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帮孩子种好自己的心田
李扬

台湾作家三毛在她的!梦田 "一诗

中这么写道#每个人心里一亩田$用它

来种什么% 种桃种李种春风$开尽梨花

春又来&

一

周末带妻子女儿回去看望年过八

十的母亲& 女儿见了奶奶很是亲热$又

是拥又是抱的$ 坐下后又帮老人捶背&

母亲脸上的皱纹都笑成了花$一直快乐

地开着&

陪母亲外出 $ 女儿像个小精灵一

样$一直冲在前面$又是开门$又是摁电

梯& 下电梯出了楼门后$双手搀扶着老

人小心地走着$ 嫩声细气地同母亲聊

天& 妻子和我在后面慢慢地跟着& 望着

前面一大一小两个背影$ 妻子动情地

说#'成才先成人$看到孩子那么细心那

么懂得亲情$我觉得付出多少都值了( )

我*哦)了一声$点了点头$觉得心

里暖暖的+

二

一个周日上午$我陪女儿去钢琴学

校$她在教室内上钢琴课$我在外面用

手机看书&

课间休息时$女儿走到我身边向我

要湿巾或餐巾纸& 我边掏口袋边问做什

么用$女儿皱着眉头有点忿忿地说#*肯

定是哪个学美术的学生恶作剧$用画画

的墨水在江老师脸上涂了个大墨疙瘩$

我想找个东西擦掉它& )

顺着女儿手指的方向$我看到美术

培训教室和楼梯口之间的墙上悬挂着

钢琴学校的宣传画$画上江老师清新可

人的脸上有一个醒目的大大的黑点&

上午走来过去那么多人竟没一个

人看到$包括我自己& 想到这儿自己不

禁也有点脸红了&

*湿巾和餐巾纸我都没带$ 用这个

吧& )我把眼镜盒中的眼镜布拿出来递

给女儿&

女儿吃惊地看着我$ 她没想到我竟

然会把眼镜布拿出来让她用& 我冲女儿

肯定地点了点头$她犹豫了一下接住了&

女儿转身快步走到宣传画前$小心

地擦了起来& 我在旁边静静地看着$心

里暖暖的&

三

又一个周末下午$我陪女儿在五一

广场溜冰& 上午弹钢琴,学英语$下午又

上了两个小时美术课$也该出来撒撒欢

了+

女儿溜冰是自学成才$没多久就已

经溜得很溜了+ 溜了几圈后$她停在我

身边$说看我站着无事$提出要和我搞

个比赛$具体规则是#她溜冰我跑步$距

离一百米$先到者为胜+

看着她坏坏地笑着$好像还有点挑

衅的味道$一向也争强好胜的我欣然接

受了挑战+

'比就比 $ 我还会输给一个小孩

子( )我信心满满+

为了体现公平$ 一切准备就绪后$

我让女儿下达口令+

'预备---跑 ( )女儿 *跑 )字刚出

口$身经百战的我已经发动$迈开双脚$

快步冲了出去+

高手对决$如果能抢跑成功 $就意

味着奠定了胜局+ 但这次也许不同$我

知道女儿既然敢向我发出挑战$必然也

是有备而来+ 我的两条腿到底能不能跑

过她的轮子$说实话我心里也没底+ 虽

能成功抢跑占了先机$但我仍不敢麻痹

大意$毕竟面子重要啊(

我奋力向前跑着$耳朵留心地听着

溜冰鞋轮因快速向前滚动和地面磨擦

冲击发出的声音+ 那声音先是由近及

远$再是由远及近+ 也许是猫了半个冬

天疏于锻炼的缘故$ 才跑过一半多点

时$我两腿就有点发软了$两脚也不如

开始时那样抓地有力了$慢慢感到轻飘

飘了+ 我仍咬牙坚持着$奋力向前跑着$

因为身后那声音竟然离我越来越近了+

终于冲到了终点$我大口大口地喘

着粗气$心里却是松了一口气$毕竟没

有输给女儿+ 但这时却发现女儿还没有

紧随我冲过终点$身后刚才那让我紧张

而奋力前冲的声音竟然也消失了+ 我回

过头来看$原来是女儿在离终点不远的

地方摔倒了$一个三岁左右的小女孩正

慢悠悠地从她面前经过+ 我赶紧走了过

去$女儿说快追上我时$那个小女孩从

赛道中间穿过$因怕撞到她$不得已紧

急刹车才导致自己摔倒的+

我扶起女儿$发现她胳膊有两处擦

伤$微微有点渗血$我内疚而心疼地给

她吹着+ 女儿连说不疼不疼$要不是因

为摔倒$肯定能超过我+ 言语中还稍稍

有点遗憾+

我听了$向女儿竖起大拇指 $对她

说#*好闺女$你是真正的第一名( )

