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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

是年。”一听到这句俗语，我们男孩

子总会习惯搓搓手，迎接鞭炮的到

来。只要过了小年，鞭炮便一直噼

里啪啦响到正月十五。每一个鞭炮

的响声，都能让我们的笑容洋溢在

脸上。

很小的时候，每年过年当爸爸

放鞭炮，妈妈总会带我出来看。家

里有一根专门放鞭炮的大杆子，爸

爸将鞭炮挂在杆子上，要点火的时

候，会让妈妈用手帮我捂住耳朵。

点上火，我的眼前金光闪闪。

我第一次放鞭炮是六岁的时

候，去找后屋的两个哥哥玩。他们

手里拿着一大袋小鞭炮，在院子里

玩得不亦乐乎。袋子里很多鞭炮，

譬如：钻天猴、喷花的、在地上旋转

爆炸的，等等。哥哥从袋子里拿出

一盒摔鞭炮，这种鞭炮向地上一摔，

就啪啪地响。即使在手里捏响，也

不能伤到人。我先一个个向地上

摔，每一个响声，都让我开心不已。

后来，我把一整盒鞭炮攥在手，用力

地向地上摔，巨大的响声传进耳朵，

我像一只小鹿蹦跳欢呼着。

上学后，每当放寒假，我总会帮

妈妈多做一点事情，赚一点零花钱，

到门口超市买一些鞭炮存着。等到

大年三十的晚上，穿上厚厚的羽绒

服。去祭祀祖先的桌子上，拿出几

炷香，将一炷香点上火。走出家门

口，高兴地在大街上呼朋唤友。正

在看春节的联欢晚会的伙伴们，接

收到我的信号后，拿着他们的鞭炮

也从手中飞奔下来。我们将一个个

爆竹点燃，每一个爆炸声，都振奋在

心里。

渐渐地，我的胆子越来越大，将

几个长长的鞭炮摆成一个圆圈。拿

出一个鞭炮从中间掰开，把炸药放

到刚摆好的鞭炮圈内。用香点燃，

一团火快速地燃起，鞭炮啪啪地连

贯成一支长长的乐符，美妙动听地

回荡在耳畔。

小区里面有古力井盖，井盖上

面有几个小洞，正好能扔下鞭炮

去。我和小伙伴们去那里放鞭炮，

我点燃一个鞭炮，然后迅速地用脚

踢到井里面，鞭炮居然在水中发出

不同的声音，这让我更加欣喜若狂

了。

如今，颁布了禁炮令，那些儿时

的鞭炮对于现在的孩子们来说，已

经鲜为人知了。它们伴随着快乐童

年已经远去，但这些记忆早在我的

脑海中根深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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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卷书籍，散发着浓浓的纸

墨香气，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就希

望家里能够有一个大大的书柜，

书柜最好能够像一面墙那样大，

书柜里会摆满我喜欢的各种各

样的书。后来我慢慢长大了，父

亲便在家中给我安置了一个书

箱，不是书柜，书箱很小，没有我

想象中的大，但里面有几本我喜

欢的书籍，每天放学之后我都飞

奔回家在书箱里挑选一本书便

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后来想

想，那是我童年时最惬意的时

光。对于当时的我来讲，成长最

快乐的事便是读到更多的书，与

书接触越多对书的那种执着和

渴望就越强。在我成年之后、独

立生活时，我倒不再期盼家里能

有那样大的书柜，只要能够阅读

到一本喜欢的书，书中流淌着墨

香的文字便足以打动我的心灵。

书到底是何物，在某些人眼

里书不过是一叠或薄或厚的纸

张，书会变且变化无常，不懂的

人很难发现阅读的快乐，而懂它

的人它便是无价之宝，能够读懂

一本书的人也便能从阅读的过

程中领悟到生命的真谛和生活

的真理。很多人在阅读书本时

一目十行、走马观花，不在意是

否能够记住，读一遍也就忘了，

那么他无法感受到书中蕴含的

宝贵价值，而对于我个人而言，

能够阅读、能够坚持阅读便是最

美好的一件事情。

阅读让我收获了很多快乐

和幸福，曾几何时，阅读让我的

心灵始终走在路上，曾几何时，

在难以阅读的时光我的生活是

那样的空虚和无聊。在闲暇之

时手捧书籍，几个小时便转瞬即

逝，而我也对这生活产生了更多

的满足感，对世人有了更多感恩

之心。那些读起来安安静静、充

满暖意的书籍使我的心灵得到

了慰藉。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学识是

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而阅读

便是我们收获学识的重要途

径。阅读，也将影响我们的一

生，我们的生活将因为阅读而得

到升华。

我们常说：书中自有颜如

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而我也认

为，每个人在阅读时想要得到的

东西都是不一样的，但不可否认

的是，阅读带给我们的却远比我

们想要的还多。读万卷书，行万

里路，每一个前进的方向都需要

我们认真地去探究和摸索，而每

一次旅途在启程之时我们便能

够预见它所带来的收获。

在阅读当中收获知识，在书

中寻找人生的真谛，让我们逐步

搭建起更好的学识体系，朝着更

加光亮的地方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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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伊始，我就对儿子约法

