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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红

俄国诗人巴尔蒙特曾经说：“为

了看看太阳，我来到世上。”

此刻，身患重疾的我，躺在病榻

前，初夏的太阳，从 28 层的高楼射

进了我的卧房。阳光暖暖的，书桌

上的浮尘在阳光的投影下变成一道

光芒四射的万花筒。一种渴望阅读

的欲望涌上心头，普鲁斯特认为阅

读是一种升华，有助于重建一个

人！我很赞同他的阅读的观点。

于是，我缓缓地起身，扶着拐杖

走出家门，只见社区门口又摆起了

一个长长的书摊，这些书大部分是

本市著名作家联名捐赠的，有他们

自己出版的作品，也有中外名著，从

古典文学到现代诗歌，种类繁多，它

们都被分门别类，整齐划一地摆放

在铺着红色绒布的长条桌上，一眼

望去，厚重且典雅。这对于喜爱读

书却不能行走的我来说，的确是一

个好的去处。

自从社区设置了这个书摊以

来，我几乎每周都要光顾一次。其

一，是好多书是我比较感兴趣的。

其二，是这些书是凭卡免费借阅

的。每次只能借三本，可是每翻开

一本书都会爱不释手，恨不得都借

了回来。最终也是缘于对作者的热

爱，选了龙应台的《天长地久：给美

君的信》《目送》《亲爱的安德烈》三

本书而后，欣然离开。

自从女儿去了南方城市，家里

一下子显得空荡荡的，一种孤独感

油然而生，是枕边的书籍如恋人一

样伴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

夜。如今，床头又添了这几本新书，

着实令我欣慰。

龙应台是我最喜欢的一位作

家，她于 1982获得美国堪萨斯州立

大学英美文学博士学位，堪称文坛

奇才。我早年读过她的《龙应台评

小说》及《野火集》，记得当时震动整

个文坛，曾一度被余光中称为是“龙

卷风”。林青霞称，龙应台是一个即

懂得工作而又会生活的女人。我读

了她的《天长地久：给美君的信》《目

送》《亲爱的安德烈》三本书后，深以

为然。

她是一个有个性，有胆识，重感

情的中国文人，她不拘小节，思想独

立。《天长地久：给美君的信》《目送》

《亲爱的安德烈》字里行间无不透露着

作者的真实情感，读来让人为之动容。

《目送》一书一共有 60 多篇文

章，篇篇精彩，字字感人。她写父亲

的过世、写母亲的衰老和失智、写对

父母的关照和体恤。还写对孩子的

不舍，对朋友的挂念，以及自我的懦

弱和失败。写她放下一切，回到农

村边照看母亲边静心写作，于是成

就了《目送》这本书。

《目送》里最经典的一段是：“我

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

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

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

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

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

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

必追。”读后，不禁使我潸然泪下。

作为一个母亲，我切身体会到，

自从女儿长大后走出家门的那天，

她只留给我一个依稀可见的背影。

作为女儿，我的母亲又何尝不是看

着我的背影暗自神伤呢？父母是我

们生命的源头。父母在，人生便有

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娘亲

还在，唯有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她在《天长地久：给美君的信》

一书里写道：人生里有些事情，不能

蹉跎，你一定会明白，有些事你不经

历，也许真的不懂！她用自己的亲

身经历告诉读者大众，要经受住苦

难，有尊严地活着。要珍惜活着的

每一天，珍惜身边所有的人。她还

说，人活一世，不但要懂得感恩，还

要懂得及时报恩。

龙应台还采取书信的方式与自

己的孩子进行心灵的冲撞和情感的

对白，她用了三年时间跟儿子互通

35封信。《亲爱的安德烈》一书就是

他们母子俩的通信集结，是一本不可

多得的现代家庭教育教科书。这 35
封书信，感动了无数个被“亲子”之间

的隔阂与冲突深深困扰着的家长和

子女，同时也感动了我。

每当我面临困惑时，我就会随

手翻开书，从《亲爱的安德烈》中获

得启发和灵感，并提笔给远在千里

之外的女儿写封信。

书信往来已经成了我和女儿之

间交流的感情纽带。我越发喜爱龙

应台的文字，她的文字入眼，入心，

或 柔 软 ，或 坚 毅 ，或 炽 热 ，或 温

婉……她的文字早已深入我的骨

髓，哪怕再优秀的作品，也无法替代

它的美好。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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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鸿洋）近日，