四

人之初性本善+ 孩子的心灵初始就

像一张白纸$是洁白无瑕,天真纯朴的+

父母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担负着非

常重要的责任+

教育家巴金先生说#*孩子们变好

或变坏和他们受到的教育有关$有句话

叫 .先入为主/$ 所以父母是第一任老

师$不能把一切推给学校+ 帮助孩子健

康地成长$所谓养,所谓教育$不过是这

样一句话+ 我们希望子女成龙$首先就

要尽父母的职责+ )

前不久从一本书上看到一个小故

事$让我一直感动着,思考着+ 故事的大

概是#一个修船工在刷漆的时候$发现

船底有个小洞$就顺手给补了$结果使

船主的孩子幸免于难+ 修船工为什么能

*顺手一补)呢% 因为他保持了善良的本

性$有一颗善良的心$在不经意间便帮

助了他人+

我常常想$女儿搀扶奶奶或许是亲

情使然$女儿帮老师*净面)或许是师生

情使然$但女儿为了不撞到不认识的小

妹妹而宁愿自己摔倒受伤却是本性使

然$善良使然+

每个孩子心里都有一亩田$作为孩

子的父母$ 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播种+

到底应该种什么呢% 我想应该如三毛那

样$在孩子心里的那亩田种桃种李种春

风$希望他
!

她
"

们永远保持本性坚守善

良$永远拥有一颗善良的心$永远做一

个善良的人(

母亲的手
师建华

辛勤操劳一生的母亲$ 终于累倒

了+ 在医院陪护的日子里$我零距离接

触到母亲的手+ 这哪像手啊$手心手背

都干裂出一道道纹沟$和树皮没什么两

样0每根手指都扭曲变了形$像深冬里

的枯枝+ 抚摸着母亲的手$泪水忍不住

夺眶而出+

小时候$家里穷$母亲经常去邻居

家找些他们不要的碎布条$ 洗干净了$

用针线一点点缝起来$ 给我们纳鞋底,

做鞋垫+ 一觉醒来$母亲依然在灯光下

飞针走线地忙活着$ 小小的煤油灯$把

母亲的身体在墙上印出一个长长的影

子$我端详着母亲的身影$感觉那就是

一幅画+ 母亲发现我醒了$轻轻叫我赶

紧睡$腾出一只手帮我塞塞被角$那时

母亲的手是光光的,软软的$摸在脸上$

犹如春风拂过+

#$%&

年
'

