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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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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稿要求如下：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

间发生的事情， 表达工人阶级的
互助情感 （每篇800字左右， 要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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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郑板桥在 《春词 》 中写
道： “春风、 春暖、 春日、 春
长， 春山苍苍， 春水漾漾。 春
荫荫 ， 春浓浓 ， 满园春花开
放。 门庭春柳碧翠， 阶前春草
芬芳。” 每当读到这一句， 顿
感春的气息扑面而来 ， 像一
幅 优美的图画映入眼帘 ， 栩
栩如生。

灿烂明媚的春光里， 草长
莺飞， 柳绿桃红， 微风也飘溢
清香 。 白居易的 “逢春不游
乐， 但恐是痴人”， 道出了文
人墨客的心声 。 郊外鸟鸣花
开， 乡间流水潺潺， 正是春游
踏青的好时节。

杜甫的 “迟日江山丽， 春
风花草香。 泥融飞燕子， 沙暖
睡鸳鸯”， 极其鲜活地描绘了
风和日丽、 万物欣荣的景象。
清风拂面送来花草的清香， 燕
子飞翔衔着潮湿的泥土， 多情
鸳鸯相偎睡在沙上晒着太阳。
恬静秀丽的春景跃然纸上， 使
人整个身心都沉浸于柔美和谐
的春意当中。

而朱熹 《春日》 里的 “万
紫千红总是春 ” ， 意境深邃
优 美 ， 韵味十足 ， 更被千古
传诵。

自古至今， 描写江南春色
的诗词文赋比比皆是。 诗人身
在江南， 必游春色。 哪怕定居
北方 ， 也要春天下江南游玩
一番。

白居易的 “江南好， 风景
旧曾谙。 日出江花红胜火， 春
来江水绿如蓝。 能不忆江南？”
写出了江南灵秀之气， 抒发了
诗人对曾经客居的江南深深的

爱。 这首 《忆江南》 只是宏观
的描写 ， 而 “孤山寺北贾亭
西， 水面初平云脚低。 几处早
莺争暖树， 谁家新燕啄春泥。
乱花渐欲迷人眼， 浅草才能没
马蹄。 最爱湖东行不足， 绿杨
阴里白沙堤”， 则详尽地写出
诗人早春漫步西湖所见的明媚
风光， 让读者身临其境地饱览
了湖光山色之美， 心旷神怡，
回味无穷。

杜牧的 《江南春》 “南朝
四百八十寺 ， 多少楼台烟雨
中。” 不仅写到了明媚的江南
春光， 而且再现了烟雨蒙蒙的
楼台景色， 糅进了沧桑之感，
使江南风光更加神奇迷幻， 令
人神往。

古人踏青， 不仅仅吟诗作
对， 还会举行各种富有情趣的
活动。 “马穿杨柳嘶， 人倚秋
千笑” 讲的是荡秋千。 一种叫
“斗草 ” 的游戏也很受古人
欢迎， “疑怪昨宵春梦好， 元
是今朝斗草赢”。 春游活动另
有插柳 、 拔河 、 蹴鞠和放风
筝等。

踏青游玩更是青年男女交
谊相会的好时机， “春日游杏
花吹满头。 陌上谁家少年足风
流 。 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 ”，
抒写了一位少女偶遇情郎， 两
情相悦， 对爱情狂热而大胆地
追求。

生活在都市的人们， 日日
为生计奔波忙碌， 难有闲暇去
郊外乡间拥抱春天 。 既然如
此， 那就翻开书页， 跟随文人
墨客， 去感受笔尖下的诗意春
天吧。

□刘超

跟随古人去赏春

■图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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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家乡西面， 有一条南
北流向的小河。 每逢旱季， 河里
无水 ； 每逢涝季 ， 河水泛滥成
灾。 小河西面是一道长长的、 宽
宽的斜坡， 斜坡顶上是我们村里
的责任田。

我记事那年冬天， 村里调整
责任田， 邻居四奶奶的责任田正
好分到了斜坡上。 四奶奶整天唉
声叹气， 因为这片责任田谁都不
想要。 每逢下大雨， 责任田里的
土就会被雨水夹杂着流进河里，
小河每年也在河水的吞噬下一点
一点 “蚕食” 着斜坡。

四奶奶是我们村里的军烈
属， 丈夫和唯一的儿子一个牺牲
在抗美援朝战场， 一个牺牲在对
越自卫反击战的战场上。 她和我
家住邻居， 所以她家的重体力活
儿都是我的父母帮着干的。

父亲告诉四奶奶不用着急上
火， 会有办法的。

年刚过完， 春天来了， 父亲
找了二黑叔等几位邻居来到村子

南面的坝顶上， 剪下许许多多高
约一米左右的杨树条、 柳树条，
然后用地排车拉到斜坡上， 从河
岸边一排排插得密密麻麻， 一直
插到斜坡上四奶奶的责任田边。

父亲和二黑叔花了五天的时间，
把我家里过年剩下的白面馒头和
肉菜都给打扫干净了。

记得那是他们插树条的最后
一天， 吃饭的时候， 我终于忍不

住了， 冲着父亲直噘嘴： “好吃
的都给他们吃了， 我们吃啥？”

“唉 ， 真的苦了孩子了 。 ”
二黑叔把他手中的一块馒头塞到
我手里， 转身对父亲说： “把这
事告诉四婶一声吧， 哪怕让她出
点饭钱也行呀？”

父亲摇了摇头：“算了， 她一
个孤老太太，又有病。每月就那点
儿抚恤金还不够她买药的呢。 ”

这时候， 父亲转向我， 笑了
笑，摸着我的脑袋道：“孩子，别着
急，等那些杨树柳树长大了，咱砍
了卖掉给你买肉吃，买新衣服穿，
还能盖房子娶媳妇呢。 ”

