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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华

哦!楼下的李子树结果了

阳光温柔些吧!像风一样

别让果实红得太早

别落下得太快

都来了吗" 歌唱舞蹈

绿色挂满童年的舞台

装满了孩子

怎能不欢畅

累了就在这栖息吧

最好是在星疏月明的夜晚

还有在露珠洒满树叶的清晨

爸爸也会站在李子树下唤醒我

夏天的黄昏

爸爸牵着我的手

在我们买西瓜的路上

女孩的绣花连衣裙跟着跳跃

头上的两个小羊角也在调皮啊

夕阳的余晖在裙子上闪烁着笑意

照得爸爸的眼睛变成了一片海老爸的!武功"

夏慧欣

老爸有句口头禅!"我的武功天下第

末# $

老爸的中学时代正值金庸武侠小说

流行的时候%大概是受其熏陶%才有此口

头禅$从父母的絮语中%我逐渐了解了老

爸的"武功&%在父亲节临近时写下这段

文字%聊作礼品献给老爸%也用来鞭策自

己$

老爸高中时数学成绩不好% 加上高

考时生病% 与其喜欢的财经专业失之交

臂 $ 在工作几年后 % 他又拿起了数学

书'((准备考研$高中水平的数学功底%

并且"丢&了将近
!"

年%再去与风华正茂

的应届本科生较量%"武功& 真的是天下

第末了$ 其时%我叔叔正在大学读书%他

为老爸报了个高数辅导班$第一节课%老

爸就遇到了双重难题! 一是对基本概念

不甚了了%几如麻袋上绣花%底子太差)

二是老师方言浓重%恰似鸭子听雷%不知

所云$老爸忍受了不到半节课%就退了出

来% 此后再也未与高数老师在课堂上谋

面$但老爸并未放弃%而是拿起了课本自

学$老爸是这样研读高数教材的!一行读

过%再看下一行%找出两行间的差异%然

后思索为何发生这样的变化(((运用了

哪个数学公式%体现了什么原理$老妈常

常评价说%与其说你爸在读书%倒不如说

是在绣花% 甚至比绣花更慢* 更吃力$

#""$

年
%

月%"非典&肆虐 %老爸所在单

位放假%他把自己关在室内整整半月%把

要考的高等数学看了一遍$其后%他又利

用节假日到河南农业大学去 "自修&%一

旦遇到难题就求教于同样复习考研的大

学生$ 其间%老爸的请教多次被小他
!"

岁的大学生拒绝% 原因是老爸的专业术

语用的不熟练%缺乏"切磋武功&的基础$

但老爸没有气馁%一直复习到开考$分数

下来%老爸数学"武功&击败了
&"'

