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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已经
跨入 2023 年。新年新起点，别有一
番滋味在心头。对于人到中年的我
来说，那些少年往事还历历在目。

六十年代初，我刚五、六岁，
总喜欢跟着母亲去串门，走婶婶家，
串奶奶家。婶婶、奶奶每次都会笑
着给我母亲打招呼：" 又带着小尾巴
来了？" 我有点胆怯，就扯紧母亲的
衣角，或躲在母亲的身后。大人见
状急忙哄我开心，忙着找玩具，拿
零食，还要夸奖我两句。功夫不大，
我就消除了拘谨，在屋子里和别的
小孩跑着玩。至今想来，那场景还
特别温馨。

七岁开始上学，先上跟读班。
学校不发书，读得书都是家长跟上
年级学生借的。除了借书，还要准
备一块巴掌大的带木框的小石板和
几根石笔，几个孩子搬着小板凳，
或同坐在一长条木板上，听老师讲
课。没有桌子，只能把石板放在腿
上歪歪扭扭地写字。夏天，教室闷
热异常，老师就会提着一块小木黑
板，领着我们到学校附近找阴凉的
地方上课。那时，条件非常艰苦，
但时间一长，也就习惯了。

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有了算
术和语文课本了。小板凳换成了高

凳子，课桌学生家长自备，高低不
一，长短各异。家里给买两大张白
纸，割成 32 开大小，用针线扎眼缝
住，就是小学生最喜欢的作业本了。
大人给买根铅笔和橡皮，书包一装
我就高高兴兴上学去了。上学放学，
根本不用父母接送。学校有一口大
铁钟，敲一下稍停，再敲一下，慢
慢敲四、五下是预备钟。我们正在
路上走，听到预备钟响，知道过十
五分钟就要上课了，就会加快脚步
往学校跑，免得误课让老师罚站。

年轮不停地转动，我们都已成
家立业，学生时代虽然离我们越来
越远，但刻在心灵深处的记忆却难
以忘怀。就像放电影一样，在梦中
常常浮现上学时的情景。慢悠悠的
预备钟，急促的 " 当、当 " 连续敲
两下的上课钟，以及连敲三下的下
课钟，陪伴着我整个的小学、中学
时代。上课、下课，上学、下学，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年龄渐渐大
了，年级高了，知识丰富了，眼界
也宽了。我们在成长，在学习中获
得快乐。那时，我的理想是成为一
个作家，把写的字也印到书上。

如今，为生活奔波的脚步撇下
一路烟尘，那些学过的课本在艰辛
的忙碌中丢得无影无踪，但书本里

的故事早已变成了灵魂的瑰宝，许
多英雄人物，如刘胡兰、董存瑞、
黄继光、邱少云、狼牙山五壮土，
每次想起就心情激昂，热血澎湃。
《卖炭翁》、 《农夫和蛇》 《愚公移
山》，以及高尔基的 《海燕》、安徒
生的 《卖火柴的小女孩》 也使人思
考和感悟。这些精神财富让人倍感
珍惜，让我在农忙之余还保留阅读
和写作的爱好，以便在庸常的生活
中还保留一块高导的净土。

很多时候，我们为生计奔忙，
忙的没有欢喜和忧伤，忙的没有时
间痛哭一场。那些远方，那些梦想，
那些宏大的事物和崇高的激情都丧
失掉了。其实，哪怕只有短暂的安
静时光，也应该对过去来一个总结
和回顾，对未来有一个希望和期待，
哪怕远景和目标难以实现，又有什
么关系呢？老夫聊发少年狂，就当
我们还是那个积极求学的少年，去
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活在当下，善
于思考，勇于作为，不辜负所爱和
爱我的人，不辜负每一道年轮赋予
的美好，这才是生活的意义所在吧？

