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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8 灯湖文艺

校园内外

土布鞋

老屋，一盏煤油灯

一根针线

一个老身影

就让土布鞋踩过

万水千山

曲曲折折的土路

顺着一针一脚

平平仄仄出

旧时光的

词阕

春夏秋冬

悄悄从针眼穿过

千层底的泥土

一次次孕育出

土腥味哲学

一双脚板的思想

以阡陌纵横的思维

生长

小麦、玉米、高粱和

水稻的旺盛

土布鞋

踩醒

梦

晨曦染红

一条条小路

老屋灯下的身影

用牙咬住那根针

蓦然用力，拔出

最后的

痛

布鞋笑了

一路顺风

我每天要做的事情就是写作业、

看书、练字、学奥数，一天比一天枯

燥。趁着妈妈在做饭，我目不转睛地

盯着鱼缸里的泥鳅，我真想变成一只

虾，这样我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了。

我想着想着，就觉得嘴巴痒痒

的，我往嘴上一摸，发现许多小胡须

正在我嘴上飞速生长，身上披了一件

铠甲，头上还长了个尖刀。呀！我真

的变成了一只虾！

妈妈还在做饭，我赶紧跳进了鱼

缸里，在缸底爬来爬去，多么自由，多

么有趣呀！我跟缸里的泥鳅一起比

赛游泳、捉迷藏，开心极了。

这时候，我想起了李伯明今天借

给我的那本书，故事情节可有趣了，

我现在就想去看。但是我怎样才能

跳出这个鱼缸呢？我用力往上跃，可

水太深了，我怎么也跳不出去，我急

得在缸里大声喊：“妈妈，我在这里，

我出不去了，快来救我。”可是妈妈没

有听到我的声音，我上蹿下跳，急得

快要哭了。

过了一会，妈妈走了过来，只是

看了鱼缸一眼，刚想转头，余光看到了

缸里的虾，说：“缸里怎么多了一只红

色的虾？不是只有泥鳅吗？”妈妈这时

突然想起，我穿了一件红色校服，于是

说：“梁熙，快出来吧，我做了你最爱吃

的红烧茄子。”

咦，我头上的尖刀呢？我嘴巴上

的胡须呢？我身上的铠甲呢？呀，我

变回来了！

咦，妈妈是怎么发现我的？

5 月 29 日一大早，小区门

口已经搭起了蓝色的帐篷，爸

爸妈妈告诉我，为了配合疫情

防控需要，我们小区开始进行

核酸检测，每人都要进行核酸

检测。我既期待又忐忑，等啊

等啊，终于等到了晚上，爸爸

下班回家了，妈妈还在加班没

回家。爸爸告诉我，让我戴好

口罩，喷好防蚊水，他要带我

一起去做核酸检测。

我来到小区楼下，外面黑

漆漆的，小区门口却灯火通

明、人山人海。我们走近队

伍，排在队尾。

在这条长长的队伍里，我

远远地看见了一位戴着黑帽

子、穿着制服的警察叔叔，他

正拿着一个已经湿透了的二

维码对排队的人说：“请大家

提前扫码，配合一下我们的医

护人员，十分感谢！”队伍两

旁还站着几位穿着红色马甲

的义工阿姨，她那红彤彤马

甲似乎让我感觉到了一丝丝

温暖和力量。工作人员个个

汗流浃背，看起来十分辛苦。

我觉得应该要更加积极地配合

他们，让医护人员早点帮我们

做核酸检测，让这些辛勤付出

的志愿者们早点休息。

队伍还在慢慢地挪动着，

就在快到检测区的时候，我发

现几顶蓝绿色的帐篷。我想

到，这些帮助我们支起帐篷的

志愿者们，他就像保护祖国的

大伞，阻挡外面的病毒。

轮到我和爸爸做检测了，

义工阿姨把我们分成 5 人一

组，指引我们来到了医护人员

面前。我取下口罩，张大嘴

巴。医护人员用棉签在我的

喉咙蘸了几下。这时，我离她

是那么近，我看到她的防护面

罩和护目镜上挂满了雾水，我

想她一定很热很辛苦吧。容

不得我多想，很快我就完成了

采样。我站起来，望着她，一

时竟忘记了说谢谢就匆匆离

开了。走出队伍，我拉着爸爸

的手，对爸爸说：“爸爸，我没

来得及说谢谢。”爸爸温柔地

摸摸我的头说：“好孩子，别担

心。你的心医务人员肯定能

感受到的。”

