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稿要求如下：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由

头 ， 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
（以一个故事为主， 800字左右，
有1至3张相关图片）。

青春岁月———讲出您青年时
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 每篇 500
字左右 ，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 。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
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 （每
篇300字一张图）。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
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
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 ？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
的事情？ 如果有， 那就用
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 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

五爷不知道 “留守” 是啥意
思。上一年级的小孙子回家后，瞪
大眼睛说：“老师说， 我是留守儿
童。 ”五爷愣了一会儿，悻悻地说：
“留守，留守，都是你那混账爹闹
的！ ”五爷心里觉得，留守，是个可
怜巴巴的词儿， 像一棵被丢弃的
小树苗儿。

夏天的时候， 五爷在田头吧
嗒吧嗒地抽着旱烟， 眼睛里闪着
悠长的光。 田里的味儿， 多诱人
啊！ 清晨的土地，刚刚睡醒，打着
呵欠，腾起一阵阵潮润润的水汽。
微风吹来一丝清凉，泥土的气息，
厚重绵长，从四野漫开去。鸟儿们
扑棱棱飞着， 虫儿们东躲西藏地
闹着。 新割的麦茬， 直愣愣挺立
着。 丰收后的余香，飘散在风里。

儿子怎么舍得离开？ 人活着，
得靠近土地，才活得最踏实。土地
里的根须，把人缠了几辈子，缠得
舒舒服服的。 你看这地， 肥得流
油。 一茬麦子，一茬玉米，几陇黄
豆，几畦花生。人把力气和汗水统
统交给土地，土地不会亏待你。种
瓜得瓜，种豆得豆。啥都没有土地
实在，憨憨实实的，像从来不耍心
眼子的庄稼人。五爷觉得，每天与
土地贴贴身、贴贴心，连梦都是香
甜的。

儿子却把嘴角一撇，说，土里
刨食，还能刨出个花来？ 种庄稼、

种子 、化肥 、农药 、水电 ，都刨除
了，剩不下仨瓜俩枣。儿子的算术
学得好，五爷算不过他。 就这样，
儿子甩了甩裤腿上的泥巴， 还没
等玉米钻出小苗， 就毅然决然地
奔向城市高高的屋顶。

从此，村里所有的年轻人，一
夜之间一窝蜂集体出走， 集体抛

家舍儿进城寻觅生活的另一个出
口；从此，村里大片大片的田地开
始荒芜，草肥了、庄稼瘦了；从此，
整个村子失去了往日的喧闹，寂
静了、失语了。

儿子走了，孙子留下来。留在
这祖祖辈辈生息的土地上。 五爷
不知道， 为什么周围很多孩子都

被叫做“留守儿童”。 他们每天鼻
涕兮兮，扯着爷爷奶奶的衣角，要
爸爸妈妈，像一个个小可怜。孙子
也像个小可怜。

孙子跟在五爷身后， 到了庄
稼地里，就撒了欢，逮蚂蚱、捉蛐
蛐，他天生与庄稼地里的玩意亲。
儿子小时候，也是这样。

收玉米的时候， 儿子没有回
来。玉米收完了，庄稼地里一片坦
荡荡。 五爷的心，更空了。

不多久， 五爷看到邻村的庄
稼地里冒出了一片片白花花的东
西，仿佛一个个雨后的大白蘑菇。
细看，原来是白花花的塑料大棚。
听说，现在栽上草莓，正赶上过年
的时候卖，一斤要卖到十几块钱。
五爷心动了。 刚刚六十岁， 还不
老，大棚里的活累人，还能怎样？
庄稼活，累不着人。横竖要在土里
刨出个花来，让儿子看看！

五爷每天在“白蘑菇”里钻进
钻出，腿脚更麻利了。小孙子隔着
一层塑料布，大声喊爷爷。五爷不
让小孙子进大棚。 小孙子是个捣
蛋鬼，一进来，一准儿横扫千军，
草莓都得遭殃。 小孙子穿着棉袄
在外面过冬天， 五爷穿着大褂在
大棚里过夏天。