新年伊始，心情也像桃花绽放。
让我们心怀憧憬，向着自己的梦想
努力吧。

站在新起点上
郭振河

“同志们、朋友们，今天是五
一国际劳动节。在今天，陈安乡的
磁铁选矿厂，要在午时举行开工典
礼了这是第一喜。今天我向大家宣
布，陈安乡乡长赵海生同志已被批
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党组织了这是第
二喜。赵海生同志在担任乡长职务
的同时，兼职陈安乡广播站总编辑
工作，舞台上的新娘子陈秀梅同志
被录用为县广播局担任记者采访工
作这是第三个喜事。" 舞台下的人
们听完宣布后有鼓掌的、有小声议
论的。海生的父母和秀梅的父母更
是乐的两只眼都迷成了两条缝。这
四位老人虽说没坐在一块，但八只
手都在不停地指指点点活动着。张
县长停了一下继续说到:“在今天
这个三喜的日子里，我向大家宣布
赵海生、陈秀梅、陈桂兰等十二位
青年参加的集体婚礼正始开始，从
今以后，他们再也不是快乐的单身
汉了......。”县长说完，王桂菊代
表婚姻介绍所也讲了话，随后宣布
给新郎新娘戴实行晚婚光荣花。于
是十二个十四五岁的姑娘手拿精制
大红花，上台给这六对青年男女挂
戴在胸前。

海生的父亲赵庆国老汉在人们
的说笑声中，小声地问老伴;" 海生
他娘、到底那个是秀梅呀。" 海生
母亲这才想起老头子还没有见过秀

梅，便小声说:" 挨着海生那个。
"

“是海生左边那个还是右边那
个?”

海生母亲急了，斜着眼说:
“什么左边右边，海生东边那个。”

“啊、东边那个是，嗨、还是
我想到哪落到哪。”赵庆国正在细
细地看秀梅时，秀梅也正好向这边
看，他认为她在看他，也就不好意
思再看了。他便用右手捅了捅身边
的老伴说:“海生他娘、我去年就
见过咱秀梅？”

“啥时侯?”
“去年腊月二十五，我来城里

赶集时见过，那时我心里还想，她
要是能嫁给咱海生....。”

老伴打断他的话说：“别说
啦，随后用右手往自己左边一指小
声说:" 秀梅的爹娘在那里坐着呢。
" 他向左边一扭头，看见一个和自
己年岁差不多，留着天额上没头发
的小北头，正在抽烟的人。

“下一项，王桂菊继续宣布
说，有赵海生同志代表十二名集体
举行婚礼的同志发言”。一阵掌声
过后，海生不好意思到前面去时,
觉者背后的衣裳有人拽了一下，他
知道是秀梅拽的。张县长见海生不
好意思到前面去讲，就亲自给海生
打手势。他也就不顾秀梅拽不拽便
走到舞台前的桌子后说到:“如果
不是党中央提倡成立婚姻介绍所，
如果不是婚姻介绍所的引线搭桥，
我们这些互不相识的大龄青年，也
就不会在今天五一节的日子里举行
婚礼，我们能有今天这个幸福的日
子，这要感谢党感谢县领导的关
心，感谢今天的社会主义。”海生
说完转身回到了原来的队里。

在海生讲话和归队的时候，赵
庆国一直没有看他，而是专心致志
的看秀梅。他看秀梅穿着大红色大
反领挂子，里面套有－件白底小红
花的衬衣，下身穿着天蓝色的裤
子，比去年腊月二十五见到的样子

更美丽。他正在看的出神的时候，
忽然被舞台上王桂菊的宣布打扰了
精力。

“最后一项，由新郎新娘给大
家发喜糖。”她看着舞台下人们的
笑脸，昂首挺胸地继续宣布：我代
表婚姻介绍所和县委县政府的全体
同志，祝贺这十二名举行集体婚礼
的青年新婚之喜，生活幸福，白头
谐老，并祝愿他们为振兴中华繁荣
新安做出更大贡献。

