回，一起去郊外那个熟悉的小饭馆吃了
最后一顿饭。他点了糖醋排骨，我点了京
酱肉丝。菜上来了。我说，谁能想到结婚
7 年，竟然还吃不到一起？

我的泪就流了下来。他转过头，也流
泪了。随后，他拿起筷子夹了些肉丝放进
嘴中，和着泪吞了下去。我夹起了一块排
骨，放进口中，那滋味，又甜，又酸，我吞
不下去，最终吐了出来。

那年冬天，他走出了我的视线。
没有他的日子里，我做菜时，仿佛有

意与自己怄气似的，常常有意多放盐。直
到咸得咽不下去，直到咸得流出了眼泪。
然后，我基本上炒菜就不放盐了。我放
糖，放很多很多的糖。闲极无聊，我尝试
做糖醋排骨。认真琢磨怎么做才好吃。我
照着菜谱做，结果做得一团糟，根本吃不
成。后来，做熟了，味道又不好。我常常独
坐窗前，认真地想，为什么做不好这道
菜？为什么，他那么爱吃这道菜？

终于，经过数十次的尝试，一个冬日的
黄昏，这道菜做成功了。绝对的色、香、味俱
全。我终于掌握了做菜的秘诀，那就是———
耐心。要掌握好糖与醋投放的比例。糖多
了，太甜；醋多了，太酸。面对这道香气四溢
的菜，以往的生活片断，落英缤纷，在我眼
前绽放。尝一口排骨，真的很好吃。

3年后的初春时节，当他重新出现在
我的眼前的时候，我的心是那样地平静。
我知道，这个贪玩儿的孩子回家了。我说，
饿了吧？一起去吃饭吧。那语气，仿佛多年
前，我们热恋时。他点点头，泪下来了。

还是那个熟悉的老地方，还是我们以
往经常坐的那个靠窗的桌子。他说，来一
个京酱肉丝。我笑，说，来一个糖醋排骨。

菜上来了。他光吃肉丝，我光吃排
骨。他说，３ 年来，他总在琢磨，为什么
我这么爱吃这道菜。他说，他曾认真尝试
做这道菜，并最终取得了成功。他说，他
后来发现，原来这道菜很好吃。我抬起
头，不禁哑然失笑。因为我想起了以往自
己埋头厨房研究做排骨的情景。他一边
说，一边夹一筷子肉丝放在我碗中，我夹
一块排骨放进他嘴里。我们相视而笑，快
乐得像两个无邪的孩子。眼角的泪光闪
烁，却谁也没有想到用手擦去。

谁能想到，一场婚姻得花 10 年的
时间去磨合。就像这两盘菜，10年后，才
吃出了味道。

婚姻中的两盘菜
□钱浩宇

总在盼望下雨，仿佛一下雨，硬起的心
肠就软了；仿佛一下雨，春天杂乱的一切就
都顺理成章；仿佛只有下雨，烟气雾气荡漾
开来，家乡才像一幅绝美的水墨画。

春雨早就来了，只是很细小，细小得
你几乎感觉不到。春雨是在寻觅杏花的
身影，而杏花却躲在小巷深处，没有春雨
的滋润，它开得很犹豫，也开得很难过。
植物界是很重守承诺的，有了枝条就要
返青，有了花蕾就要开放，有了花朵就要
结果。这是一种信条，也是大自然最良好
的信誉。春雨不是来不来，而是何时来的
问题。春雨永远也不会爽约，就像风度翩
翩的君子，怎么能失信于小女子呢！

在春天，江南江北，下雨的日子毕竟
会多些，杜甫说“润物细无声”，这的确
传神。关于春雨，最令人心中矛盾的是
出门打不打伞？打伞吧，似乎有点小题大
做，有点在拒绝春雨的好意，失去和春雨
亲近的机会，也是一种遗憾。再说这雨实
在细小，你很难想像出，谁有那么高超的
手艺，织出纤细如发的春雨。这样的雨，
应该织成锦缎，才不会暴殄天物，好在春
雨也争气，果然织就了花红柳绿的春色，
令人沉醉其间。假如不打伞走进春雨中，
时间久了，还是会湿衣的，让人觉得不自
在，但那些走在雨中的女子不，她们辫稍
的杏花，开得静悄悄，羞答答。