大棚的塑料布上， 盖着草帘
子。 五爷每天早上把草帘子卷起
来，好让阳光透透地照进大棚。傍

晚，五爷再把草帘子盖上，盖得密
密实实，不透风。 草莓保准暖和，
睡个安稳觉。伺候大棚，像伺候小
孙子一样。

草莓熟了。开了大棚的门，一
股清甜的味儿，小孙子挤在门口，
要往里钻。 可不能让他在棚里撒
欢。五爷画了一个圈，把孙子圈在
里面，不许出来。 小孙子眼尖，用
手指一指， 指了一个溜溜大的草
莓，又鲜又红。 五爷乖乖摘过来，
放到孙子嘴巴里。小孙子一转身，
再指。 五爷被小孙子指挥得晕头
转向，弯着腰忙个不停。

五爷种的草莓品种叫 “丰
香”，两个字单是说出来，就眉梢
带喜，口舌生津。满地的草莓叶子
绿油油匍匐着， 鲜艳艳的草莓红
宝石一样，散了一地，闪着耀眼的
光。五爷轻手轻脚地摘下来，放到
小纸箱里。 五爷的草莓到了市场
上，小贩们都围过来抢，连箱子都
不打开看，就一抢而光。他们信赖
五爷。

过年的时候，儿子回来了。把
一张薄薄的存折甩到桌子上，五
爷拿起来，看了看，撇了撇嘴，拿
出自己的存折。儿子捧在手里，看
得眼睛都直了，嘴巴张了很久。

五爷不想让孙子再当 “留守
儿童”了，他想让儿子永远守在土
地上。

本专栏持续征稿
欢迎您踊跃投稿

投稿邮箱：ldwbgh@126.com

黄昏收敛起最后一丝光亮，
从田野里升腾起的暮霭如拉大
幕， 让天色变得越来越暗。 就在
人们下意识地感觉到天黑时， 村
子里沉睡一天的路灯纷纷睁开了
眼睛。 那一盏盏乳白色的灯， 被
细高的灯杆挑着， 就如古时皇城
里撑灯的侍从， 穿过村巷、 站满
路道， 让家家户户的门前， 都如
城市的街道一样亮堂。

乡村的夜生活是单调的， 天
一擦黑 ， 村人们都基本赶回了
家。 机械化的耕种， 让地里没有
过去那么多活计， 也不用熬夜洗
涮锅碗、喂牲口。他们和城里人一
样，在家惬意地享受着天伦之乐。

路上少有行人， 高挑的路灯
显得更加孤单。 偶尔一两个晚归
的人， 让那些打盹的灯光顿时精
神起来。 看着村子里那一盏盏路
灯一年365天的亮， 只剩两颗牙
齿的九奶奶总会唠叨， 这一晚上
得用多少电呀！ 村子里照得明晃
晃的， 都没人出来做活， 太可惜
了……每当此时， 我们都会打趣
道， 这才浪费了个啥？ 你恐怕还
不知道， 现在不仅乡村和城里一
样满是路灯， 就连山上晚上也是
满山灯火， 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
好看 。 九奶奶听得有些目瞪口
呆， 过了半天才咂摸着嘴说， 给
山上也点灯？ 给山神照路吗？ 真
是有钱没处花。 那是旅游发展需
要。虽然对于我们的解释，活了近
一个世纪的九奶奶想不明白，

但看着夜晚村子里灯火通明， 她
总是说， 有电真好， 走哪儿都不
怕黑。 只可惜现在晚上不去田地
看水， 没有那么多活计做了。

九奶奶的遗憾不无道理。 还
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 在村子里
电灯还是个稀罕物， 不是因为灯
稀奇， 而是因为电稀缺。 这不是
谁家有钱就可以买的事， 因为停
电经常是十里八乡的统一停， 即
使有些人家拉上了电灯， 也是聋
子的耳朵———摆设。 因为电不够
用 ， 白天工厂要生产机械要运
转， 为了保证工业用电， 只能牺
牲乡村照明用电。 所以， 到了晚
上， 整个村子里都是黑灯瞎火。
三天两头停电， 让点煤油灯成了
家常便饭，孩子们写作业，妇女们
洗锅刷碗，男人们喝茶扯闲，都是
在煤油灯下进行。夏天的夜晚，从
稻田里看水回来，看不见路，低一
脚高一脚地不时被坑坑洼洼的路
面绊倒。村子里黑乎乎的，每一个
巷子似乎都藏着一个魔鬼， 让人
总是一路小跑地回家。

一年之中， 只有春节的那十
多天时间， 村子用电有保障。 我
们这些小孩子天天盼着过年。

那些没光亮的日子， 让乡村
人家确实受了不少苦。 当时踮着
小脚的九奶奶经常叹息地说， 到
小康社会用电就不发愁了， 人们
想怎样用电就怎样用， 只可惜我
等不到那天了。 我们总是宽慰九
奶奶， 您好好活， 一定会等到那