6月3日晚上，我刚刚写完

作业，爸爸妈妈和我说为了配

合疫情防控我们要再排队去做

一次核酸。这次是我第二次做

核酸了，有了上次的经验就没

那么忐忑了。而且，这次我还

教没在小区做过核酸检测的妈

妈如何排队、如何扫码、如何

分组等待。哈哈，我觉得我也

成为一名小志愿者呢。

抗击疫情，需要我们每个

人的努力，只要我们同心协

力，病毒一定会远离我们，我

爱的南海加油，佛山加油！

古今世人皆为情所困。

思故友思亲人思恋人思国家

思已逝时光思现存的世间万

物，也思已去的世间万物。有

人徘徊复徘徊，只是道：“相思

难忘。”

思恋人，相思难忘。

“女为悦己者容。”她坐在

明镜前梳妆，明艳动人，不时

起身向门外期盼，期盼那位书

生再访。她回忆着那一日的

相遇：三日桃花正旺，草木郁

郁，一片生机。那书生敲门讨

水，她羞而不敢应，等待其说

明来此的缘由，方才开门。那

一日的天气真是极好呀，那书

生立于一树桃花下，举止文

雅，让人看着不觉入迷。然而

水有喝完的时候，她目送书生

远去，偶尔书生回头时，又迅

速移开目光，假装赏花，嘴角

挂着一抹浅浅的笑。

“他是心悦我的吧？可

他为何不来？他的回首到底

是为我而回还是为桃花满树

而回？”她满心的乱想，最后只

成一句话：“我多想再见他

啊。”至此相思疯长，她寝食难

安，不久病逝。

待那书生来时，已是来

年，桃花依旧，草木郁郁，只

是门已上锁，姑娘不知何处

去了。他不知她姓甚名谁，

也不知她对自己是否有意。

他只与她说过短短的几句

话，还未曾欣赏过她的容貌，

只是当时无端地觉得，她一

笑便可让遍地桃花黯然失

色。他无奈看着闭锁的门，

只好徘徊复徘徊，只是道：

“相思难忘……”

思国家，相思难忘。

八月桂花飘香，“为中华

之崛起而读书”的少年们远赴

西洋。他们学习远方的文化

技术与政治，为的是祖国富强

兴盛。他们希望在自己的努

力之下，祖国能够醒来，祖国

的百姓们能够醒来，向压榨着

自己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出一

声令人心惊的怒吼，不再被他

人欺负。

然而夜幕降临，相思之

情涌上心头，温暖却酸涩，大

概就如季羡林老先生所述的

相思到故乡时内心的凄凉一

样吧，是“不同于普通的凄凉，

是甜蜜的，浓浓的，有说不出

的味道……”全世界在夜晚所

见的月亮都是一样的，可是为

何会有“月是故乡明”这般的

感觉呢？大概是因为那是故

乡，是故园，有自己珍惜珍爱

的友人、亲人、恋人，所以觉得

明亮吧。

身处外地，无依无靠，两

位母亲的怀抱都离自己这般

的遥远！游子登上高台，正十

五月圆，自己却无人做伴，只

好徘徊复徘徊，只是道：“相思

难忘……”

相思难忘，思恋人，所以

折下红豆“愿君多采撷，此物

最相思”；思故友，所以分别时

“劝君更尽一杯酒”；思亲人，

所以月圆时祝愿“但愿人长

久，千里共婵娟”；思国家，所

以“铁马冰河入梦来”，所以

“聒碎乡心梦不成”……

有一种情叫相思难忘，

难忘之人独上高台，徘徊复徘

徊。徘徊复徘徊，再徘徊，又

徘徊，却终只是向明月举杯，

轻道：“相思难忘……”