的应

考者%顺利通过$父亲读研究生的地点在

山东泰安%距离泰山仅一步之遥%每次上

学他都戏称去 "泰山论剑&% 母亲则说%

"顶多是个小喽&$

研究生毕业后% 老爸通过招考进入

了一家金融单位% 但上学时并未接触金

融课程% 和同时入职的伙伴比% 老爸的

"武功&又一次沦落到"第末&的位置$ 没

有别的办法%老爸在工作之余开始了"补

课&$ 据母亲说%当时老爸誓言要读几本

自己不喜欢的书$ +计量经济学,*+价值

评估,和+金融统计学,成了老爸首先攻

击的目标$ 老爸的记忆力不好%+金融统

计学,一个概念接一个概念%一个公式连

一个公式%枯燥无味%但需要牢记$ 他只

好天天带着书本%随忘随看$父亲是个计

算机-小白&%平时仅用
()*+

*

,-.,/

等软

件%但做经济学模型需要编简单的程序%

于是他埋头于一串串字符中$一次%老爸

照着书本 "比葫芦画瓢& 编了一个小程

序%却怎么也运行不了%反复检查都找不

到问题的症结$后来%一步一步重做才发

现% 一个本该英文格式的逗号用成了中

文格式的$ 改过这个逗号% 程序顺利运

行%老爸在家里也获得了"战逗英雄&的

称号$就这样%老爸的金融"武功&不断提

高%成了单位的"青年岗位能手&%还被他

的上级单位评为了 "创先争优优秀共产

党员&$

老爸小的时候%农村图书稀缺%阅读

量不够% 所以他老觉得自己的文字功底

薄弱%写作水平也是天下第末$ 有一天%

他的领导要求他加强新闻宣传方面的工

作(((当+金融时报,的通讯员$ 老爸没

有推辞%也没有露怯%毅然把这一任务揽

入怀中$从此%老爸又和文学方面的书籍

较上了劲$ 市内一家品味比较高的书店

倒闭%正版书三折处理%老爸如逢甘霖%

先后去搬了三趟$其后%每次出差老爸都

要买几本书$ 如今%我家已算得上是"借

书满架&了$ 老爸取法欧阳修%抓住"三

上&的机会争取多读书$ 有一次%他迫不

及待地在公共汽车上读新入手的 +最美

科学散文,% 邻座的老者问他是否是老

师$ 老爸打趣说%"我还是学生&%大概是

说他的文字水平还不高%"武功& 尚比不

上老师$老爸的功夫没有白费%写起稿件

来已渐入佳境 %

#"!%

年他还被评为了

+金融时报,的"优秀通讯员&$

最近% 老爸周六* 周日也猫在办公

室% 不知他又发现了自己哪方面的 "武

功&天下第末了%在那儿恶补$ 虽然老爸

常说"武功&*"论剑&之类的词汇%但他却

非常文弱%长期伏案使他身材高而不直%

所以我最希望他有更多时间锻炼身体$

父亲节就要到了%祝老爸身体健康.

祝天下所有兢兢业业工作的父亲节日快

乐.

幸福在当下
李扬

一天晚上%母亲突然打来电话/我知

道% 母亲打电话一般都会给我唠起她在

广场和那些认识不认识的老头儿老太太

说的那些家长里短的事儿$ 因为当时在

单位正忙着加班% 便随口说了句!"我正

忙%有事吗0 &母亲说!-好久没有你的消

息%有点儿想你了$ &从母亲淡淡的叹气

中我听出了母亲的失望% 意识到自己说

错了话% 便连说不忙不忙% 让母亲继续

说$但母亲说了句-那你忙你的吧&%便挂

了电话$

父亲去了另一个世界后% 因为担心

母亲一个人孤单% 我便隔三差五给母亲

打个电话% 一个月左右带爱人和孩子回

老家看母亲一次$ 因为近来单位事情比

较多%加上人手少%精力大都放在了工作

上%经常加班加点%感觉惚如-山中无甲

子%寒尽不知年&了$掐指算了算%从母亲

节到现在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回去看母

亲了%电话也没有如往常那样打了$想到

这些%心中便有些愧疚了$ 挂断电话%翻

开手机日历%盘算着何时回去看看母亲%

意外发现随后将至的
&

月
!0

日竟然是

一个特殊的节日(((父亲节$一瞬间%对

父亲的思念从心底生了出来% 又从心底

慢慢地往上涌$

父亲高中毕业刚满
#"

岁就参加了

工作%在离家
!"

多里地远的一所小学任

教$听母亲说因为父亲为人老实%工作踏

实%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一致好评%从普

通教师很快当了教导主任% 不久又当上

了副校长*校长$

母亲说父亲从没有滥用过手中的权

力$ 父亲当校长时%因为还是生产队%什

么活什么事都要算工分$家里缺少劳力%

因而常常欠队里的工分$ 那时父亲工资

也不多%家里很穷$但即使是家里缺吃少

穿的% 父亲也没有从学校往家拿回一针

一线$父亲当校长先后换了好几所学校%

每一所学校去时都是又破又烂的% 而到

父亲走时%都建起了新校舍$有一次学校

翻建教室时% 恰逢老家的土院墙被大雨

冲倒了%会计说顺便搁到一块整整%被父

亲一口回绝了$ 父亲利用周末回家的时

间%一个人和泥%一个人一锹一锹挥汗如

雨%硬是把土院墙重新垒了起来%没有用

学校的一砖一瓦$

到了上学的年龄时% 为了方便辅导

我%父亲便把我带到了学校$父亲虽然是

校长%但因为老师较少%还要担课$ 但无

论工作再忙% 父亲都抽出时间检查我的

作业$在父亲的精心辅导下%小学期间我

的成绩一直都不错% 在班级基本上都是

第一名%在阶段也都在前几名$小学毕业

我考到了乡重点中学% 也一直保持了好

的成绩$初中毕业那一年还未中考%我参

加了县一高组织的选拔考试% 以优异的

成绩被县一高提前录取$ 因为县城离家

1"