一天的， 好日子会很快来的。
没想到戏言成真， 改革开放

的飞越发展， 让原本稀缺的乡村
用电， 在短短的十多年时间里便
得到了解决。 有了电， 就像河里
有了水一样， 一切都活泛起来。
电视 、 电冰箱 、 洗衣机 、 电磁
炉、 电脑、 空调……现代化的家
电迅速走入乡村人家， 人们的生
活水平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如
今， 乡村晚上， 不仅家家户户灯
火通明， 就连村道上， 也竖起了
路灯， 村与村之间的环山路上，
更是装上了太阳能电池板路灯。
看着夜晚里乡村灯火如市， 别说
九奶奶做梦想不到， 就是人到中
年的我， 也如做梦般。

天上千颗星， 地下万盏灯 。
像河水一样充足的电， 不仅为乡
村照出了一条灯火辉煌的光明大
道， 更是为村民们点亮了幸福生
活的通天大道。

“点亮”幸福 □秦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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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留 守守 □马亚伟 文/ 图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9月， 大中小学开学， 家
长与学生们都十分忙碌。 在
古代， 孩子入学同样是一件
大事。 古时的入学礼与成人
礼、 婚礼、 葬礼合称人生四
大礼。 入学当日， 须举行一
系列隆重的入学仪式。

古代有三个入学季 ， 据
载为： 正月农事未起， 八月
暑 退 ， 十 一 月 砚 冰 冻 时 。
“八月暑退” 与现在开学时间
最相近。 古代儿童入学年龄
与现在差不多， 一般四到七
岁进私塾。

古代私塾没有固定的开
学日期， 家长需选择吉日入
学。 首先为孩子们准备入学
所需用品， 如桌椅、 文房四
宝等， 另外还需筹备祭拜先
师圣人的祭品 。 西周时期 ，
祭品一般为芹、 藻 （寓意勤
奋与早起） 等普通菜肴。 后
来逐渐演变成为猪、 牛、 羊
等肉食供品。

古人非常尊师重教 ， 拜
请老师是儿童入学前最重要
的事情。 古时的私塾教师一
般是当地有学识有德行之人。
拜请老师时， 家长得准备丰
厚的礼品和贽见礼 （学费），
同时写下邀请函。 古代的学
费没有定额， 一般由家长根
据自家情况自由奉送。

入学当天 ， 儿童需穿新
衣服和红鞋子， 同时家长为
孩子准备四道早餐： 猪肝炒
芹菜、 蒸全尾鲮鱼、 豆腐干
葱、 两个红鸡蛋。 寓意分别
为勤学当官、 跃入龙门、 聪

明伶俐、 连中双元。
《礼记》 有载： “学童首

先换上学服， 拜笔、 入泮池、
跨壁桥， 然后上大成殿， 拜
孔子， 行入学礼。” 古时的入
学礼非常庄重， “礼义之始，
在于正容体， 齐颜色， 顺辞
令。” 入学礼第一步正衣冠。
学童们一一站立， 由先生依
次 为 学 童 们 整 理 好 衣 冠 。
“先正衣冠， 后明事理”， 是
儿童知书明理的人生第一步。

接着 ， 叩拜先师 。 学生
们在先生的带领下， 叩拜至
圣先师孔子神位， 双膝跪地，
九叩首。 然后再拜私塾先生，
三叩首。 礼成后， 学生向先
生赠送六礼束修， 分别为芹
菜、 莲子、 红豆、 红枣、 桂
圆与干瘦肉条。

然后净手净心。学生将手
放到水盆中“净手”，正反各洗
一次，然后擦干。 洗手寓意去
杂存精，专心致志、心无旁骛。

最后朱砂开智 。 先生手
持蘸着朱砂的毛笔， 在学生
眉心处点上一个像 “痣” 一
样的红点 。 “痣 ” 与 “智 ”
谐音 ， 寓意儿童开启智慧 ，
此后目明心明。 接着描红开
笔， 让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
学写人生的第一个字。

经历入学仪式后 ， 标志
着儿童正式成为了孔门弟子，
从此安心读书求学。

古时如此繁复隆重的入
学礼， 体现了当时尊师重教
的社会风气。 这点对当今社
会也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吴婷

古人重视入学礼

■图片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