他是铁肩律师事务所主任，

外号铁嘴大律师，只要是他接的

案子，从没失过手。然而，这年

夏天，他马失前蹄了——那是一

起法援官司，一个摆摊的小贩，

因为路见不平一声吼伤了人，被

判坐牢。作为法援律师，他心里

很难过。

为了这件事他情绪低落了

好久。从没和妻子红过脸的他，

有几次还吹胡子瞪眼了——起

因是他天天往冰箱里塞豆腐。

妻子奇怪，一个大律师，一个从

不上菜市场的人，怎么天天往家

提豆腐？问他咋回事，他不出

声；问多几次他就发火。妻子委

屈，说你尿酸高，不要吃太多豆

制品。他一句“又没叫你吃”顶

回来，呛得妻子很不开心。

他这奇怪的行为，连公司员

工也发现了，因为从夏天开始，饭

堂几乎餐餐有豆腐。麻婆豆腐、

小葱拌豆腐、鱼头豆腐汤……大

家都在想会不会是律所效益不

好，伙食标准降低了？

有好事者问饭堂师傅怎么

回事？师傅开始不说，后来也禁

不住心中的疑惑，小着声透露说

这都是主任交办的，每天下班后

去菜市场扫尾货，有多少要多

少。

有人缠着师傅打破砂锅问

到底，最后得到一条有用的信

息：那个卖豆腐的是个年轻女

人，长得不错。

大家好像一下子全明白

了。妻子也很快听到了风声。

他没想到饭堂师傅会泄密，

更没想到一块豆腐会引起这么大

风波。他果断叫停了这件事。

公司饭堂和家里突然断了

豆腐，大家都觉得有点不习惯。

妻子决定跟踪他，却没发现

什么异常，倒是他的助手形迹可

疑：一到晚上就神神秘秘地往菜

市场跑，不多一会便提着一大袋

东西出来。有时直接开车走人，

有时会打开袋子闻一下，拐脚就

扔进路边垃圾桶，然后开车走人。

等车跑远了，妻子快步过去，

捂着鼻子查看助手扔的东西，是

一袋豆腐，天太热，都有点馊味了。

有一天晚上，妻子跟在助手

身后，第一次看见那个豆腐西

施，的确年轻，但长相普通，还背

着个娃娃，好像配不上西施这两

个字。

自己家男人会看上这么个

女人？妻子陷入迷惑。

忙忙碌碌，秋天过去了，冬

天来了。

助手请了年休假，买豆腐的

事落到了律师头上。没想到刚

出菜市场，就被妻子抓了个正着。

“你真的没什么话给我说

吗？”妻子问。

他看看手上的豆腐，又看着

一脸质问的妻子，无奈地说：“你

跟我来吧。”

两口子远远地跟着豆腐西

施——女人收摊后，提着一台还

没拆包装的暖风扇，在城中村里

拐来拐去。

一个老婆婆，正佝偻着腰，

在小巷昏黄的路灯下分捡垃圾。

“阿婆，天这么冷，别冻着啦！”女

人快步过去扶起老婆婆。

老太婆咳了几声，抬起头

问：“卖完了？”

女人说：“卖完了。”

简单的对话后，女人扶着老

婆婆往屋里走，老婆婆腿有点跛，

走路一拐一拐的。

屋里跑出两个小孩，一边跑

一边叫：“奶奶奶奶，我饿了！”

“那个女人，未婚生子，男的

跑了，她带着孩子靠卖豆腐为

生。很不容易。”他说。

“天底下那么多人不容易，

你帮得过来？！”妻子说。

“有天晚上我开车路过，看

见一伙人打架，顺手报了警。后

来才知是几个地痞老是去缠她，

把豆腐摊都踢了。她一个女人，

背个娃娃，一边哭一边满地捡豆

腐。我正想过去，旁边有个卖西

瓜的男人，可能是看不过眼了，过

去管闲事，结果就动了刀，还差点

出了人命。”

妻子吸了口凉气。“呀，幸好

你没上去！”

“要是那个男的没过来，就

是我上了。”他说：“我能做的就

是提供法律援助，尽量争取轻

判……男的坐了牢，他老婆很

快丢下孩子跑了。你看那个老

婆婆，腿脚都不灵便，还要捡垃圾

养两个孙子。”

他叹了口气，接着说：“有一

天晚上我回家，突然想去看下老

婆婆，刚停车，远远地看见女人推

着三轮车走出巷口，然后坐在路

灯下捂着脸哭。都夜深了，她的

豆腐还没卖完……一个女人，孤

儿寡母的，还要帮着照顾老婆婆

一家，太难了……”