又一阵掌声过后，赵海生陈秀
梅等十二名新婚夫妇手端盛喜糖瓜
籽的红塑料盘，在舞台上每人先送
给县委书记、县长和王桂菊等领导
同志一把瓜籽糖后，才满面笑容地
向舞台下走来。当海生和秀梅从舞
台上往下走时，秀梅心想海生的母
亲我认识，可那个是他父亲呢?反
正他在前边，他叫谁爹我也叫谁
爹，爹字他是不会乱喊的。正在她
胡思乱想之际只听海生说:“爹，
娘，她也赶紧抬头喊‘爹娘’。当

她把爹字叫出口时一看是自己的爹
和娘，便笑着点了一下头，丢下一
把瓜籽糖后继续跟在海生后边向前
走去。

陈秀梅虽说今年也三十岁周
了，但毕竟还是新婚之日第一次，
觉着经这样的场面跟赶集不一样，
为此，她走路多是低着头不去左右
观望。她离开父母走了没几步又听
海生在前面叫爹娘，她也就又抬头
到婆婆跟前叫了一声 " 娘 "，然后
到海生面前坐着的老头跟前叫了声

“爹”。秀梅不叫爹倒没事，叫了一
声爹，把坐着的赵庆国老汉乐的从
坐位上站了起来。她一见公公站起
来看自己，急忙将手中的塑料糖盘
放在公公婆婆当中说：“爹、娘，
吃糖吧。”随后坐在了婆婆身边。
海生见秀梅坐在了母亲身边，就返
身将手中的塑料糖盘放在岳父岳母
当中，坐在岳父身边闲谈了起来。

县乡领导们和海生秀梅同参加
集体婚礼的十二个青年人，在礼堂
陪同着新婚青年的家人们快乐的说
着、议论着成立婚姻介绍所的好处，
交谈着在中国农村进行移风易俗实
行集体婚礼，禁止大操大办去掉彩
礼负担，确实是一条适合中国农村
文明发展的阳光之路话题，各个脸
上呈显出发自内心的幸福笑容。

（已完结）

小说连载之阳光之路
吉书根

我村村西有个又高又大的
防洪土台，又叫村台。村台上
顺着边缘修建了几排民房，方
方正正围了一圈，像北京的四
合院。村台四周土坡上种了不
少树木，有杨树、柳树、榆树、
槐树，最多的还是杨
树。我读小学时，已
经郁郁葱葱地长成一
片小树林，成为村子
一道亮丽的风景。

那时，我们最喜
欢玩的地方就是小树
林。春天来了，树木
长出新芽，嫩嫩绿
绿，一派生机。林子
里，虫儿吱吱咕咕地
叫，麻雀成群成群地
飞。一场春雨，滴滴
答答落在土坡上，空
气里弥漫出泥土的清
香，清新淡雅。小雨
阻挡不了孩子们想玩
的脚步。我们把化肥
内袋一角塞进另一
角，做成一个简易的
雨衣，披戴在头上钻
进树林，比赛爬树、
捉迷藏、用弹弓打
鸟、打土坷垃仗，热
闹非凡。林子是我们
的天地，大家尽情地
跑，可劲地跳，扯着
嗓子地喊。没有谁
说，没有谁管。

大人不拦我们去
林子里玩，但会安排
我们干点力所能及的活儿。傍
晚时分，每人拿一个玻璃瓶，
到林子里捉香油虫。香油虫是
一种黑豆大小的虫，会飞，白
天不好捉。到了傍晚，树叶上，
草丛里，土堆里落得到处都是。
我们四处寻找小虫，把瓶子捉
满，回家吃饭。第二天早上，
放开鸡窝，把虫子倒出来，一
群鸡争着啄食，几下吃得精光。
节约了家里的粮食，还多拿了
鸡蛋。

盛夏时节，到处热得像一
团火。知了“知了知了”地叫
着，聒噪得人们心烦。我们没
谁怕热，偷偷拿根长长的竹竿，
捆一根马尾，悄悄溜出家门，
到小树林里套知了。套知了是
个技术活儿，得优先选竹竿够
得着的背朝下的知了。找好合
适的角度，轻轻地举起竹竿，
稳稳套一听知了的头，缓缓往
下拉。待确定套牢时再快速放
下竹竿，取下知了。