家乡的春雨和外乡的春雨还是有点
区别的，家乡的春雨落在心坎上，它把你
当成一株麦子或一棵青菜来滋润。心情
好时，你可以调皮地张开嘴巴，尝尝春雨

的味道，有没有母亲所酿米酒醇厚；心情
差些，就伸开双臂，接几滴长途跋涉的雨
点，想像它们跌落万米高空实在需要过
人的勇气，小小的雨滴都如此勇敢，何况
人乎？而外乡的雨，就多了一丝愁绪，那
是淡淡的忧伤，是离开家乡的无奈，是想
念亲人的牵挂。春雨本不欺生，不管是认
识的杏花，还是陌生的桃花，它都一视同
仁的慷慨。但对于外乡人，就有些不一
样，总让人湿了衣襟和头发，要不就躲在
树下或别人家檐下，显得形单影织。我曾
想过无数条理由，最合理的解释就是春
雨想把人赶回家，家乡不仅有无边春色，
还有亲密无间的家人。

春雨或许经过艺术培训，或许天生
具有艺术技能，每一场春雨后，人间都会
换一副景象。春雨最喜欢落在小草的嫩
尖上，然后把小草们当成毛刷子，一路刷
过去。别看春雨是无色的，真当成颜料，
却是想要什么颜色就变成什么颜色。赞
花颂草感慨美景的时候，别忘了春雨的
辛苦和功劳。可能春雨本身并不在乎这
些，它也有一般艺术家特有的清高，这也
没啥，多才多艺就该自命不凡呢。

春雨来自天庭，隐于民间，它的存
在，仅限于降落的过程。不知它是不小心
跌落，还是蓄谋已久的跳落，落地之后它
就变成水，变成大地的颜料，变成植物的
血液，绘就无边春色。细细一想，盼望下
雨似乎有点残忍，但如果一直飘在天空，
心情一定会沉重无比，还不如索性落下
来，这种心情，漂泊在外的游子们，都懂。

春雨绘春色
□谢观荣

年一过，春便来了，真的是扑面而
来呀，你仔细听———那阳光都能够听
得到“哗哗”和“噼啪”的声音，一下
子将整个万物照耀得格外的清新和明
亮，就连楼影下、树阴下也被映照得温
情脉脉，疏疏朗朗。

摆放在室内角落里越冬的花草们
从梦中醒来了，它们不再慵倦，伸了个
懒腰舒展开来。鱼缸里的金鱼们也知
道春天来了，欢快地在水中追逐嬉戏，
玻璃缸里涟漪阵阵荡漾。狗儿是最先
知道春天要来的，躁动着屋前屋后的
跑，时不时的欢快地吠上几声，又咬着
你的裤脚拽着你去乡下的田野。不用
背上行囊，有狗儿引路，只管当做一次
闲逛。

嗬，田野真美，干涸的水沟几时湿
润了？且还流起了潺潺的细细的溪水，
发出悦耳的吟唱。田埂上的蒲公英抖
擞起精神，一只只叶片已在转绿退黄。
一畦畦油菜苗和麦苗，在太阳光下，越
发的生机勃勃，它们比赛似的在往上生
长、生长，将一个冬天蓄积的能力全部用
上。几个耐不住闲暇的老农已经在田地
里忙活，手中的锄头悠闲地晃动着，干上
一会便停下来，坐在松软的泥土上，仰着
头抽着烟，好不自在，好不舒爽。狗儿们
撒着欢在田野里追逐，那只调皮的白花
狗嘴里叼着一只老农的新鞋子，绕着田
埂转圈，惹得老农气不得笑不得，只能任
其放肆一副束手无策的模样。

田野的前方是一个小小的村庄，
沿着田埂，踏着软得有些弹性的泥土，
就会走到那个村庄。

一栋栋的白墙和闪着湖蓝色或墨
绿色玻璃的窗户，将错落的房屋掩映
得时尚敞亮，各家各户的春联红红艳
艳，有几个男男女女坐在门前悠闲地
搓着麻将，从厨房里飘来的菜香弥漫
在空气里，这样的香气不比酒店里的
香气，它才是滋养人的气息，能给家庭
带来踏实的气象。