妻子发觉自己眼眶湿润了。

“我下车去把她的豆腐全买

了。后来的事你都知道了……

每天几十块钱，对我们来说没啥，

可对这两家人来说，却是活下去

的救命钱……”

妻子抹了一手泪花，紧紧地

挽着他的手臂，说：“个个都叫你

铁嘴大律师，我看你就是个豆腐

心大律师！行了，明天我给你送

面锦旗，挂在你们律所大厅里。”

“锦旗，什么锦旗？”他愣了

一下。

妻子紧紧地挽着他，心疼地

说：“我在锦旗上就写一句话：铁

嘴豆腐心！”

我携女儿与好友同游西樵

山白云洞。由西门入，即见佳

景。只见曲水环绕，亭台院榭掩

映在苍翠古树之间。拾级而上，

更有飞瀑奇石，兰芝香草，曲径

通幽，别有洞天。

我们拾级而上，很快就来

到“飞流千尺”瀑布下面。这里

是白云洞景区的核心，不少文人

墨客在此咏诗题词，山壁四周可

见雕满各种字体的摩崖石刻。

瀑布下面是一面水潭，满溢的泉

水沿着一块巨大的石头流经开

来直落山涧。走近才发现，巨石

凿了一条蜿蜒的水渠，潺潺流水

发出“咕咕”的声音，有点曲水流

觞的意境。

在这块巨石上面伫立着一

块岩石，上刻“清难直达”四个隶

书大字让我玩味许久。这句话是

什么意思呢？我在网络上百度这

四个字，却找不到其原文出处。

看着巨石上那水渠，我似

乎得到了一些启示。从字面上

理解：“清”应该是指清澈的水，

也可意指河流。全句意思可解

释为：（清澈的）河流难以直接到

达（某个地方）。

这四个字很朴实，却暗含着

深刻的人生哲理。一方面，它向

人们客观地描述了一种自然现

象。你们想呀，世界上几乎没有

哪条河流是笔直的河道，都是弯

弯的，就像《浏阳河》歌词所说：

“弯过了十八道弯”。从地理上来

说，河流弯曲是由于两岸流水速

度不一导致的。此外，地型、土

壤、生物活动等因素也会影响河

流的走向。因此，弯弯的河流是

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人们没有必

要花大力气与自然的力量对抗。

另一方面，这句话又向人

们昭示了一种人生哲学。我们

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总是

一帆风顺，或多或少都会遇到一

些波折或磨难。生活总是五味

杂陈，每个人都会经历生老病

死。在我成长的人生长河里，有

成功的喜悦，也有失败的痛苦；

有阳光下的欢笑温暖，也有寂寞

的长夜漫漫。但我们应知道，这

就是人生的规律，既躲不过，也

避不了。因此，我们需要的是，

时刻保持一颗平常心，在顺境时

不得意忘形，在逆境时不怨天尤

人。在经历风雨后，我们的人生

将会变得更加丰满和精彩。就

像那些弯弯的河流，它们的曲

折，将会灌溉更多的土地和庄

稼，养育更多的生命。

老屋

老屋的额头

已爬满皱纹

那棵老槐树

挺着干瘪的身子

漆了又漆的屋门

遮不住

老屋的沧桑

老屋的骨骼

开始有些疏松

一把拐杖

咚咚常响

真像老屋喝药

放下茶缸

老屋的疼痛

深深埋进时光

老屋的心胸

依旧盛满阳光

春夏秋冬

老屋的牵挂

顺着年轮

一圈一圈流淌

风雨雪霜

老屋的喘息

让风朗诵

成千古绝唱

诗
歌
两
首

◎
张
勇

石
头
上
的
智
慧

◎
黎
凤
彩

配
合
抗
疫
，我
能
行
！

◎
桂
江
小
学
庞
嘉
宜
（
指
导
教
师
：
罗
捷
媚
）

有
一
种
情
叫
相
思
难
忘

◎
南
海
外
国
语
学
校909

班
李
沂
玥

我
变
成
了
一
只
虾

◎
海
三
路
小
学304

班
梁
熙
（
指
导
老
师
：
游
海
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