午后，老师也常常组
织我们到小树林读书自习。斑
驳的树影下，每人坐个小板凳，
翻开语文课本，“楼上楼下，
电灯电话”唔哩哇啦地嚎着，
眼睛却偷偷盯着坡下树枝上的

知了和麻雀。
即使是晚上，

小树林也少有安
静的时候。总有
几个小伙伴抱一
堆麦秸，摊放在
一棵大树下点燃。
熊熊火光中，几
个人轮番使劲用
脚踹树身。知了
哗哗掉一地，拿
到火里 烧 着吃。
大伙儿吃得起劲
儿，谁也看不见
自己一脸黢黑。

深秋的清晨，
一层薄薄的白霜
稀稀疏疏地铺上
树叶和草坡，黄
黄的树叶扑簌簌
飘落下来。午后
放学，三五成群
的孩子们拿着长
长的铁丝把树叶
一个一个串起来，
实实在在地串满
铁丝后 拿 回家，
给母亲 当 柴烧。
在那缺吃没烧的
年代，那片小树
林为我们的生活

补充了不少的燃料。
小树林的作用和功能不止

这些，它有个更大的派场就是
男孩子的决斗场。男孩子好斗，
怕老师责罚，又不敢在教室里
打架。于是，就想到了小树林。
那里大人来得较少，相对隐蔽。
往往一言不合，就是“走，到
小树林去！”小树林里，两个人
扭成一团，一顿厮打，哭者为
输。

小树林陪我度过了五年的
小学时光，给我留下美好的回
忆。如今，小树林早被砍伐一
空，村台四周也都盖严了民房。
想起小树林，就想起我的孩提
时代。那个快乐时光与小树林
有着不可割舍的联系。回味过
去的点滴，正是回忆年少的美
好。回忆小树林，更会珍惜眼
前的幸福。

村台那片小树林，我心中
永远的天堂！

村
台
有
片
小
树
林

王
现
锋

我家里有一块铁木菜板，算起
来已使用了三十四年之久。

铁木菜板，即用铁木材质制作
的菜板。这块铁木菜板，不仅材质
坚硬耐用，而且还是个远来之物哩。

一九八八年六月，我部圆满完
成老山地区防御作战轮战任务，向
当地驻军移交完防务后，撤出战区
作短暂休整。趁着这个休闲时间，
官兵们可以分批到集结地附近的文
山城游览观光，顺便也可以购买一
些当地的特产物件。那些年轻战士，
大都是选一些好吃的食物品尝。而
我作为一个有家室的人，则把注意
力放在一些家庭生活用品上。有一

天，我和战勤参谋董宁谊结伴走进
一家杂货店，在店里选中一个大理
石捣蒜臼、一个红陶汽锅和一块铁
木菜板，请店老板打包好，放在车
上带回营区。部队从南疆撤回河北
张家口原驻地，休假时我把这三个
物件放进手提箱带回了故乡家里。

捣蒜臼和汽锅，也不知是从何
时已弃之不用，唯有这块菜板使用
至今。前些年，喜欢从街上买一些
大块排骨、白条生鸡拿回家里自己
炖汤，回来后需把它们放在菜板上
用菜刀劈开分成小块，这时的菜板
就兼作了“砧板”。每次切肉用过
后，我都会用钢丝球沾上清洁精，

将菜板放于洗菜池水龙头下用流水
及时清洗干净，但是洗下来的都是
油水、污渍，却看不到有任何碎木
屑被打磨掉。二十年前，我从农行
家属院搬到现在的住处，这块菜板
也被我带了过来。几十年过去了，
使用的菜刀换了一款又一款，可是
这块菜板却一直在用，而且菜板的
板面依然完好如初，没有出现任何
破损———铁木名 副 其实， 真真 如

“铁”！
这块铁木菜板，伴随我走过了

数十载人生之路。它，不单单是一
件家庭生活必备用品，更是一份追
思与念想。

我家的铁木菜板
张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