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 在这70年中， 也许您或
您的先辈上过战场， 迎来了新中
国诞生的黎明； 也许您或您的先
辈为新中国建设奉献过青春和忠
诚； 也许您家里有一张照片， 见
证了70年历史的某一个瞬间； 也
许您的名字就叫 “国庆” ……

即日起， 本版开展 “我和我
的祖国” 征文活动， 征文围绕新
中国成立70周年主线 ， 以 “个

人” 与 “国家” 的关系为视角，
用文艺的形式生动展现人民群众
的爱国热情和家国情怀、 追求幸
福生活努力奋斗的精神风貌、 各
行各业的发展成就。

稿 件 要 求 ： 800 ~1200字 。
来 稿 请 注 明 “我和我的祖国 ”
征文活动， 并附上作者的详细个
人信息。

来稿请发至 ： ldwbgh@126.
com。

“我和我的祖国”征文 期待您的来稿

■征稿启事

———读冯骥才散文集《世间生活》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朱宜尧

真诚的文字胜过金子

□母宗美

从从见见字字如如面面到到万万物物互互联联

我和我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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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与柿子树
□李成林

金秋十月， 又到了柿子挂红
的时节。 周末， 在父亲的声声催
促中 ， 我带着妻儿驱车几十公
里， 回老家品尝柿子。

我家院子里有两棵很大的柿
子树。 它不但能结出硕大甜蜜的
柿子， 其树冠也是我们休闲纳凉
的好地方。 小时候， 我和小伙伴
们为了躲避暑热， 整个夏天都会
在树下玩 “买房”“砸老包” 等游
戏。 既锻炼身体， 又愉悦心灵。

在我心里， 这树极其普通平
凡。 但有一天， 一个不认识的老
大爷来向我们讨一点柿子树的
皮， 说要给他的孙子治烫伤， 这
让我有些疑惑。 这位老大爷说：
“你们家的这棵柿子树， 名气可
不小啊！ 这方圆几十里没有不知
道的。 它树龄长、 树形美， 挂果
多。 柿子树不但营养价值高， 还
具有润肺化痰， 清热生津， 健脾
益胃， 生津润肠和凉血止血等功
效 。 就 是 树 叶 和 树 皮 都 有 极
高 的 药用价值啊……这不 ， 我
孙子被开水烫伤， 又没有钱去医
院里治病， 一个老中医告诉我，
只要能采一些老柿子树的皮烧成
炭 ， 然后用猪油调和 ， 涂在患

处， 就能很快痊愈……” 父亲毫
不犹豫地帮他剥下了一些树皮，
让他回去给孙子疗伤 。 从此以
后， 我们家不但把柿子当成水果
吃， 还把它当保健医生， 对它多
了一层敬畏。

那个时候， 农村孩子都没有
钱去买水果。 每到十月， 父亲总
会把成熟的柿子装在一个很大的
瓦缸里， 放上苹果， 密封缸口。
几天后 ， 一个个柿子便红里透
亮， 甘甜无比。 父亲分批次地给
邻居们送去， 让大家和我们一起
品尝这份甜蜜。

有一年， 父亲摘下一些柿子
埋在水田的泥土里， 我们兄妹都
大惑不解。 几天后， 父亲把埋在
水田里的柿子扒出来， 洗净后，
分别递到我们手里 ， 告诉我们
说， 这是 “懒柿子”， 也叫 “脆
柿子”， 你们尝尝。 果然， 这种
柿子甘甜脆口， 有着完全不一样
的味道。

转眼几十年过去了， 父亲已
进入垂暮之年， 他就像一棵老柿
子树， 虽然历经沧桑， 但依然在
每年秋天， 给亲友们派送火红和
甜蜜。

有谁能对 “句号” “逗号”
阐发自己的感悟， 或者说有谁能
知道 “句号” “逗号” 里面蕴藏
的哲理。 物本无情， 物皆有情。
《拒绝句号》 是冯先生 《世间生
活》 里的一篇不足500字的小文，
让我有所顿悟。

从中可以看出冯先生对文学
艺术以及生活的态度。 他不怕自
己的生命有限， 他怕的是文学和
艺术停下来， 怕的是不够精湛，
怕的是沾沾自喜无所建树。 在他
的人生里， 努力地把一个个 “句
号” 变成一个个 “逗号”， 前进，
前进， 永不停歇。

句号， 总是唤醒了生命里的
懒惰， 自足。 很多人的 “江郎才
尽” 都是因为在某一方面做出了
一点成绩而停下来， 或者说年轻
时写了一些文章， 唱了一首歌，
混出了一些名气， 老了便坐享其
成。