谁家门前的桃树已经吐出了点点
嫩芽，有几只野鸽由高大的皂角树上
飞落到地下，它们大胆地同鸡们争抢
着食物，那只带头的大公鸡高昂着红
冠，和善地晃动着脑袋，并不想赶走抢
食的野鸽，它抖了抖艳丽的羽毛展开
翅膀，两腿轻轻一纵便飞落到一堵院
墙之上，伸长了脖子扯开了嗓子，“喔
喔喔———”地引颈歌唱，引得人们都
将目光转向了它，大公鸡更加得意，鸣
唱的也更加雄壮。果然，便有那年轻俏
丽的女孩子举起手机给它拍照，大公
鸡很配合地做出各种姿势，不多会这
些靓照就已发布到了微信上。

村庄的一隅有一口碧绿的池塘，
几颗柳树的柳枝在悠悠地摇晃，用不
了多久它们就会晃出一身绿装。池塘
里时不时的会掀一圈圈的涟漪，有几
片落叶在水圈中荡漾，像一个个小小

的船儿飘向池塘的中央。在池塘的一角
有一丛芦苇，它们虽然早已枯黄，此时个
个挺拔精神抖擞，芦竿、芦叶和芦穗都印
染出金色的光芒。有两个农家女子走来了，
她们手中的塑料盆里盛着换洗的衣裳，一脸
的春风，一身的时尚，各自寻了一个临水的石
阶，蹲下身子开始清洗衣裳，那“咚咚”的棒
槌声，又将你带到了童年的梦乡。

立在池塘边，便会生出一些遐想，这
样的人，这样的田地，这样的水，这样的
村庄，可不就是留得住乡愁的地方？！

村庄的尽头是延绵的山峦，那山是
亮亮的青色，似在缓缓地舒展延长，山脊
上一株株的树木排列成宛如前进的队
伍，一条白色的小路穿过山脊蜿蜒着拖
向山下，就像一根长长的飘带在你的眼
前晃荡，如此，山便变得忽远忽近，近得
可以闻到它散发出的树木清新的芳香，
远得让你心旌摇荡恨不能立即插上翅膀
飞到山巅之上。

还是安安稳稳地坐回到自家的阳台
上，这里照样可以嗅到春的气息，那刚刚
拂过面颊的风儿已经没有了咄咄逼人的
冷冽，倒似婴儿的小手般在轻柔地抚弄，
酥酥痒痒。室内的水仙花挥洒出最后一
缕芳香，弥漫到阳台上，让人精神为之一
爽，此刻的水仙花香虽然有些浓郁，却温

温软软，吸一口倒也浑身舒畅。
舒舒服服地伸个懒腰，抬头仰看蓝

天，湛蓝的天空中居然没有一丝云彩，蓝
得那么的醉人，蓝得那么的透亮，映照得
高楼、树木、道路、车辆、河流、田野、村庄、
人群……都有了一种神秘和庄严的景象。
几只麻雀从眼前飞过，叽叽喳喳的开心落
到了对面的屋脊翘檐之上，忽然间，心中
便生出了这样一个念想，倘若自己是一只
鸟儿该有多么美妙，那样就可以到处飞
翔，饱览美不胜收的春景，再回到自己的
书房，写下千句万句赞美春天的诗行。

夜在不知不觉中来临，春天的夜晚
也是如此的多情，那一弯升起的月亮，将
夜色渲染得情意绵绵思绪飞扬。对面楼
房窗前柔和的灯光，剪影出两个相拥的
身影。天空中偶尔还会闪烁几朵礼花的
光芒，年味在渐渐中淡去，但还没有完全
收场。小车在路灯的光影下缓缓地游荡，
路人三三两两地或是牵着手，或是挨着
肩，多是闲淡的表情模样，没有喧哗，没有
鸣笛，只有时不时的手机声响。不知从
何处飘来一曲手机铃响：“错过的人叫
我怎能忘，爱过的你如今在何方……”
哦，这是龙梅子的情歌《一段情歌一段
伤》，虽然唱得有些情婉凄凉，在这甜甜
的夜色里却并不显得感伤。

春来了
□杨勤华

多年里，我有写日记的习惯。
日记本被我保存在一个老旧的皮箱
里，上了锁，放在角落里，一段段往
事便被尘封起来。生命的角落里，总
会有这样那样的故事，深藏在时光
的河底，不曾被打捞上来。

