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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的阳光
!

刘金玲

!!!!!!

家的附近有位流浪街头的老太

太! 作者与上小学四年级的女儿每

每见之略施小善!施些面包"牛奶之

类的食品给她!谁知对方一脸麻木!

毫无人们通常想象中的致谢与感激

之情# 抱着教育并培养爱女爱心的

美好初衷!某日某时!他心血来潮地

特意带女儿去看望那位老太太!就

是这一刹那的爱心施与! 让老太太

眉宇间惊喜地绽放出舒展的阳光!

接下来! 更加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发生了$老太太没去摸那面包!而是

伸出肮脏不堪的手试图去摸女儿的

脸!吓得女儿尖叫着迅速逃脱%%

惊魂未定的女儿跑回家去洗了

手!作者也一样#爱心阳光的温暖感

召下! 饱尝人世冷暖辛酸的流浪老

太太! 瞬间萌发出对于久违亲情的

希冀与渴盼! 她错把女孩儿当成自

己的亲孙女去抚摸# 富有爱心的小

女孩儿和她的父母对此却无法满

足#

这是我在一本书中看到的一则

小故事# 面对衣不蔽体!穷困潦倒!

孤苦无依!居无定所!甚至病痛缠身

的弱势人群! 人们或多或少都愿意

奉献出自己的一片爱心! 但我们必

须承认!奉献爱心的我们!很多时候

都像故事中的作者一样! 只能点到

为止#

正如作者所坦承! 我们的爱心

奉献根本达不到诺贝尔和平奖获得

者特雷莎修女那样的境界! 为无家

可归的穷人奉献出她所能做的一

切#

无独有偶! 我的住处附近也曾

经有过一位流浪的女子# 某日早晨

吃过饭后! 送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儿

子上学! 刚一出门迎面便碰上那女

子#她言说只要给她六十块钱!就可

以帮助她回家#当时的我愕然之余!

并未能满足她的要求! 只是在犹豫

片刻之后拿出一张十元的人民币给

她#看到她接钱在手的那一刻!脸上

流露出似傻非傻的笑容! 我和儿子

真有一种&帮助别人!快乐自己'的

愉悦心情溢满心头(

此后的日子里! 有时会在某处

不经意地看到她从垃圾中捡拾食物

来充饥!心里面总感觉很不是滋味(

偶尔也给她一些馒头"水果或蛋糕!

希望能稍许减轻她的饥饿( 说来惭

愧!这样的帮助!对她来说!实在是

杯水车薪!微薄得可怜(

又一日! 见她在所居住的居民

楼前蹲守! 就好言劝说儿子送些食

物给她(不大一会儿!儿子回来说人

家不要( 时至冬日!天气日渐寒冷!

我到底有些坐不住! 随手拿起一件

不穿的旧棉衣! 跑下楼去准备送给

她抵御风寒(棉衣虽已有些过时!保

暖性尚好! 而且已经洗涤干净!结

果!她依然回答说不要(

再后来!我就很少再见到她了(

然而! 这个冬天! 因为有了她的存

在!我时常感到天气特别地寒冷(

想起前不久在)环球时报*上读

到的一篇文章( 文章中所讲的也是

一位老太太!赤贫+光脚!只不过故

事的发生地是在公交车上( 面对这

么一位光着脚的老太太! 车上的乘

客表现各异$有视而不见"漠不关心

的!有避之如虎"嫌恶躲闪的!也有

高谈阔论"针砭时弊的!更有仗义疏

财"乐善好施的( 在场众人中!只有

一位男青年!看到老太太的光脚!毫

不犹豫地当即脱下用自己辛苦打工

积攒下的钱买来的价格不菲的新鞋

子!弯腰给老太太穿到脚上!待车到

站后!潇洒地扬长而去(满车人望着

男青年离去的背影! 都用近乎崇拜

的眼神交口称赞他是&天使'(

&妈妈!我看清楚了!他原来是

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啊( '这时!一

个孩童清脆的声音在车厢响起(

我们都是普通人! 虽然有时候

也真心地信奉并以实际行动切身实

践着&赠人玫瑰!手留余香'!&日行

一善!慧悦一生'的人生格言!但我

们所能做的终究十分有限( 即便如

此! 对那些暂时沐浴不到阳光温暖

的弱势人群! 在同情的基础上! 我

们也可以是一抹免费的爱心阳光!

