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笔□张彦英

去旅行已说了一年， 转眼又到春
花浪漫时 ， 当我又萌生出旅行念头
时， 第一时间在微博上吐露了心声 ，
却得到好友这样的回复： 三毛说， 旅
行是一件很简单的事， 却又是不容易
的事。 有时间的时候没钱， 有钱的时
候没时间， 有钱又有时间的时候没心
情， 有钱， 有时间， 又有心情的时候
又不一定有勇气。 钱、 时间、 心情、
勇气， 你差什么？

我缺什么？ 似乎什么都不缺。 钱
不多， 可以去 “穷游”。 时间不够长，

可以 “微旅行”。 至于心情和勇气， 更
不是我这样的人所缺少的。

于是， 出发！
旅行实在是一件很简单的事， 不

必加载那么多的理由和意义。 一位网
友说， “看了这么久的旅行攻略， 看
得头昏脑胀， 其实， 有时候旅行是件
很简单的事 ， 提上行李就可以出发
了！” 当然， 对于我这种计划赶不上变
化的人而言， 还是得事前做一点准备
工作， 比如， 将省钱做到极限， 车票
或机票提前定下， 这样就不会蹦出什
么理由阻挡这次旅行了。

忘记是谁说过， 年轻的时候就要
远行。 远行往往与梦想有关， 没有梦
想的人多么可悲， 很多时候， 当我们
达到了内心标准的时候， 会发现梦想
无一实现， 而我们都已经老了。 所以，
当你对一个地方， 对一种生活方式或
一种心态， 感觉倦烦的时候， 我想是
时候出去旅行了。 旅行是一件很简单
的事， 只要你带上心情和勇气。

旅行归来， 一切将焕然一新。

童年中的 “五一” 劳动节， 我们
叫作是 “农忙假”， 学校放假七天。 这
个时节 ， 南方的老家正是收割油菜 、
麦子 ， 插秧子栽高粱的农忙时节 。
“农忙” 假期， 孩童们像放笼的鸽子，
欢呼雀跃。 高兴之余， 帮大人做力所
能及之事也是理所当然。 那时候， 人
们的生活水平刚解决温饱， 从来没有
想过趁着假期出去踏春旅游。

那时的我还小 ， 做不了体力活 ，
只有奔跑在田间地里， 任父母呼来唤
去 ： 给父亲递支烟 ， 为母亲送杯水 。
他们在麦地里舞动着镰刀， 尽情挥洒
着汗水。 那喜人的麦穗金黄灿烂， 那
种清新久远的麦香味， 久久地萦绕在
脑海里， 让人很自然地就想起了母亲
摊在锅里油汪汪的麦粑 ， 香味扑鼻 ，
馋得人直流口水。 那时， 捡拾麦穗就
成了我最快乐的事 。 我提着小篮子 ，

挽起袖子， 小心地躲避着麦茬， 将断
落在地里的麦穗放进篮子里。 拾得越
多 ， 心里越有成就感 ； 拾得越干净 ，
内心越加舒坦， 因为这些散落的麦穗，
也是父母用辛勤的汗水浇灌出来的。

父母割完麦子 ， 就该栽高粱了 。
高粱是用来卖给附近的酒厂酿酒的 。
我很喜欢跟着父母栽高粱。 父亲用锄
头在麦地里松好土， 打好种高粱的窝，
我就将母亲培育好的高粱苗子连根拔
起来， 挨个散发在高粱窝里。

每一窝只需栽两棵高粱苗。 母亲
说我念上书了， 识数， 这个任务就交
给了我。 在我看来， 那些圆圆的高粱
窝像一只只摆放整齐的 “碗”， 我只需
给那些 “碗” 摆上一双用高粱苗当成
的 “筷子 ”， 然后欣赏着自己的 “杰
作”， 看母亲再慢慢将 “筷子” 竖立起
来， 用土将 “筷子” 根部压实， 浇上

一瓢水， 那双 “筷子” 过不了几天就
会生根、 返青啦。 如今想来， 我很佩
服自己那时的 “智慧”， 在没有玩具、
没有玩伴的时候， 在孩子纯净的世界
里， 劳动也可以当成游戏来完成。