月发洪水$殃及老家$母

亲背着我迅速转移+ 任凭浪多高$脚下

怎么滑$我都稳稳地,牢牢地趴在母亲

的背上+ 泪水朦胧过我的双眼$掉到母

亲不知是汗水还是雨水的脸上$母亲却

浑然不知+等母亲顶着齐腰深的洪水艰

难行走十几里$ 把我背到安全地带时$

我看到的是一双因十指相扣过久$被勒

得毫无血色的惨白的手+那时母亲的手

是有力的, 坚强的$ 让我深感温暖,安

全+

这双手呀$我怎敢把她忘记+ 生产

队时$母亲一个瘦弱女子$竟同男同志

争高低+ 白天下地干活$晚上抽空铡草

喂牲口+ 干起活来从不叫累叫苦$脏活

累活总是抢在前头+ 超出常人的付出$

挣着两个人的工分$曾经让多少男人望

尘莫及+一次$母亲给生产队里锄地$我

在地头玩耍$清楚地看到别人大都在偷

懒耍滑$ 母亲却把双手磨得起满了血

泡+那时母亲的手是勤劳的,能干的$以

身作则教会我生活,做人的道理+

父亲是位民办教师$收入甚微+ 家

里的事母亲里里外外一把手$除了照顾

我们兄妹几个$还喂养了几头猪换钱贴

补家用+ 寒冬腊月$母亲把手插进刺骨

的冰水里$给猪搅拌饲料$手上的裂口

都渗血了$我们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可

母亲却一再叮嘱不让给父亲说+到了晚

上$母亲烧盆热水$又给我们烫脚+手摸

着我的脚$像砂布蹭来蹭去$硌脚+这时

母亲的手已不再光滑,细嫩+ 与其说是

岁月吹老了母亲的双手$还不如说是母

亲的双手如春蚕吐丝$给了我们无尽的

母爱$却耗尽了双手的美丽+

我上中学时住校$ 吃饭是用小麦换

的饭票+初二那学期快放暑假前的几天$

一直连阴下雨$我的饭票所剩无几+我就

在心里琢磨着如何省点$对付到放假算

了的时候$一个熟悉的身影穿过教室的

窗户映入我的眼帘+ 母亲一手打着伞$

一手抓着袋子$弓着腰背着东西$裤腿

挽得老高$腿上尽是泥$我急忙迎上去+

算着你的饭票该吃完了$这不给你把粮

食送来了$你正长身体$该吃吃$千万别

委屈了自己+ 听着妈妈的话$我哽咽了+

攥着饭票$ 望着母亲手握伞的背影$深

一脚浅一脚渐渐消失在茫茫雨中+ 我再

也把持不住情感的闸门$泪水纷飞+ 母

亲手中撑起的不仅仅是一把伞$更是一

片爱的天空$呵护我茁壮成长+

如今$母亲因患脑梗塞留下了后遗

症$一只手伸不直$摆放也不自然$再也

不能像以前那样要强干活了$只是简单

地顾住自己的饮食起居+每次来我这里

小住时$我都会陪她说说话$为她剪剪

指甲+母亲并不知道$我为她剪指甲$只

是一个借口+ 握着母亲的手$我能从中

追寻母亲对我的关爱$让往日的记忆在

脑海里复活$在血脉里涌动+ 每每和母

亲在一起时$只需一个瞬间$母亲的双

手就会在我的眼前变得鲜活柔美+这不

是错觉$而是实实在在的情感的交融和

升华+

母亲的一生可以写本书$她的手就

是书的主题$字里行间充满了慈祥的母

爱和博大的情怀+ 这本书$足够我读一

生+

给妈妈的孩子
朱子琪

无论你是贫穷!富裕!丑陋还是

美丽

有一个人总会把爱无私的给你

这份爱给你自信的勇气

这份爱教会你怎样站立

这份爱告诉你永不放弃

这份爱来自母亲

来自母亲每一次放学时接你的

殷殷期盼

来自母亲每一声答应你呼唤的

甜蜜爱意

来自母亲每一句叮咛嘱咐时的

深深不舍

母爱是如此平凡又伟大

那么你能不能像母亲爱你一样

爱她

在她找寻你身影时

你立即停下与朋友的热切交谈

第一时间走向她

趁她的视线还没模糊

在她急切又充满爱意地呼唤你时

你能不厌其烦地反复回答

说一声"#我在这儿呢$妈% &

趁她的听力还没有下降

在她忍着泪水多次叮嘱要远行

的你时

你能转身抱抱她

抚摸一下她的头发

趁她的发丝还没有变白

趁一切还来得及

把错的与对的都忘记

只要记住她的爱与美丽

她年轻的健康的身躯

在你老了以后想起她时

露出的不是痛彻心扉的追悔莫及

而是内心无比柔软含着泪的笑意

延安行
刘祥华

出门总是件好事 $ 心里会滋生向

往$怀里会孕育激情+ 就像小时候出门

走亲戚$高兴得又蹦又跳$因为会有想

不到的好吃好看好玩的东西刺激你的

神经中枢$让你浮想联翩$况且这次出

门是去延安+ 延安$红色延安啊$有多少