抹去冷漠" 麻木和自私! 做一些力

所能及的好事! 尽自己的能力去帮

助" 关心" 爱护他人且不图回报(

同时!我们还要学会仰望!仰望那些

我们办不到的事和比我们做得更好

的人(

写到这里!我很高兴地看到!在

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上! 还有很多

饱含爱心的团体和人们! 在默默地

付出! 无私地奉献着他们的爱心(

而我所在的单位! 也开始成立属于

我们自己的志愿者服务大队! 用一

个书包" 一双鞋子" 一副手套和一

些慰问金的温暖! 开始自己的爱心

行动%%

童年的小人书
!

张伟俊

!!!!!!

收藏连环画,俗称小人书-已经

有不知多少个年头了! 至今已有万

余册在我的不到十平方米的小书屋

里开架摆放! 我把这个小空间称作

&连环天地'! 它承载着我许多儿时

的欢乐(

看过的第一本书是 )杏花塘

边* 还是 )青年近卫军*! 无论如

何是分不清的了( 第一回在村里小

卖部的货架上看到红红绿绿的小人

书时! 不过三四岁吧! 我至今惊讶

自己怎么就记得如此清晰! 甚至连

卖货的张顺用鸡毛掸子拂拭货架尘

土的情形都历历在目( 张顺带着热

诚的笑容将手臂熟练地挥上挥下!

动作的优雅总让我感觉他是在拂拭

岁月(

独自拥有的第一本小人书是河

北版的)入关之前*(过年了!和比我

大一岁的小舅相会于姥姥家! 大舅

允诺给我们俩一人买一本小人书!

挑来拣去!居然选了同一本(这让已

经上高小的老舅很是不屑! 一个劲

儿地埋怨我们的愚笨! 我们俩却置

若罔闻! 想的只是对方拥有的自己

也一定要拥有(

很羡慕邻家的立冬! 他居然拥

有满满一大箱小人书( )山乡巨变*"

)桐柏英雄*")大刀记*")敌后武工

队*居然都是成套的!这让他在同伴

面前总是昂首挺胸( 我几次三番软

磨硬泡想借回家看!他都坚决不允!

直到我用一把弹弓相诱才得偿所

愿( 那天!我们都带着各自的满足!

一脸灿烂(

后院的爱民也爱看小人书!三

十几岁的人居然读得如醉如痴( 由

于近视! 他常常把头埋在书里长时

间不抬起来!被我戏称&钻进去了'(

他有一本电影版的 )铁道游击队*!

我不知耍了什么花招给赖过来据为

己有!他于是就到我家来看!隔三差

五来看!实在小气(

最幸福的时刻当属过年得了压

岁钱后和小舅一起去镇上最大的供

销社! 我们俩小跑着从北门或西门

进去! 向着东南角的柜台飞奔! 好

长的一段路呢( 那边玻璃柜台里整

齐地摆放着五颜六色的小人书! 我

俩踮起脚尽力撑着双肘! 眼花缭乱

地挑选! 手里的纸币汗津津的%%

比较喜欢的是 )岳传*")杨家

将*")西游记*")三国演义*!自习课

时! 几个人用薄的白纸蒙上一页认

真地描画!居然也能有模有样(有一

位爱穿绿装姓李的同学!画得最好!