“最美读书声”南阳站海选在市新

华书店成功举办。来自我市各县

区的 200 余名选手为各界读者带

来了一场精彩的美文诵读盛宴。

“最美读书声”年度诵读大会

南阳站海选是由河南省新闻出版

局、省文联、省作家协会、中原出版

传媒集团指导，河南省新华书店发

行集团主办，南阳市新华书店组织

承办的全民阅读大型公益推广活

动，这是对全市各地“最美读书声”

诵读成果的集中检阅，也是对本地

全民阅读活动的引领和推动。

赛场上，选手们的诵读声或稚

嫩，或铿锵，或抑扬顿挫，或气势如

虹，令现场观众为之动情。最后，

通过激烈角逐和才艺比拼，一批优

秀选手脱颖而出，突出重围成功晋

级全省总决赛。5

诵读国学经典 弘扬优秀文化

□路 喆

父亲一生事从教育工作，当

了一辈子中小学校长，足迹遍及

新野县老东岗。父亲退休时按

照上级党组织的决定又在我们

村做了几年“代理党支部书记”，

直到把一个党的基层组织领上

正常发展道路。父亲完成任务

后再次“退休”，开始喂牛种地，

放下“教鞭”当起“掌鞭”，以花甲

之躯，再次耕耘在老东岗广袤的

土地上。

父亲对我一向严格，甚至苛

刻！几岁时因偷吃了货郎的糖，

被父亲暴打！但也让我懂得做

人的道理。求学路上，父亲一向

坚持“严师出高徒”的理念，对我

一直“戒尺高悬”。尤其是父亲

退休以后，从“校长”成了“家

长”，闲暇时间多了，“整治”我就

成了他老人家的日常工作。

记得在母亲生病后的那些

年里，父亲母亲干不动农活了，

便每年轮流到我们姊妹几个家

里住以享天伦之乐。二老相互

关爱、相互照顾，过了几年相对

清闲舒心和幸福的日子。母亲

去世后，父亲健康状况频频告

急。到第三次脑梗发作时，父亲

身体右半部偏瘫，伴随着失语和

大小便失禁，一向强大的父亲竟

也如此脆弱不堪！

父亲真的老了！脸上皱纹

堆垒，头发花白稀疏，“老头

衫”松松垮垮的，背也有点驼

了，看起来已经如此渺小。每

天坐在那里看着门外发呆，不

知道想些什么。从事了一辈子

教育的那个风风火火的父亲，

如今不能讲话，这种痛苦真的

难以想象！有次洗澡时父亲坐

在椅子上蜷缩成一个小团，紧

靠住我的腿，皮肤松弛，毫无

生气。我一边给他搓洗一边掉

眼泪。

那一年，父亲发病，我是

出差三天后才赶到大哥家。刚

刚还安静的父亲，见到我立刻

反应非常强烈！嘴里发出呜呜

呜呜的声音，身体不停地颤抖

着，经过一阵紧张地抢救，父

亲仿佛长叹一声，安静下来，

再也没有了声息。多年以来，

我时不时再想起父亲最后这次

犯病时见到我时的那一幕，是

久别重逢的激动？是对我晚归

迟到的埋怨？还是对我一个人

去在外漂泊的放心不下？也

许，都有吧。6

□黄龙江

村里的老人们常说，候鸟都