惊险曲折的故事要听% 有多少梦回牵绕

的心结要解% 也许正好可以荡涤一下我

慵懒颓废的沉沉暮气+

&

月
%

日$ 在周口还是尚未大亮的

早晨$过了西安已是阳光普照+ 眺望窗

外$延绵不断的群山$一个挨着一个$随

着车的移动$就像手牵手的盛装演员在

广无边际的舞台上翩翩起舞0刚被春雨

洗浴过的青山$苍翠欲滴$还没来得及

散尽的雾气就像淡淡的丝绸$ 一丝丝,

一股股缠绕山间$远处的像踮起了脚尖

在偷看$有些羞涩$近处的会突兀地跳

在你面前$扮个鬼脸吓你一跳0山上长

满了各种各样的树$ 绿的有点发黑$中

间点缀白色的,红色的花朵$湛蓝的天

空飘着几朵白云$正好组成了一幅气势

恢弘的山水画+

周口党务干部培训班在延安党校

五楼教室举行了开班仪式$随着!国际

歌"铿锵的旋律$在导师和导游的引导

下掀开了延安一页页, 一幕幕动人魂

魄的篇章+

同学们身穿军装$头戴军帽 $腰扎

军皮带$沿着毛主席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去寻访革命胜利的踪迹+ 虽说算不上规

整$但很庄重,很虔诚0也谈不上用功学

习$总还是不断地被震撼,被感染+

毛泽东在我眼里神一般传奇$如果

用*粉丝)来形容我对毛泽东的崇拜$即

便用*铁杆)也不能表达我心中的敬仰

之情+ 我很难想象$毛泽东和他的战友

们用*小米加步枪)打败*飞机大炮)$从

窑洞里规划和建设一个新中国0很难想

象$ 煤油灯下写出了那么多的鸿篇大

论$诗词歌赋书法登峰造极0很难想象$

枪林弹雨几十载$毫发无损+ 也难怪像

普京一样的许多国家政要也都成了*毛

粉)+

在延安$我们参观了杨家岭,枣园,

宝塔山等重要革命发生地$参观了延安

革命纪念馆$ 观看了大型红色经典剧

!延安保育院"+ 在纪念馆中$看到陈列

的大刀和土雷$仿佛看到了当年的战火

硝烟$看到了英烈们的浴血奋战0走访

革命旧址$一件件文物$一张张照片$一

段段故事$让我们体验了老一辈无产阶

级革命家为建立新中国所付出的艰苦

卓绝的努力甚至生命+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延安生活

战斗了十三年+ 在凤凰山下的窑洞里$

毛泽东写下了!实践论"!矛盾论"!论持

久战"!反对自由主义" 等历史名篇$以

深邃的洞察力预见抗日战争的防御,相

持,反攻三个阶段$批驳了*速胜论)和

*亡国论)0在杨家岭的窑洞里$毛主席

向美国记者斯特朗发出了*一切反动派

都是纸老虎)的英明论断$气薄云天$震

惊世界0枣园树下$延安整风把革命引

向正确的轨道$重庆谈判开启国共合作

的新篇章0宝塔山成为无数革命志士向

往之地$贺敬之*一回回梦里回延安$双

手搂定宝塔山)的诗句$至今滚烫着每

一位学员的心0中央大礼堂$七大确立

了中国人民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

正所谓#凤凰山下著雄文$革命窑洞出

真人$延安宝塔指航向$枣园灯光照乾

坤+

学员们按照党校的安排 $ 一路走

来$血在热$情在纵$每个人都在书写,

拍照$生怕遗漏了风情$遗失那期待已

久的延安故事+ 在大巴车里$学员们一

个个唱起了陕北民歌, 红歌$!东风红

太阳升" 的歌声飞出窗外$ 回荡在山

野0 卫计委闫书记朗诵了自己创作的

!圣地组诗"$ 用激动的心去感慨不平

凡的革命历程0 市直工委胡书记发表

了 !延安学习寄语 "的演讲 $用真情实

感表达了延安精神对自己的震撼和激

励+

我是个小人物$本已颓废的神经容

不下太多的情怀和感慨$ 但延安让我

难以忘怀$ 延安精神如醍醐灌顶般让

我清醒+ 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品尝新中

国蜜饯的后来人$ 吃水不要忘记挖井

人$ 应该用自己的忠诚和汗水浇铸共

和国大厦(

儿时的记忆
胡玉华

缘自儿时的爱好$年近花甲的我无

论行走在大街抑或是小巷$只要看见地

上有被丢弃的玻璃弹珠$ 便会眼前一

亮$继而俯下身子$捡拾在手$轻轻拂去

其灰尘$而后收入囊中+ 幸福感便油然