但， 也有很多人一辈子都在
打破自己创造的记录 ， 像袁隆
平， 他是创下记录最多的科学家

“运动员 ”。 他的生命里没有句
号， 只有没有终结的逗号。 这很
是让人敬佩。

人生也许就应该只有一个句
号。 这就是一篇不足500字的小
文带给我的启示和激励吧。

《世间生活》 是人民文学出
版社2019年7月出版的书， 收录
冯先生六十余篇生活散文， 创作
时间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
日 ， 其中 《日历 》 《房子的故
事》 《低调》 有很多描绘生活及
世间的感悟之作， 字里行间能看
出冯先生对生活的热爱， 对世事
洞察的真性情。 真诚的文字胜过
了金子， 那里面有醍醐灌顶的省
事哲理， 也有对他文学道路上的
亦友亦师的温暖如春的怀念， 更

有细碎的生活真实写照， 有浓浓
的情， 有满满的爱。

冯先生的文字很简朴， 该怎
么写就怎么写， 没有刻意雕琢，
也不添什么饰物 ， 更没有 “炫
技” 成分， 字字句句篇篇朴实无
华。 那些简简单单平平淡淡过往
的叙述， 无不透露自己的真诚。
对友人， 对生活， 对文字， 对艺
术， 一如既往， 一以贯之。 文人
多为真性情， 所谓文如其人， 读
后不仅敬佩他的文字， 更加敬佩
他淡然处之不慕名利的为人。

读 《世间生活》， 不能像读
小说读故事一样一气读罢 ， 要
“慢条斯理”， 细细品嚼上一段，
感受那真诚的文字中所蕴藏的妙
不可言。

记忆中， 家里最开始收到
的信是为爱远嫁广东的姨寄来
的。 妈不识字， 便让我读给她
听， 然后她口述我写回信。 一
封封信件就这样带着彼此的牵
挂和思念， 飞越在千山万水之
间。 每当收到姨的来信， 信件
都交由妈保管， 而我则把那印
刷精美的邮票小心翼翼撕下
来， 夹在影集里珍藏起来。

不过， 书信虽能诉说感人
肺腑的情意， 但若是遇上紧急
事情就不行了。 电报利用无线
电波发送信息， 速度比书信快
很多， 在当时特别适合用来传
达紧急的信息。 我有生以来唯
一一次发电报是刚读初中时 ，
外婆摔伤住院， 妈妈让我给姨
发电报。 当我到达邮局后， 工
作人员给了我一张电报专用
纸。 那是一张有着30个格子的
纸， 工作人员交待， 一个字一
格， 不用标点符号， 只需把内
容用最简洁的文字填写工整就
行。

上世纪80年代末， 镇上一
些商店装上了公用电话。 当我
怀着忐忑的心情拨了号， 听到
话筒那端姨熟悉的声音， 我竟
然激动得语无伦次。 想不到相
隔千里的两个人， 因一条电话

线而让彼此的声音如此接近 ，
这真是太神奇了。

上世纪90年代初， 我家终
于装上了固定电话。 刚安装好
妈就迫不及待地打给姨， 分别
多年的姐妹俩话匣子一打开可
就刹不住车了， 絮絮叨叨说了
大半天才依依不舍地挂断。 这
第一通电话就花去了好几十块
钱， 妈不由咂舌道： “不是说
自家座机打长途只要几毛钱一
分钟吗？ 我都没讲几句话， 咋
还那么贵呢 ？” 末了 ， 她又叹
道 ： “若是哪天能随心所欲 ，
想怎么聊就怎么聊就好了。”

没想到， 仅仅过了几年时
间 ， 妈这一愿望就如愿以偿
了。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尤
其是通信技术的迅速提高， 手
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跃进了
我们的生活 。 短短几年时间 ，
它便由最初单独的通讯功能发
展到集通讯、 娱乐、 支付为一
体的智能工具。 而且费用也在
逐渐降低， 由以前的双向收费
到单向收费 ， 再到取消漫游 ，
如今还有琳琅满目的优惠套
餐， 真正实现了我们当初曾梦
想的随时随地畅聊的时代。

如今， 每当吃完晚饭， 妈

总是习惯性地拿起她的超大屏
智能手机和远方的姨开始视频
聊天 。 视频里妈和姨常常感
叹， 天涯相隔的姐妹俩本以为
后半辈子都很难见面了， 没想
到现在还能天天在手机里见面
唠嗑， 真是太好了！

看到她们脸上洋溢着灿烂
的笑容， 我的心中同样感慨万
千 。 想想过去 ， 再看看现在 ，
不得不说， 我们现在的生活变
化实在是太快了。 拨号上网仿
佛还在昨天， 立马又要迎来5G
时代了 。 这就是科技的力量 ，
是通讯， 让天空和大地， 从未
如此温暖； 是通讯， 让海角天
涯， 瞬间近在咫尺。 真心期待
5G能够早日普及， 让我们每个
人都能更好地享受信息技术革
命带来的巨大便利， 体验一个
万物互联的崭新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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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

为由头， 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
事。 可以是今天的故事， 也可以
是昨天的故事 （每篇1至4张照片
均可， 800字左右， 请注明您的
真实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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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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