是逝去先辈的灵魂变幻成的，他

们不愿意离开生养的故土，化作

鸟雀为村落祈福和歌唱。

在我的老家，旧式的房舍一

般是瓦房，房顶脊檩处有一处姜

子牙神位，常被燕子选来搭窝。

记得小时候老家的厅堂中间还

有一处燕子窝，为了防止燕子携

带的泥块和幼雏跌落，母亲便在

其下面吊起一块麻秆编的席

子。每当春来时，家里就开始活

跃起来，燕子穿梭在家与郊野的

旷地里，春就在燕子的飞翔中拉

来帷幕。

还有一种“豌豆多多”的鸟，

在麦收时节经常盘旋在天宇，用

动人的歌喉唱着季节轮回与变

幻。另一种叫“吃杯茶”这种鸟

为了保护自己的鸟蛋或者幼雏

敢于盘旋在逮鸟人的头顶，用尖

尖的翅膀打人；还有一种狡猾的

鸟叫鹞子鹰的，体型不大，常常

把自己的卵混在麻雀或者其他

体型相近的鸟巢里让别的鸟帮

他们孵卵和哺育幼雏。

“黄鸹绿，绿绿黄，接了老婆

忘了娘！”这是村里老一辈挂在

嘴边的话，就是说这种鸟一旦离

开父母的养育后，便不再回到父

母身边了，引申到有些孩子结婚

后对父母的疏远与不能尽孝的

奉劝与调侃。

最常见的还要数麻雀，叽叽

喳喳的，集聚在村落里的树上，

屋檐下，或者草垛里。小麻雀最

喜欢在人家屋檐下的墙缝里，椽

子底下，以及院子的果木树上搭

窝，每当雏鸟破壳而出时，到处

都是欢快的鸟叫声，兴高采烈的

鸟爸妈四处奔波，为雏鸟捉来虫

子和蚱蜢，雏鸟们伸长脖颈乞食

的样子萌极了。

乡村的时间是按照庄稼的

播种，收割和新一轮更替慢慢转

悠的，就像静静的沙漏，日出而

作，日息而歇。除了厚重的大地

就是飞翔天际的鸟雀，他们仿佛

就是村落的精灵，没有他们会是

多么的寂寞与单调。

鸟因为在乡村而有了灵光，

村落因为有鸟而更像落叶归根

的家园…… ⑮6

□曹吉祥

进入 6月，农民们收了小麦，种上玉

米、花生、高粱、大豆后，这些作物在阳

光雨露的滋润下，茁壮成长。记得上周

在输油站旁田野路边散步时，田野里的

玉米、大豆、花生都是刚刚出土的幼

苗。而昨天又到田边散步，玉米已长的

超过了腰部，有的已经吐穗长苞，孕育

果子了；花生苗也已经铺满了大地，根

部也都开出了层层黄花；西瓜成片的躺

在地上，果园里飘出了阵阵果香，一派

生机勃勃的景象。

路过田间的路边，我看到一位赶着

20多头山羊的老农，便上前与他搭讪：

“大叔，地里的庄稼长得真好啊，今年秋

天肯定又是一个好收成吧。”放羊的大

叔笑了笑，顺手把嘴里的旱烟袋拿下，

乐呵呵地说：“最近半月风调雨顺，地里

底肥足，墒情好，阳光也充足，气温高，

这庄稼一天一个样，只要雨水跟得上，

不发生涝灾，一个多月后就可以见果

啦。还得感谢党的政策好，现在种地不

但不交公粮，还享受政府补贴，农民科

学种植的积极性高啊！”