多里%高中三年%除了假期%我很少回

家$ 父亲经常利用开会的时机去学校看

我%顺便捎带点衣物和粮票$父亲每次叮

嘱的话并不多% 但从他期许的眼神中我

读到了不少安慰和力量$

!00$

年高考 % 我取得了不错的成

绩%超过了一本线
$"

多分$ 我从小就崇

拜军人%向往绿色军营*向往绿军装%打

算报考军校$ 父亲得知后也非常支持我

的选择% 在他的鼓励下我毅然决然报考

了军校$收到军校录取书的那一天%父亲

十分高兴%平时基本不沾家的他%特地让

母亲做了几个菜% 让我和哥哥陪他喝了

几杯以示庆祝$

怀揣着军校录取通知书% 满怀着激

情和憧憬%我踏入了向往已久的军营$也

许是第一次远离父母*远离家乡%也许是

有太多的梦和期望% 初入军校的我感觉

大学梦*军校梦与现实的强烈差距%心里

打起了退堂鼓$父亲得知后非常着急%因

为工作忙不能前来% 在乡下打电话也不

方便%便一封接一封给我写信%字里行间

满是关怀和鼓励$在父亲的鼓励下%我不

但咬牙坚持了下来%还以
2

个科目优秀*

1

个科目良好的优异成绩毕了业$

父亲教了一辈子书% 可以说是桃李

遍天下$军校毕业分配时%我想让父亲找

找关系分配到一个理想的单位$ 父亲没

有同意%说好男儿志在四方%干啥都应该

听从组织安排$ 最终我分配到了作战部

队某基层连队任职$

!000

年%因工作原

因%组织上把我调到了周口$虽然离家不

算太远%但因为工作的原因%回家看父亲

的次数也并不多$ 父亲常常嘱咐我好好

工作%不要挂念家%更不要挂念他$ 在父

亲的影响和鼓励下%我老实做人%踏实工

作%多次被评为-优秀机关干部&%并两次

荣立三等功$我心里常常想!等工作不忙

了%一定回家陪陪父亲%一定陪他出去走

走看看$但遗憾的是%父亲闭上眼睛要走

的那一刻%才让哥哥给我打电话%说想最

后见上我一面% 而我因为赶上部队比武

考核%没能及时赶回去%没能当面送送他

老人家$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 我们长大了%

可我们却把父母催老了$无论走到哪里%

父母都永远牵挂着我们$而我们%却常常

把-忙&拿来作为不能回家的理由. 有些

事情经不起等待%最重要的就是当下$停

下匆匆的脚步%远离尘世的喧嚣%静下心

来%放下心灵负担%仔细品味已经拥有的

一切%好好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因为

幸福就在当下%就在我们手中的每一天*

每一刻$

刘庆邦邵丽小说艺术风格
学术报告会在周师举行
本报讯

&

月
&

日% 以周口作家刘

庆邦* 邵丽小说及其艺术风格为主题

的学术报告会在周口师范学院豫东

南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中心举行$ 周

口市文学评论学会秘书长* 文学院副

教授任动作主题演讲$

周口作家群主要由 -本乡本土走

出的作家&和-本乡本土养成并崭露头

角的作家&组成$ 以刘庆邦*邵丽为代

表的-走出去的作家&群体%大都生于

周口*长在周口%而今旅居外地$ 刘庆

邦和邵丽都获得过鲁迅文学奖% 堪称

周口作家群的领军人物$ 任动首先以

+明惠的圣诞,为个案%对邵丽的作品

进行深入分析$他认为%+明惠的圣诞,

作为农村题材小说%它超越了当下-底