而生+ 殊不知$那里面深藏着我儿时美

好的记忆+

我的少年时代是在老宅度过的$那

里有我童年的欢乐和苦涩+ 老宅所处位

置是在过去被称为牲口市街的地方+ 那

里距当时周口镇闻名遐迩古色古香的

五间楼不远$有二三里的样子$老邮电

大楼更是近在咫尺+

那时节$ 物质及文化生活极度匮

乏$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人们压根无

啥奢望+ 但是社会安定$风清气正$人心

向上+

那个年代$人们的居住条件差别不

大+ 房屋极其简陋$皆为土坯墙$毛草房

顶$地坪也是黄土铺就$只是具备遮风

挡雨的功能而已+ 晚上照明用的是煤油

灯$灯芯如豆$昏暗无比$大人们只好在

灯下做针线活+ 为节俭起见$大都是用

墨水瓶做的简易灯+ 当时谁家要是有个

带玻璃罩的煤油灯$便觉得奢华$引以

为豪+

在那年月吃肉除非是在过年$平时

是不敢奢望的$而苹果,梨之类的水果

也鲜见$香蕉压根没见过+ 好在我家院

子较大$ 除栽植些绿化成材树木外$还

栽有两棵石榴树及两棵枣树$果实成熟

时倒是不缺这两种水果吃$其它水果便

无福消受了+

盛夏时节$闷热难耐+夜晚人们只

好在室外铺个软床纳凉 $有时干脆在

外面过夜 $扇子在手里呼啦啦扇个不

停$ 直到入睡扇子依然拿在手里+ 那

个时候 $压根就没有家用电器这个概

念+ 当时手电筒便是奢侈品$ 收音机

及自行车更是凤毛麟角+ 不过$ 差不

多每家都装有小喇叭+ 清晨伴着 !东

方红 "开播 $晚上则是在高亢 ,激昂的

!国际歌 "声中结束 + 就这样 $人们仍

意犹未尽+

记得那时 $ 我除和小伙伴们弹珠

子 ,推铁环 ,捉迷藏外 $最幸福的事莫

过于看露天电影+ 电影的放映时间以

周末居多+ 到了周末$小伙伴们便三五

成群地集结$ 争先恐后欢天喜地奔向

放映点$主要是为抢占最佳观看位置+

放映点也就那么几个$ 无非是地委院

内, 运输公司等处+ 所放电影无外乎

!地道战 "!地雷战 "!英雄儿女 "!列宁

在
#$#'

"!多瑙河之波" 等为数不多的

几部$机械似的循环往复放映+ 但是$

观者依然热情不减,乐此不疲,百看不

厌+

时光已匆匆流逝半个世纪$有些经

历早已忘却$ 抹不去的是儿时美好的

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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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母亲"外一首#

卞彬

哦 母亲

您是一棵大树么

根系伸进并不肥沃的黄土

苦难和艰辛浓缩成

您满身干裂的斑驳

一任时光无情的熬煎

哦 母亲

您是一棵大树么

苍苍的枝叶

几经岁月的风吹雨打

依然撑出一片温馨的绿荫

几度潮水落 几度夕阳红

心也依旧 情也依旧

哦 母亲

您是一棵大树么

枝枝向上是在凝望和期待

远方那朵漂泊的云吗

袅袅炊烟升腾着盼子的情感

相思在梦里 相牵在心间

哦 母亲

我慈祥而勤劳的母亲

点点烛光燃亮了

您一个又一个寂寞的夜

您用丝丝牵挂

把满脸的辛酸

绣成儿子的衣上之花

情也深深 爱也浓浓

哦 母亲

我历经沧桑的母亲

我是您的根

我是您寄以生存的根啊

但我可曾给您输送任何营养

遥望母亲的腰

弯成瘦弱的弓月

我虔诚地跪在树下

泪流满面

哦 母亲

我至亲至爱的母亲

当萧瑟的秋风吹瘦您

孤独而孱弱的枝干

那片片飘飞的黄叶

可是您

又一次无悔而永远的奉献

母亲的缝纫机

母亲从民间古老的烛光中走出来

不再用颤抖的手

缝补儿女们衣衫褴褛的童年

母亲坐在阳光下

满脸慈祥的笑

劳动是母亲永恒的动作

嗒嗒嗒嗒'(

一条条思念的线出发了

母亲仔细辨认每一个路口

无论天涯海角

母亲的思念总能曲曲折折地

抵达儿女的梦中

如今

儿女们已经很少再穿

母亲缝补的衣服了

但母亲依然在缝补

缝补尚有漏洞的生活

缝补儿女们美好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