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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岁月

40 年 前 是 我 的 童 年 袁
那时候袁家家户户的日子过得都
差不多袁那就是穷遥 村里的男女
老少袁只要有劳动能力袁都在生
产队干活袁挣工分袁吃大锅饭遥可
是不知为什么袁无论怎样努力劳
作袁日子还是过得紧巴巴的遥

也许是因为父亲在县食品
公司工作的缘故袁我家的情况稍
微宽裕些遥 于是袁在我童年的记
忆里袁 总有一些温暖的画面袁与
我的父母有关遥

麦子熟了袁父亲把黄澄澄的

麦子拉到磨坊里袁磨成雪白的面
粉袁还带着温热袁母亲已经装了
一口袋袁 让我送到邻居大娘家遥
大娘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村妇女袁
丈夫考上大学就跟她离了婚袁她
带着两个儿子艰难度日遥

在我家屋后袁有一座破落的
小院子袁住着一位老奶奶袁老奶
奶的丈夫早年去世袁留下三个儿
子袁日子过得很艰难遥 父亲常把
种在房前屋后的瓜果蔬菜摘下
来袁装上一竹篮袁让我送到老奶
奶家遥偶尔煮了鱼汤尧肉汤袁母亲

总是先盛上一大碗袁让我送到老
奶奶家遥

村里人干农活大都用平板
车袁 橡胶轮胎常常需要打气袁但
村里的打气筒太少袁父亲就从县
城里买了个打气筒袁用铁链子拴
在门外大树下袁 谁家需要打气
了袁就来到大树下遥 一个气筒用
坏了袁父亲再买一个遥后来袁大树
下多了一些石桌石凳袁成了村里
人饭后闲谈的地方遥

我家在村里第一个买了黑
白电视机袁于是袁无论是夏天还

是冬天的夜晚袁邻居们都喜欢挤
在我家小院里袁 听京剧听黄梅
戏袁看西游记看水浒传噎噎
后来袁村里分田到户袁家家户

户的粮仓越来越满曰后来袁村里有
人做生意了袁 乡亲们的钱包越来
越鼓曰后来袁家家户户盖起了大房
子袁 电视机手表自行车成了家庭
的标配曰再后来袁小汽车进了村袁
瓦房又变成漂亮小楼房遥

和着改革开放的铿锵足音袁
我家和所有人家一样袁生活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遥姐姐在镇上
开了连锁超市曰弟弟开办了家庭
农场尧养猪场和酒厂曰我做了一
名公务员遥 如今袁父母在我们兄
弟姐妹的悉心照料下袁 安度晚
年遥

作为获得中国青年志愿服
务大赛银奖的 野税妈妈关爱冶项

目发起人之一袁我和伙伴们已经
在扶贫帮困的道路上坚持了 14
年遥每当发了奖金尧稿费袁我喜欢
买上一些书籍尧学习用品袁带上
女儿袁来到外来工希望小学遥 每
次过年过节回老家袁我也总会询
问母亲村里谁家有难处袁把慰问
品送上门遥

善爱的力量袁 可以影响袁也
可以传递遥 一次偶然的机会袁我
带童年的女儿到安徽大别山体
验生活袁让她认识了大山里的孩
子遥从此以后袁每隔一段时间袁女
儿就把自己近期读过的书连同
学习用品袁 打包寄给山里的孩
子遥 如今的女儿已近成年袁仍然
牵挂着那些大山里的孩子噎噎

改革开放四十年袁变的是生
活袁不变的是情怀袁是代代相传
的人间善爱遥

我家的善爱传递
文/杜秀玲

岁月流歌

岁月弯曲了脊背
一双拾荒的茧手
撑起天空尧河流尧食粮与信仰
叶芽丰涨
禾木饮雪
疯疯癫癫中步履蹒跚悠长

嘲笑的石块砸在身上

布袋盛不下泪水
你是跌入泥土的枯叶
还是消失山林的隐士
告诉我十几载寻觅你的秘密
跌跌撞撞里再不见你影子
冬日雨水融不化记忆
思念尧 风和藤蔓爬满女儿的
心房

父亲(外一首)
文/王京

二 等 奖 征 文 渊 两 篇 冤

车袁 在乡间的柏油路上不
紧不慢的行驶遥 宽畅的大路甚
是平坦袁这是曾经的羊肠泥路
所不能比的遥 没有车来车往袁
路两旁袁稻浪暗涌袁翻起稻香
阵阵袁顿时淹没了我们遥 看这
水稻喜人的长势袁今年定是好
丰收吧遥

途径一块荒田袁 只有一个
孤独的车站伫立在那里袁背后
映着点点翠绿遥 之前袁这是我
表哥住的房子遥 如今袁表哥一
家住到了镇上袁 在高楼的顶
层袁见日升日落袁静谧而惬意遥
生活各方面都方便许多袁远离
乡下袁虽加入街道喧嚣袁却收
获了便利与舒适袁愈加富足遥

老家的空地铺满豆荚袁在
阳光的拥抱下炸裂袁黄豆一跃
而出见证这世界袁这瞬息万变
的世界遥 爷爷在门前歇息曰阳
光甚是暖人袁金灿灿的铺撒开
来袁在雀跃袁在翻滚袁包裹了
我遥 透过袅袅炊烟袁远处的田
中停着收割机袁庞然大物在工
作后也在酥酥的阳光下打盹遥