层文学&创作存在的诸多病象%在短篇

小说的架构里% 对身份认同* 启蒙价

值* 病态心理等形而上问题进行了深

度思考% 最终把小说打造成内含多层

意蕴的艺术精品% 彰显出了小说本身

卓尔不群的价值和意义$ 任动还从总

体上解读了刘庆邦* 邵丽小说的基本

特点$

会上%我市作家尉然*邵远庆*李

佳及周口报业传媒集团* 市图书馆有

关人士分别就刘庆邦* 邵丽小说创作

及其艺术特点% 周口作家群的现状及

发展态势等问题作了发言$ 大家一致

认为%周口作家的培养*周口作家群体

创作风格的打造* 周口作家群内涵的

丰富与构建等方面% 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 #治中$

韩国纪行
刘伟

五月%仲夏时节%韩国丽水市披上了

节日盛装$ 曾在这里举办世博会的国际

会展中心内外%彩旗高悬%迎风飘扬%人

潮涌动%歌声嘹亮$ 街道两旁的音箱里%

不停的播放着韩国歌曲% 欢迎来自中国

和世界多个国家的书画家% 来这里参加

第二届世界书画节暨第三届中国书画世

界行高峰论坛$

丽水是韩国东南端最美丽的海岛口

岸城市之一% 周围环绕着多个岛屿和蜿

蜒曲折的海岸线$ 温润的海洋性气候非

常适宜人群居住% 每年都吸引数以万计

的各国游客来这里度假休闲$ 韩国是汉

文化圈的延伸% 佛教和道教文化交相辉

映%尤其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较深$

#"!#

年%丽水以-生机勃勃的海洋与海岸&为

主题形象% 赢得了世博会的主办权%从

此%世界把目光投向了丽水$

来自中国*法国*英国*意大利*澳大

利亚以及台湾* 澳门等十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一百八十多名书画家与韩国各界朋

友共同见证了本届书画节的盛况$ 开幕

式上%丽水市合唱团的韩国歌手%用不同

国度的语言演唱了多个国家的民歌%而

第一首就是中国的+茉莉花,$ 精彩的表

演%让参展的书画家们如痴如醉%一时忘

记自己身在何处%直到灯光亮起%又见大

幅主题会标展现%思绪才重新回到会场$

参加开幕式的韩国全罗南道知事* 丽水

市文化局长* 韩国传统文化艺术振兴协

会理事长*韩国大学书法研究所所长*韩

国书画精英会会长* 中国书画世界行委

员会主席*意大利文化旅游协会会长*英

国华人艺术家协会会长* 台湾中华书画

艺术同心会会长* 国际女艺术家协会澳

门分会会长等嘉宾先后致词% 祝贺第二

届书画节在韩国丽水隆重开幕$ 组委会

表彰了十多个国家的近四十位优秀书画

家%颁发了荣誉证书$我作为一等奖获得

者%有幸上台领奖%并和十多个国家的书

画家合影留念% 记录下了这一难忘的时

刻$

四面环水的丽水国际会展中心%为

此次书画艺术节提供了九个展区%分别

是 -国际优秀书画家邀请展区&*-国际

杰出女画家作品展区&*-第二届国际书

画节获奖作品展区&*-中国特色民族艺

术金奖展区 &* -品牌培训机构展区 &*

-中国书画世界行联合会展区 &*-国际

美术写生基地作品展区&*-特邀作品展

区&和-韩国书画家作品展区&$ 各个展

区的书画作品%汇集了十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艺术成果 %在这里 %水墨与油彩并