关羽和他的赤兔马青龙刀在纸上活

了似的!我们都自叹不如(

真正感动心灵的是 &高尔基三

部曲'...)童年*+)在人间*和)我

的大学*( 高尔基传奇而苦难的经

历! 是那样深刻地走进过我幼小的

心!我那样熟悉他的一切!和他一起

忧伤一起快乐! 依稀觉得他就是身

边的一个小伙伴( 书中外祖母的慈

爱与伟大常常让我想起自己的姥

姥(

有多次在课上看小人书的经

历! 一是耐不住诱惑! 二是书源紧

俏!好多人都排队等候!下课根本轮

不过来!只好冒险搞&地下工作'(被

老师没收过三四次! 胆战心惊地去

讨要!老师居然不太严厉!告诫下次

不能在课上看!然后淡淡说一声&明

天再来要'( 原来老师也要先睹为

快(那一刻!老师的面庞在我的眼里

突然生动起来(

常在墙角或者树阴下看书!几

个人读一本(一个坐在地上!其余几

个或旁或后!或蹲或站!皆鸭子似探

着脖儿(嫌翻书的动作慢了!忍不住

要抢着翻!就被谁打一下手背儿!也

不恼!过一会儿又翻(

镇上的文化馆绝少开放的!只

在那儿看过一回书!二分钱一本儿(

里面人头攒动! 都是年龄相仿的孩

子!坐在长凳上看得如醉如痴!不时

趁管理员不注意偷着私下交换一本

儿!屋里飘荡着快活的空气( 那天!

我一直看到肚子咕咕乱叫! 才一步

三回头地离去(

%%

啊!小人书/

真的! 我至今都不习惯 &连环

画'的称谓!我多叫它&小人书'( 我

知道!它已经流淌进我的血液!融化

在我的呼吸里! 根植在我内心最柔

软的角落(

它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已是一

部分的我(

亏与不亏
!

曹新旺

!!!!!!

本人抽烟不会! 喝酒不咋的!

扑克不会打! 麻将弄不懂! 胡吃海

喝肠胃又受不了! 胃药和着水! 水

和着胃药整天往肚里咽! 所以! 对

酒这个越喝越年轻的 &粮食精 '!

我着实不 &感冒'( 在一次朋友聚

会时! 我因不喝酒! 不抽烟! 一位

战友说$ &老战友! 你不抽烟! 不

喝酒! 不玩扑克! 不赌博%%你真

不是个男人 / ' 我笑呵呵地说 $

&谁说的0 正品原装的男人! 假一

赔十 / 不信%%' 哥们儿哄堂大

笑(

就因为这一 &缺点 '! 战友 +

朋友的聚会特别是喝酒的场儿! 我

能不参加就不参加! 实在躲不过的

就尽量不喝或少喝! 战友+ 朋友对

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 &男人的

1五毒2 你一毒也不一毒! 你这辈

子算白活了# 你不觉得亏吗0'

每每有满嘴油光!打着饱嗝!走

路&三条腿'的战友对我这么说时!

我的确觉得这声音咋就这么刺耳#

虽然有人说!忠言逆耳利于行!我总

觉得这句话不怎么地道/照这么说!

&五毒俱全'的是男人!一毒也没有

的就不是男人0 吃香喝辣开好车的

是男人! 粗茶淡饭骑自行车就不是

男人0 这显然是极其荒谬的#

可偏偏就有人对这 &五毒' 男

人感兴趣# 我有一位朋友! 从做泥

瓦匠开始一步步走到了房地产开发

商的位置# 这哥们儿开始时能够吃

苦耐劳! 艰苦朴素! 可有钱后性情

大变! 讲吃+ 讲喝+ 讲排场+ 摆阔

气! 住的是 &奢华' 别墅! 开的是

&顶级 ' 版宝马 ! 拉的是 &漂亮 '

小秘! 吃的是 &奢华' 式大餐! 做

尽了男人事! 玩尽了男人活# &哥

们儿男人不0' 这是他经常挂在嘴

边的一句话# 也有朋友真的很羡慕

这哥们儿的那种 &男人'! 但这哥

们儿那种所谓 &男人' 的生活已到

了糜烂的程度# 他的观点$ 钱是自

己挣的! 有钱不享受! 要钱干啥0

有钱不享受那不是亏待自己了吗/

乍一听! 的确有道理! 无可厚非!