于是我就盼着那片树条子赶
快长大。 转眼间夏天到了， 那斜
坡上密密麻麻的杨树条、 柳树条
变得郁郁葱葱， 枝繁叶茂。 站在
河东岸， 隔着小河望去， 宛如一
片绿色的海洋。

就这样， 在我的期盼中， 那
片树条子从不如我的大拇指粗，
变得比我的胳膊粗、 后来比我的

腰粗； 那些树条子从不如我高，
变得比我高、 后来须我仰视它们
才能看到树冠。 村里还在父亲的
带动下， 沿着小河两岸栽植了柳
树、 杨树、 榕树等。

这些树终于长大了，可是，这
距父亲当初许给我的诺言已经是
12年以后了， 我已经从一名孩童
变成了一名高中生了。 父亲却从
来没有砍伐过一棵树卖掉来给我
买肉吃、买新衣服穿。四奶奶早已
经过世， 那片责任田也包给了父
亲，村里在河的下游还修了水渠。

那片斜坡上， 一棵棵高高的
杨树柳树不但成了我们村里的一
道风景线， 而且成了小河的守护
神。 自从有了斜坡上那片树林，
责任田里的土再也没有被雨水冲
刷到河内 。 小河再也没有 “蚕
食” 过那片斜坡， 而且河水再也
没有干过， 也没有发生过洪涝，
一年四季变得碧绿清澈。 人们都
说， 是斜坡和河岸边的树根扎到
了河底， 把水给留住了。

□周脉明 文/图小河·父亲·树

■家庭相册

照片里的三个女孩， 是我姐
和两个妹妹。 那个唯一的男孩就
是我。 这张有些发黄的照片大概
拍摄于44年前，那时我10岁。

娘一共生了五个娃， 一男四
女，我就是那个唯一的男孩儿。上
有两个姐姐，下有两个妹妹，我正
好居中。娘说，我就是家里的那根
梁。 足见，在娘的心中，我有多大
的分量。 这也不稀奇，在农村，男
人都是被倚仗的，也因此，我不可
避免地成了家中最受宠的那个。

大姐生下来就夭折了， 这本
已是有了定论的， 但后来却又成
了“悬案”。 娘生大姐的时候才19
岁， 大姐一落地儿， 娘吓得一激
灵，村里的接生婆也直了眼，孩子
不哭不闹，浑身绛紫，一动不动，
便断定是个死胎。 娘的眼泪唰就
下来了，哭得撕心裂肺。无奈只能
差人将孩子丢到了村外。 在外村
教书的爹得到消息后急忙赶回
家，一路小跑到村外去寻孩子，却
未见踪影，便以为已被野狗所祸。
娘70岁那年，做了个梦，梦到了大
姐还活着，结婚成了家，一家人过
得很幸福。 娘醒了以后， 眼泪汪
汪，叹息连连。她到处打听大姐的
消息，可50多年过去了，哪还有什
么音信。之前，我一直认为只有一
个姐姐，打那以后，我必须有两个
姐姐，不管大姐是否真的还在，在
我的心里，已经有了大姐的位置。

二姐一直是被当做家中老大
的， 她不可避免地成了吃苦受罪

最多的那个。 二姐长我3岁，我不
到6岁就上了学，二姐晚我一年才
走进学堂，那时她都快10岁了，她
是为了照看两个幼小的妹妹才晚
上学的。二姐打小就能干，洗衣做
饭，推碾磨面，家里的、地里的，弱
小的肩膀过早地担起了沉重，我
却从没听她埋怨过。娘脾气不好，
兴许是越穷越糟心， 二姐打小就
没少受皮肉之苦， 娘每次打二姐
时，我很害怕，心里明白，二姐那
是在代我们受过。 很多年后，娘
说，没有二姐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二姐听后与娘抱头痛哭。当年，二
姐差几分与大学失之交臂， 她的
人生路径没能迎来拐点。 我一直
慨叹命运对二姐的不公， 可二姐
看上去很淡定，她说，啥日子都得

过，到头了就是一辈子。
大妹一脸的憨相， 说话慢条

斯理， 可她骨子里却有着常人难
以比拟的坚韧。 大妹是念书最少
的那个，上了初中后，一直学习拔
尖的她突然遇到了瓶颈， 说啥也
学不下去了。娘依了大妹的想法，
辍学在家帮着料理家务， 那时大
妹也不过十二三岁。 像大多数农
村女孩一样， 大妹早早就嫁给了
本村一个老实巴交的后生， 日子
虽不富庶，倒也过得去。但大妹却
经历了常人难以承受的精神打
击。大妹先后生了三个儿子，两个
不幸夭折， 唯一存活下来的那个
因先天脊椎裂造成终生残疾，瘫
痪在床。我在城里上班，想从经济
上给大妹一些资助， 可她说什么
也不要。 外表柔弱的大妹有着强
大的内心， 我从大妹那里学会了
如何直面生活。

小妹是娘的眼珠子， 全家人
都宠着， 她的每一步看上去走得
颇为顺利， 但高考却成了她人生
里的磨难。 高考考了四次才如愿
以偿，我是第一个看到分数的，骑
着自行车往家飞奔， 许是太过兴
奋，一不留神骑到了土堆上，摔了
个仰面朝天。 小妹上了心仪的大
学，毕业后当了一名老师，二十多
年，已是桃李满天下。

娘说，她和爹是有福之人，四
个孩子个顶个孝顺。我很心安，因
为，我有着最好的姐姐和妹妹，靠
着爱的凝结，彼此的心贴得很近。

□赵同胜 文/图姐 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