存%线条与色块比美%具象与抽象对话%

中西融合%互相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 中外艺术家你看我的作品%我拍你

的照片%虽然语言不同%但心意相通%气

氛非常融洽$ 几位韩国朋友和我们互相

观看了参展作品 % 并在作品前不停拍

照$ 中国书法家协会培训中心教授*总

装备部美术书法研究院副院长张又栋%

是
!02$

年加入中国书协的老会员%他和

刘炳森是好朋友 %也喜欢写隶书 %这次

作为特邀代表来韩国参加书画艺术节%

作了充分的准备$ 他写的隶书对联和我

写的草书条幅相隔不足两米%前来观看

的观众往往拉我们俩一块合影$ 著名美

术评论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陈

传席多次在我们的作品前驻足观看%给

予了很高的评价$

-书道有源异中同% 中韩文化一脉

承 $ 汲古出新各有路 % 携手共铸翰墨

情$ &这是我参加中韩书画家现场笔会

后写的一首+观书有感,$ 笔会上%以中

国* 韩国为主的多国艺术家纷纷登场%

亮出了自己的-绝活&和-看家本事&$ 韩

国出场的几位艺术家%都在韩国有着相

当的影响力%其中姜锦福曾多次来中国

交流 %特别喜欢中国桂林的山水 %他画

的三十一米长卷至今陈列在韩国的议

会大厅里 )朴彩星则喜欢画梅 *兰 *竹 *

菊%他腕底似有千钧之力%笔酣墨畅%痛

快淋漓)朴相根在韩国是弟子最多的画

家 %他的松梅很有特点 %用于志学先生

的话说%-他的梅花是写出来的&$ 笔会

现场%中韩艺术家的差异一下子显露出

来(((韩国艺术家富于激情%作画不假

思索%一气呵成)中国书画家讲气度%落

笔稳重果敢%笔笔见功力$ 但在两国的

书画作品基本风格里边%又深藏着密不

可分的 -血缘关系 &%同中有异 %合而不

同$ 从韩国画家朴彩星的+四君子图,到

中国画家王中年的+墨竹图,* 赵华胜的

老子画像+智者永道,%明显突显出中韩

书画一脉相承的艺术特点$ 尤其是中韩

两国四位画家联合创作的十米长卷%把

现场笔会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2$

岁的中

国著名冰雪山水画家于志学首先开笔%

画了三只气韵生动的驯鹿 %之后 %韩国

画家朴彩星补上了林间花木%使画面锦

上添花$ 接着%韩国画家姜锦福和台湾

画家叶君萍分别绘就了两棵盘根错节

且高大挺拔的青松%使整个画面融为一

体%气势壮观$ 著名画家*美术评论家陈

传席即兴题字并赋诗一首 !-三鹿眈似

虎%双松矫如龙$ 画中看中韩%挥洒夕阳

中$ &

以+东风初驾,命名的这幅中韩艺术

结晶% 成为第二届世界书画节的标志性

艺术符号% 深深印在来自十多个国家的

一百八十多位书画家的脑海之中$ 在六

天的行程中% 组委会统一组织参观*考

察*访问*论坛*交流%足迹遍布丽水市美

术馆*镇南馆*金鳖山向日庵*李舜臣将

军历史遗迹左水营大捷纪念园和首尔国

立民俗博物馆*现代艺术馆*青瓦台总统

府*景福宫皇宫*首尔寺仁洞书画一条街

等%但留给我们印象最深的%还是中韩艺

术家共同合作的十米长卷% 因为这里面

饱含了两国人民的深情厚谊$

六月的麦场
李郁

六月的麦场

脚下黄金

头上晴空

骤然间

天边乌云滚动

电闪雷鸣

挟雨驾风

霎时间人潮汹涌

匆忙忙排阵布兵

甩去汗浸的衣衫

舒紫铜双臂

擎包登上垛顶

扔下白银草帽

红裙舞动长帚

粒粒跳跃归拢

孙子拉开银箔

爷爷盖上绿篷

虎安卧 龙欲腾

吹退了疲劳

洗尽了汗醒

作别了喧嚣的麦场

在风雨中

风吹麦浪!外一首"