三章：每天要写两张语文试卷，

两张数学试卷，再背会两课英语

单词。儿子噘着嘴，极不情愿地

点点头。

每天吃过早饭，我看着儿子

把作业全都摆放出来，又叮嘱了

他几句，这才向麻将馆走去。忙

活了一整年，总算可以潇洒地放

松几天了。一起打麻将的都是

左邻右舍，不管谁输谁赢，我们

中午都在街口的那个小饭馆喝

酒，谁赢谁请客，下午再接着打

麻将。

第一天打完麻将回去，我发

现儿子正在写作业，我高兴地拍

了拍儿子的肩膀，“嗯，你今天表

现不错，明天继续努力。”说完还

掏出十块钱奖励他。接连几天，

我每天回去都发现儿子在写作

业，就没多想，只随口说几句“明

年要升中考了”“要加油啊”之类

的话，说完便进卧室看电视去

了。

这一天，打麻将起场早了，

我回家推开门时，发现儿子正在

看电视。我当时别提多生气了，

指着大气不敢出的儿子，“把你

的作业都拿来给我看看。”儿子

战战兢兢地把作业递到我面

前。我一翻，果然都是只写了一

点点，我扬起巴掌就要揍他。这

时候，母亲进来了，儿子赶紧跑

到奶奶的身后。

母亲望着气急败坏的我说:

“干嘛发那么大脾气？他还小

呢，小孩子贪玩这不是常事吗？”

我皱了皱眉头，“娘，你不能

老这么惯着他，他明年可就中

考了，不好好学习就考不上好

的高中。”

母亲没有理我，而是转身

对她孙子说:“小宝啊，赶紧去写

作业，不然就要挨揍了。”儿子

赶紧跑到书桌边，认真地写起作

业来。

我气呼呼地在里屋的沙发

上来了个葛优躺，慢慢地掏出手

机。母亲也在旁边坐下来，轻声

道:“你还记得你自己小时候是怎

么写作业的吗？”我没有说话。母

亲接着说道:“你每次只要听到我

的自行车响，或是听到我咳嗽的

声音，就会赶紧拿起书来遮住脸，

做样子给我看。有一次我发现你

居然把书拿反了，才知道你没用

心学习。打那以后，我就很少去

逛街，也很少和邻居聊天了，每次

你写作业，我就故意在你旁边做

鞋或者织毛衣。”母亲说话的声

音并不高，但却像是在我心里扔

下了一颗炸弹，轰得我自惭形

秽，我慢慢地低下了头。

第二天早上，我没有再去打

麻将。儿子写作业的时候，我就

从书厨里拿起一本书，在他身边

坐了下来。我在看书的时候，用

眼睛的余光扫了一下，发现儿子

先是很惊讶地看看我，然后认真

写起作业来；而院子里偷窥我们

父子俩的母亲，正面带着微笑喂

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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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关临近，老家的父

亲打来电话，叫孙女写几

副春联带回去，我赶紧到

街上买了红纸，毛笔和墨汁倒是已

静候在书房了。按春联排列的字数

把红纸叠成方格，铺在桌子上，当女

儿放假回来，看她提笔落字，一气呵

成的样子，让写不好毛笔字的我羡

慕不已，脑海中闪现着父亲写春联

的片断。

记事起，每到除夕都要准备春

联，它是过年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

感觉只有贴上它这个春节才完美。

小时候的春联全靠人写，不像现在

很多单位都有送印刷好的春联，这些

固然美观，但自己写的贴在门上，才

有年味、更有意义。所以村子里会写

春联的人，重要性就显露出来了，写

好后，主人家总会抓一把糖果、花生，

或者递一盒烟草，表示感谢。

我家的春联是父亲自己写的，

字写得并不好的父亲，在书写时都很

认真庄重。仔细地在八仙桌上裁好

红纸，清洗好毛笔，倒上小碗墨汁，看

着提前写在纸条上的春联句子，想好

了每一个字的结构才落笔，当写完一

个字，站在对面的我就将红纸往前拉

一下，便于父亲继续书写，每次总需

要一个多小时才能写完几副春联。

春联以工整、对偶、简洁的文字

抒发美好愿望，是心声的流露。在我

读书的时候父亲都是写些励志的春

联，受父母吃苦耐劳的影响，也或者

是受春联句子的激励，我尽力读书，

成绩还算优秀，顺利地考上高校。

等平铺在地上春联的墨汁晾

干，父亲早已将梯子架在大门边，用

小刷子将母亲端来的一碗用面粉熬

制的糨糊，均匀地刷在墙上，我把春

联递上去，而妹妹则站在远处，指挥

着贴的位置是否倾斜了。

父亲边贴边告诉我们，要把上

联贴右边，因为右手为大，下联贴左

边，中间贴横批，贴好后，整个家陡

然鲜亮起来，喜庆的红色带来无限

的生机。其实我最喜欢看横批，这

些“辞旧迎新”“国泰民安”“新春大

吉”等简单的四个大字，它们总是一

目了然，就把美好祝愿，满满的情

怀，尽在其中显现。

此刻，中年的我依然像儿时一

样盼望着贴春联，想着父亲握毛笔

的手已不如当年灵活，看着女儿挥

舞的手，能把这美好的传统继承下

去，心里觉得庆幸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