一次打扫房间，我偶然翻开多
年前的日记。心海的潮汐袭来，沉寂
的岁月苏醒。傍晚的阳光照进屋子，
光线有些迷离，让人有恍惚之感。我
与旧时光，隔着一条河的距离，需要
借助某种东西泅渡到彼岸，而往日
那些琐碎的记录，瞬间把我拉回往
昔岁月。人只有经历这样的 “穿
越”，才能明白曾经那些斑驳的时
光之痕，是怎样凹凸了心路。这样的
时候，人也能更冷静地打量现在的
自己。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
几度秋。”轻轻翻阅一页页时光记
录，我忽然间感慨横生。那些平淡平
凡的岁月里，充溢着酸甜苦辣种种
滋味。希望与失望，坚定与彷徨，收
获与失落，幸运与痛苦……一切都
清晰得让人惊心———原来，我们并
没有遗忘，只是让记忆暂时休眠了。
往事历历，所有的故事都在时光里
发酵，散发出别样的味道。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呢？
醇厚，芬芳，让人迷恋，沉醉，像陈
年的酒，像古老的曲，悠远而令人
回味。原来，时光是有余香的。岁
月如花，时光余香。“最是人间留
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忽然想
起这句诗，觉得这句诗表达的感
情并不伤感，时光的确留不住，可
即使“花辞树”，也会留下芬芳的
余香，那么人也是一样，即使青春
已逝、容颜老去，亦可留下恒久的
记忆，温暖和芬芳美丽的人生。

人生有爱，时光余香。在有限
的生命里，能够做到不浪费，不辜
负，不虚度，时光自然会留下芳香。
朋友曾对我说，她一生最难忘的是
那几年在偏远山村支教的经历。那
时候日子过得很艰苦，冬天她和孩
子们冻得跺着脚上课，一根粉笔用
到粉身碎骨才罢休。孩子们没有见
过外面的世界，她就给他们讲，给他
们画。那几年，正是她青春大好之
时，可是她却像山村里一根光亮微
弱的蜡烛，不停地燃烧自己。后来，
孩子们的学习条件越来越好，她也
离开了那里。她说，那几年的经历给
她的生命染上了深沉厚重的底色，
让她无论何时，都不会虚荣和狂妄。

我想想自己也是一样，越是艰
难的岁月越能够留下更多的回味。
跌至人生低谷的日子里，我寻找着
向上的力量，努力攀爬，走向光明。
遭遇不幸的日子里，我擦干眼泪，奋
力破茧成蝶，摆脱阴霾。

时光有一双温柔手，会把一切
都变得美好起来。幸福快乐的日子
留下清香，即使苦难和痛苦也可以
在时光中发酵出别样芳醇的味道。
有笑有泪，有喜有忧，有幸有痛，一
切都会成为一朵朵花绽放在时光之
树上，也都会凋谢在岁月深处。时光
把往事推远，只有芬芳依旧停留在
生命中。

春花秋月，往事依稀。岁月流
逝，时光留香。

时光余香
□马亚伟

我有一位QQ友，是那种智慧型的，
常常聊着聊着，一不小心，就会冒出一两
句胜似经典的话来。一天，和她在QQ上
说起活着的诸多难处，她说：没有人为自
己活着，为了自己可以不活，但为了责任
就得活。她这句话，是在教育孩子时，对
她的孩子说的。但我觉得，这句话，也许
更适合于为人夫为人父的男人。

“夫、父”好写，但要作一个好丈
夫，一个好父亲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有
一天，一位嗜好研究文字的朋友，在和
我闲聊之后，将“夫、父”特意拆解了
一番。他说，所谓“夫”，就是一个男人
的身上背着两个人的事，上面一横是
妻子，下面一横是子女，不管是谁，对
男人来说，他们的事都是大事；“夫”
字倒过来看，是钱币的符号，也就是
说，是堂堂男儿，就要担负起挣钱养家
的责任。为人“父”，就要心中充满庇
护之爱，两只眼睛始终如一放在妻子