路雨

风吹麦浪

四月的大平原上

麦子经历了漫长的煎熬和等待

正喜悦亢奋地酝酿着成熟

一个个鲜亮的词语

渐渐丰盈饱满

齐刷刷的麦穗

以极大的热情回馈大地

在村庄之外

憧憬富足的梦想

风吹麦浪

一浪挨着一浪

平原上的村庄开始躁动

金黄涌动 紧致细密

在身边 在眼前 在心中

一个丰收壮观的场景

一幅辽远美丽的画卷

在幸福地打开

回家收麦

夏日的阳光

把山坡上青涩的杏子

抚弄得透出了黄色

布谷鸟的歌声

在旷野上回荡

声声在催

远离城市的乡村

黄澄澄的麦田

被成熟撩拨得躁动不安

睡梦中我听到乡下的父亲

披着满天星星

在院里磨镰的声音

像当年睡意朦胧时

他在窗下叫我

回家收麦 一如当年

晴朗朗的天空下

父亲挥汗如雨

头顶的草帽

在麦田的深处晃动

弯曲的脊背

与大地平行

那姿势 像极了一幅素描

让我感受父亲 以及

和父亲一样的乡下父老

他们对土地的执着与热爱

他们对丰收的膜拜和敬仰

远远的 我落在父亲的身后

体味着父亲内心深处

涌出的幸福和喜悦

飘满苹果花香的父爱
飞鸟

年少时%我家里种有半亩苹果园$苹

果花开%甜幽幽的香气弥漫%蜜蜂和蝴蝶

围着苹果花转来转去% 不知道要落到哪

朵花儿上才称心如意$小黄雀鸣叫着%翅

膀沾满花粉%寻觅适宜筑巢的树杈$我躺

在苹果树下的木床上%拿着一本书读%或

者%趴在木床上做作业$

父亲在树与树之间的空地上% 忙着

种花生*绿豆*芝麻等$等父亲忙了一阵%

吸着烟走过来% 用满是厚茧的手摸摸我

的头%或用食指和中指揪揪我的耳朵$我

从床下拉出一个塑料袋%抬头问!-爸%杀

一盘0&父亲笑着点点头%在我对面坐下$

抻开画在一张硬纸上的棋盘%摆好棋

子% 一对父子在飘满苹果花香的果园里%

开始下象棋$父亲的棋艺在十里八村数得

着%而且棋风好%从不悔棋$虽然在父亲的

悉心指导下%我的棋艺进步很快%但还不

是父亲的对手%从没有赢过他一盘$

我和父亲的棋路是顺炮对顺炮%走

到残局的时候%父亲拿起车吃我的马%手

一抖%车落进我的炮口里$我拿起炮看着

父亲笑%父亲也笑%但点点头$ 我吃掉了

父亲的车%最后%父亲输了$ 这是我第一

次赢父亲$

我问!-爸% 你下象棋为什么从不悔

棋0&父亲说!-不考虑好就行动%是莽撞%

不该悔棋%输了总结经验%提高自己)深

思熟虑后行动了%就不必悔棋%不断地调

整步数%努力*坚持%输赢不要太看重$ &

我又说!-爸%这次你是无意落子的%其实

可以悔棋$&父亲拍拍我的肩膀%说!-辉%

无意的错误犯下了%也不应该推卸责任%

要勇于担当$人生的路上%是一步一个脚

印%你想悔棋就能悔棋吗0 &我望着美丽

的苹果花%久久地品味着父亲的话$

喜欢和父亲一起看夕阳$ 金色的阳

光缓缓洒下来%在洁白的苹果花上闪耀%

使苹果花笼罩了一团朦朦胧胧的光晕$

天空飘着几朵蓬蓬松松的白云% 阳光照

耀在云朵上%给白云镶了道金边$一阵风

刮来%苹果花的香气飘满天地%有很多苹

果花纷纷飞扬$我转头看父亲$父亲个子

不高%有些胖%额头布满皱纹$ 爷爷常年

有病% 不能断药% 母亲要照顾年幼的弟

弟%我在镇上读书%家里所有的开销%都

从父亲长满厚茧的双手里索取$ 父亲在

南村小学教语文%忙完学校的事情%还要

照顾爷爷%还要忙农活$父亲从来没有抱

怨过什么%也没有坏脾气%他性格温和%

嘴角时常挂着微笑$

我捧起一把苹果花%说!-爸%这些不

能结果子的瞎花真可惜$ &父亲笑了%摸

摸我的头说!-辉%这些花怒放了生命%让

世界更加美丽%也就有了意义%没有什么

可惜和遗憾的$人活着%也要怒放自己的

生命%给世界增添美好%才活得有意义$&

时隔几十年% 我眼前时常浮现出和

父亲在苹果园里的对话% 那甜幽幽的苹

果花香%似乎也弥漫过来11

父亲
王伟

想家的时候

总能记起父亲的背影

黎明还没有醒来

父亲就开始走进田地

四周一片寂静

父亲虔诚地弯下腰

与他心爱的庄稼亲近

父亲像老家的黄牛一样质朴

他大半生在地里不倦地劳作

他爱听麦子抽穗的声音

说那如同我的第一声啼哭

让他激动

阳光和汗水

在他赭色的皱纹里流淌

父亲站在田地里

不畏炎热 不避寒冷

努力地长成一株耐旱的庄稼

籽粒坚实而饱满

土屋上的炊烟

开始氤氲晚饭的时候

父亲披一身疲惫和艰辛

走在田间的小路上

此时夕阳正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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