但什么事得有个度! 物极必反! 过

了度事情就会朝着相反的方向发

展# 结果! 这位朋友为追求所谓的

&真男人' 而染上毒瘾! 最终! 花

光了钱财! 搭上了性命! 老婆改了

嫁! 孩子改了姓# 你说这伙计亏还

是不亏0/

本人虽然抽烟不会 ! 喝酒不

行! 打牌不中! 被战友戏称为 &五

毒中一毒也不一毒'! 但本人有一

样的确中 &毒' 很深! 而且不能自

拔! 那就是读书# 我辗转三个省!

搬家四五次! 家具一件没有带着!

而所读的书却一本也舍不得丢# 读

书使我受益不小!收获颇丰#我先后

有几百篇文章发表! 在部队立了功

受了奖!还从战士直接被提为干部#

如今!虽然家中钱少!自我感觉幸福

良好3住房虽小!不蜗居就得了3车

子不好!低碳环保3事业小成!不亏

赚了/

所以! 人生在世! 各有各的舞

台! 各有各和活法# 别人穿在身上

的衣服漂亮!你穿上未必好看!看别

人做生意发财! 你一出手也许就赔

个精光! 适合他人的也未必就对你

合适! 逢事不必过于强求! 亏与不

亏!只是自我感觉而已!未必是你生

活的真实#虽说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追求所谓的亏与不亏也无可厚非!

但有一点! 是一个真男人所应该遵

循的!那就是遵守法纪底线!维护道

德防线!守好自己的良知#人如果不

计后果!甚至冲破这三道底线!忘乎

所以地去做什么所谓的 &真男人'!

那等待你的不是什么亏与不亏的问

题 ! 而是让你亏得血本无归的问

题/

淮阳陈楚古街!五首"

!

薛顺名

一
雕梁画栋雾云中! 汉瓦秦砖现古城"

坐品龙湖千亩韵! 乐享陈楚万年风"

二
红楼绿柳映波光! 天外弦歌音绕梁"

云梦泽边寻故地! 宛丘墟上绘华章"

三
十里蒲风摇画舫! 陈酿半启满湖香"

一帘蜃影撩人醉! 错把龙都当汴梁"

四
波起陈湖楚韵悠! 诗朋星夜放轻舟"

芳茗醉客风盈岸! 碧水宜人月上楼"

五
淮水汤汤赋雅风! 仙阁楚楚舞升平"

思贤把盏东湖畔! 泼墨行吟鹭影中"

像鸟一样掠过田野!外一首"

!

徐桂荣

!!!!!!

赶在冬至之前! 大雪之前

再来逡巡一遍这片田野

这片无边无际# 绵延不绝的

苍凉与开阔

是你此时富有的帝国

你看 ! 冬小麦正掏出体内油油

的绿

涂在一畦一畦的土壤上

风跑来! 将其拔节的秘密

翻出声响

树木落尽了叶子

腾出枝条! 等待着雪来

阡陌纵横! 交错

每一条! 都没有起点

又都是起点

没有终点! 又尽是终点

将你的踪迹! 以及这个下午

圈成方形

另一些更小的鸟

用翅膀! 将天空抬得很高

太阳就在那里挂着

在那些小翅膀软羽毛上面

太阳老了! 眼神日益慈祥

温暖! 柔和

它们都是你的兄弟! 亲人

在你到来之前

或离去之后

一直尽职尽责# 精心周到地

看护着这自然之大美

你们共同的家园

麻雀们一定冷了
它们不再一只一只地飞

不再三只五只地

在草坪上蹦跳! 嬉戏

而是结成群! 结成很大的群

翅膀搭着翅膀! 一起飞

麻雀们一定冷了

它们依旧只有几片羽毛可以穿

戴

那么小! 那么薄

挡风的树叶纷纷落尽

遗弃了它们

只能这样翅膀搭着翅膀

坚持着飞" 飞成一大片

唧唧喳喳的碎棉絮! 碎云彩

来抵御这个飘摇的黄昏

和即将涌来的更冷的夜色

它们一定很冷很冷

比我还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