儿女身上，用身体为他们遮风挡雨，不
能做到这一点，心在别处，眼睛在别
处，自然就大错特错了。

男人作为顶梁柱，对于一个家庭
应负的责任，恐怕是天下人认同的。读
过一篇题为 《男人的泪是耻辱的河》
的文章，大意是说男人流泪是没有美
感可言的，男人流泪是耻辱的象征。我
以为，这意思虽然有些偏激，但也不无
道理。有道是：男人流血不流泪。就是
告诫天下男人，要学会坚强，学会担起
责任。在困难和灾难降临的时候，男人
要像山一样站出来，让女人和孩子有
依托感、安全感，让他们看到一切的一
切还有希望。当然，“男人流血不流

泪”也不是绝对的，当男人面对一个
人，面对为他付出百般温柔的心爱的
女人的时候，他完全可以把蓄积在心
中的泪水尽情地流出来，这是爱和感
激的泪水，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男人的好与坏，从外表看不出来，
当然也无法和智能状况直接挂钩。英
俊的男人，潇洒的男人，智慧的男人，
如果没有爱心和责任心，就不是好男
人。好男人不是完美男人，完美男人是
英俊、智慧、爱、责任的集合体，在日常
生活中实属罕见。无论男人还是女人，
只要带着爱和责任活着，就算外表不
堪，智慧平平，也是让人敬佩，教人称
道的好人。

带着爱和责任活着
□程应峰

少年时代每每回忆起来，总是忘
情的。尤其是我们这样的群体，如今已
经过了花甲之年，想到少年的同伴，或
者相聚时其亲切之感油然而生。迎接
猴年春节之前，从微信上获悉，德珠已
从上海回铜探亲，于是我向好友幸才
说明了聚会一事，幸才立马答应可以。
正月初十，我们在市内一家土菜馆相
聚，共 10 人。其中，昌宝自参加省第
三届运动会之后，有 40余年未见面。

我们虽谈不上为铜陵体育做了多
少贡献，但也曾经为铜陵体育赢得了
荣誉。德珠、伊凡、增兵等队友于 1972
年代表安徽参加在上海举办的全国少
年体操比赛。在省三运会上（1974
年），景山、福刚获得了跳马、吊环个
人比赛第三和第五名。最令人值得欣
慰的福刚代表安徽队参加全国第三届
运动会，获得了跳马第八名。自高考恢
复后，铜陵体操队有多人进入高等院
校深造。毕业后，或任学校教师，或到国
外打拼，或在企事业单位谋职。如今，有
的已经退休，有的接近退休年龄。

说到铜陵队员的跟头为何比其他
地市的队员跟头翻得高，幸才说得很

打趣。我们是在水泥地上训练的。70
年代初，市体操训练房，只有一层薄薄
的地毯几块棕子垫。训练时稍不注意，
就会落到水泥地上。队友李富安在练
习团身后空一周，就是前额与双腿同
时落地。当时把我们吓一跳，可李富安
摸摸前额，又继续训练。也正是他这种
拼劲，1972 年他被选入安徽省技巧
队，多次参加全国比赛，并且为安徽体
育赢得了荣誉。

为了做好参加安徽第三届运动会
准备，教练安排我们到南京观摩全国
体操选拔赛。在南京市体院馆，我们一
睹了当时全国体操最高级别的比赛。
男子个人全能第一名有福建的蔡焕
宗，第二名的为上海杨明明，安徽吴守
德为个人全能第四名；女子为云南的
蒋少毅和安徽的丁照芳。闲暇之余，我
和幸才一道乘公交到南京雨花台游
玩。在公园里遇到几个陌生人，问我们

带没带钢笔，我们不假思索地回答，没
有带，只有手里一把带铁耙子的小扇
子。“这个也行。”陌生没等我们反应
过来，拿起我们手中的扇子，在铁耙子
上画了几笔，就给我们。说一毛钱。看
到画的不错，自觉得被骗了，但最后还
是付了一毛钱。

回到铜陵后，我们投入到集训当
中。每天 10多个小时的训练，让我们
无暇顾及家人。每天早上 5点多钟起
床，早训练，吃罢早饭后，要训练到上
午 11 点多钟，午饭后，我们要午睡到
下午 3点半。那时我们睡觉真不想起
来，起来后也是无精打采。等活动一段
时间，才可以投入正规训练。晚上我们
要练到 9点半，有时也到 10点多钟。

我说，我们是汗水凝结的友谊，参
加聚会的队友认同。正如被安徽杂技团
选用的吴敏丽所说，是体操让我们有
缘；是队友的那份真情，让我们相聚！

队友情深
□沈宏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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