割了麦子栽好高粱， 便开始插秧
了。 插秧是大男人才能干的活， 且需
相邻的几家相互帮忙。 小孩子玩兴最
大，跟随大人们到稻田旁边，除了玩会
儿水，还可以到桑树上摘桑葚吃。此外，
便盼望着哪个叔叔伯伯能在稻田里捉
住几条泥鳅或者黄鳝，运气再好一点，
会有几条鲫鱼一同出现在晚饭的餐桌
上， 那可是童年中最美味、 最健康的
美食， 至今我还回味不绝。

童年的劳动节， 简单、 纯粹， 在
劳动中获得快乐， 并因此懂得劳动在
生命中的真实含义。 祝愿每个人都劳
动着快乐着， 并幸福着！

□汪志小说

检检 查查

□扈克俭 摄大山

□ 周铁钧

劳动者

清扫工

扬起硕大的粉刷
在水彩画般的钢筋水泥森林
涂抹熹微和彩霞
城市的经纬
又享受了一次美容

橘黄的工装在楼宇间
绽放一片暖色
把寒风卷来的枯枝败叶
聚集成垃圾桶的早餐
废墟积结的角落
开始焕发清新

疲倦、 汗水和简单的午餐
被尾气洪流淹没
一台 “宝马”
排气管打着饱嗝
拱开车窗
闪着钻戒光的手一扬
飞出几个纸团
世上的垃圾
真得难以打扫干净

起重工

面对在晨曦中燃烧的太阳
扬起承荷着信念的手臂
用饱蕴青春的热情
用执着、 伸延、 旋转的力

在夜空里播洒星星
在熹微中架起虹霓
在宏伟大厦的根基上
脚手架、 塔吊、 楼体
连同建设美好生活的希望
一同蓬勃崛起

用电的疾速、 力的凝聚
组构一个个巨大的立方体
用心的忠诚、 情的流汇
筑起城市的英姿
让时代的风格和造型
在蓝天艳阳下矗立

在炫耀着光环的高度
扬起饱蕴理想的手臂
用承受着负荷的自豪
用旺盛、 勤奋、 智慧的力

散文
劳动的童年
□□程程中中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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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兵是县长， 半年前， 县上新规，
全县65岁以上的无儿无女孤寡老人全
部送到敬老院， 由政府统一赡养， 这
事落实得怎么样呢？ 得检查落实一下。

带着一行人穿过一乡镇街头时 ，
见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乞讨， 无儿
无女的老人不是都送到敬老院了吗 ，
难道他的子女不赡养？

王兵蹲下身： “老人家， 您今年
高寿了？”

“86了。”
“什么， 您都86了，” 王兵睁大了

眼睛： “老人家， 您家住哪？ 为啥不
住敬老院， 您有儿子吗？”

“我住华沙乡沙河村五队， 只有一
个儿子叫王龙， 我想进敬老院可人家
政府不收， 说必须无儿无女的， 我有
儿子啊。” 老人说完就走开了。

儿子不养老子， 还让老人在外乞
讨？ 马上就到华沙乡敬老院检查， 待
检查完后再找那个不孝之子王龙， 他
为什么不赡养在外乞讨的86岁老子？

来到华沙乡敬老院， 王兵和一个
个老人握手并询问他们的姓名， 一个
叫王龙的老人引起了他的警觉： “你
家住哪？”

“华沙乡沙河村五队。”
“你是不是有一个86岁的老子。”
王龙点头。
王兵差点气疯了： “儿子不养老

子， 还呆在敬老院？”
今年已66岁的王龙苦笑了几下 ：

“不怪县长要发火 ， 俺也觉得说不过
去， 可俺父亲有儿子， 那就是我， 有
儿子的他当然没资格来
敬老院了， 你们政府规
定的 ， 而我未讨到老
婆 ， 打了一辈子光棍 ，
没儿子， 就来到了敬老
院……”

旅行是一件很简单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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