野没酱油了袁去买下啊遥冶奶
奶从厨房里伸出头遥 野好遥 冶我
应和遥 带上零钱袁我从田垄上
越过袁 好像追逐风筝的孩子袁
麦田间奔跑遥 不远就是小店遥
野卖馒头浴 卖馒头浴 冶熟悉的叫
卖声在耳边萦绕要要要

小时候跟着爷爷奶奶袁没
什么零食遥 门前的柿子树年年
结果袁是我最大的期盼遥 其他
时候呢袁就等着熟悉的叫卖声
想起了遥 自幼怕狗的我袁大狗
是不敢靠近的袁但小狗就不一

样了袁懵懂无知也知道它不袭
人遥 挑逗自家的狗崽袁抱起袁推
翻袁 再抱起窑窑窑窑窑窑可能太用力
了吧袁小狗叫了起来遥 随之便
是低沉有力的咆哮袁大狗全力
冲出袁 被铁链猛地拽了回去袁
摔在地上发出沉闷的野咚冶袁打
个滚又向我扑来遥

哭袁 早已反应不过来遥 待
小狗崽回到大狗怀下袁卧成一
团袁我方才亮开嗓子遥 奶奶闻
声赶来袁 赶紧将我从地上抱
起袁拍拍我的背袁野孙子乖袁不哭
不哭冶遥 我被泪水呛到袁难以出
声袁指着狗窝大哭遥 至今还记
得吃糖时的甜袁馒头也是别有
得香甜袁 望着仍发抖的小狗袁
不禁涌上那时不懂的情感遥 无
论这世界如何改变袁奶奶对我
的爱袁都融在记忆的糖中了遥
吃糖的那一刻袁我便找到了

我的 野小确幸冶要要要小而确定的
幸福遥 现在袁熟悉的叫卖声在耳
边响起袁以后袁应该也会吧遥这与
时代如何进步无关袁即使是多少
个吾悦袁也不会让它消失遥 社会
给了我们更便利袁但我们仍会保
留下初心袁 保留下当初的美好遥
而在世界的不停改变中袁我们会
让这份美好更加珍贵遥

金坛这个小城啊袁 变得太
快袁快得让我不及去回味遥 不
论是乡间打了野拆冶字的旧屋袁
还是城里拔地而起的新楼袁每
个人都在这徐徐秋风中尧柔柔
暖阳下露出恬静的微笑遥 不管
昨天如何袁 上一分钟如何袁上
一秒如何袁 人民都坚信着袁未
来的金坛要要要将会更美好遥

变
第五中学 八渊6冤班 朱沈昕 指导老师院汤丽英

时光荏苒袁白驹过隙遥 40年
的光阴转瞬即逝袁但老人们总觉
得改革开放的事就像发生在昨
天一样袁记忆犹新遥

小时候袁家里人总对我说他
们那时的陈年往事遥

我的外公是一个贫农袁家里
面穷得叮当响遥他们每天都只能
喝一碗粥袁有时甚至两天才能喝
上一口遥 后来外公上了学袁但经
济压力太大袁没读几年书袁就出
去打工了遥 为了谋生袁外公就去
部队里开卡车遥这一开就开了好
多年遥

1978年袁改革的春风吹遍了
大江南北袁全中国的人都普天同
庆袁喜鹊也不例外袁整天都在树
枝上叫个不停袁一刻也不停遥 这
一天似乎深深地烙印在人们的
心里袁 我的舅舅好像也为了庆
祝袁 迫切地来到了这个世界上袁
又过了几年袁 我妈妈也降生了遥
外婆做起了水果生意袁虽然生活
过的也有点紧凑袁但吃饱穿暖没
有问题了遥

就在改革开放的前几年里袁

我爸和姑姑呱呱坠地遥家人都很
开心袁还办了喜酒袁热闹的就像
过春节一样遥时间就像掌缝中的
水袁不知什么时候它就悄悄流走
了遥 不知为何袁当时儿童的乐趣
竟是到田里玩遥 虽然他们才五
岁袁却不知多少次为了去田里玩
耍而弄坏了多少双草鞋被爷爷
奶奶打了多少次遥为了减轻家里
的负担袁爷爷奶奶每天早上在公
鸡还没醒尧月亮还高挂在天空的
时候就出门袁 晚上在万籁俱寂袁
皓月当空的时候才回来遥爸爸和
姑姑一天都看不见他们遥然而付
出这么大的代价袁换来的却是每
天的几毛钱遥

大概过了十几年袁家里有了
第一台电视机袁 虽然是黑白的袁
不够清晰袁但在那时已经是算很
稀有的了遥所以往往会发生一个
既壮观也很不可思议的场
面要要要几十甚至几百号人一起
在一台电视机前看同一个电视
节目遥

现在袁科技发达了袁国家越
来越富强袁街上尧家里尧酒店里尧

人手一部手机遥汽车再也不像改
革开放前一样是一个罕见品了袁
地下的交通网络四通八达遥人们
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遥
这都是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的
利好遥

渐渐地袁家里人不再锱铢必
较袁本来为了如何吃饱而烦心的
爷爷奶奶袁现在却为了如何减肥
而烦心遥 日子过得有滋有味遥

我认为袁改革开放是中国历
史上最重要尧最伟大也是最具有
纪念意义的一个壮举袁她是所有
中国人心中的丰碑遥 相信袁随着
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袁中国一定
会成为世界第一强国遥

厉害了袁我的国浴

小家变迁见证大国丰碑
岸头实验学校八渊2冤班 潘雨飞 指导老师院周森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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