“是啊，您这也是致富有方啊，您这

一群山羊到年底也能卖不少钱吧？”我

看着一旁悠闲吃草的羊群问。“不瞒你

说，到年底一只羊卖个千把块钱不成问

题。说不上致富，起码手里有钱花。”老

农说完，抿着嘴又笑了。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十

里荷塘，十里果香，禾苗在农民们的汗

水 里 抽 穗 ，牛 羊 在 牧 人 的 笛 声 中 成

长……”回输油站的路上，望着绿油油

的农田，耳边仿佛传来那首《希望的田

野》。⑮6

栀子忧思
□齐川红

初夏的石榴花和栀子花，一种鲜

红，一种雪白，我都喜欢。对门合勤二

叔家院里种有一棵栀子树，当夏天来

临，麦黄时节，雪白的栀子花在枝头顶

端慢慢展开花蕾，散发出浓郁的芬芳。

早些年代，姑娘媳妇们没有什么

修饰打扮，都喜欢在发间插两朵栀子

花。雪白乌发共映衬，淳朴清雅俱展

现，使得农村的姑娘媳妇愈加漂亮妩

媚。现在虽然很少戴了，但室内放几

朵泡在清水里，可以几天不干枯，整个

房间都弥漫在天然浓浓的香气中，胜

过那些昂贵的香水。闻着栀子花香我

来到二叔家。“二叔，我摘几朵。”“摘你

摘。”二叔头也不抬随口回应。

我和二叔是忘年交，做邻居三十多

年了，人们常说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

如对门，我们两家彼此以诚相待，互相

帮扶，相处和睦。二叔性格柔和，我呢，

懒于世事，安于宁静。所以每次回老

家，总是很自然地到他那儿坐坐。二叔

身体一向不好，两手抖动多年，干不了

重活，下不了大力。女儿打工嫁到外

地，不易见到，忧思难忘，常常想起。也

曾为儿子近三十迟迟未能结婚而忧心

忡忡。后来我给他介绍的儿媳无论品

貌各方面都称心如意，也被周围交口称

赞；儿子又在市里买了房子，只希望从

此安安稳稳过平静舒心的日子，谁知二

叔却突然得病不能言语卧床如植物

人。去看他，心里明白，就是说不出话，

“啊”一声就哭，流泪不止，几个月后终

于离去。

如今我再回老家看望父母，见到

他家楼门紧闭，总是怅然若失。父母

在，家就在，亲不在，成旧居，自他去世

后他儿子也很少回来。正值栀子花开

放，院空花寂寞，不见旧主人。透过墙

头，一些花已枯黄。6

父亲

本报讯 （通讯员贾 景 邢海
英）日前，南阳师范学院团委组织

师生赴社旗县李店镇常庄村小学

开展“大手牵小手，志愿伴成长”志

愿服务活动，现场为常庄小学孩子

们捐赠爱心图书 500册，帮助农村

小学构建书香校园，打造阅读文化。

活动中，来自南阳师院的 23

名大学生志愿者们冒着高温，带着

热情，带着爱心走上讲台，为孩子

们上了一节生动有趣环保公开

课、绘画课和机器人展示活动，向

渴望成长的乡村小学孩子们传递

知识的希望，志愿者们精湛的专

业知识和技能赢得了全校师生的

阵阵掌声。5

捐赠爱心图书 构建书香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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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美……

褪色
□宋天骄

想起一篇童话故事。

火公主和海王子相爱了，因水火不

容，两人不能厮守。后在某高品秩的神

灵，也可能是一好心媒介的帮助点化

下----毕竟是多年前读的书，记不真切

了----公主减了几份火性，王子去了几

份水性，两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记得童话刊发在一本杂志的封二

封三上，彩印。到最后一幅画面，有情

人深情相拥时，火公主的头发已不复火

红，海王子的眼睛也不再湛蓝。那种妥

协下的幸福，即便知道应该替他们高

兴，幼小的心还是有些难过。与众不同

的真实。所以至今还隐约记得吧。

人们会质疑其他公主和王子的幸

福结局，应该少有人会怀疑这两位，毕

竟在相守前已定向明确地各自收敛了

棱角。许多人就没这么幸运，多在相处

时才开始磨合，跌跌撞撞、七损八伤还

未必能和谐共处的多的是。

有次和朋友聊起童话，她说，如果

她做这部童话剧，肯定会把精力放在两

人相爱相望不能相守的那一刻：海王子

化身雨滴飘过窗前，屋内有熊熊燃烧的

壁炉，火公主立在炉火中痴望窗外，这

一场景想想都感人。深以为然。虽然

童话最后一幅图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但

不可否认，少年恋人，个性鲜明，激发出

来情节肯定鲜辣好看。

又有些日子过去，依旧是这个观

点。冲突在哪里，艺术就该在哪个地方

用力。然而，生活是不同的，年纪渐长，

渐知道妥协的难得和安宁的不易。像

最终在一起海与火，有时光的影子，虽

不复当初的鲜艳妩媚，却温和、软熟，是

另一种美。⑮6

父母在家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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