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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湖文艺灯湖文艺

征稿启事

为展示桂城青少年的才思才华、教师与家

长的文化素养与培养心得，《桂城周刊》现征集

桂城中小学生、教师及家长的作文、摄影、书

法、绘画等作品，欢迎踊跃来稿。

投稿邮箱：455756169@qq.com

统筹/珠江时报记者丁当

征稿启事

“灯湖文艺”为固定文艺专版，长期

向广大市民征集文学、美术、书法、摄影

作品。稿件要求如下：原创作品，符合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贴近当下生活，以表

现桂城建设成果、人文之美、乡土之情的

作品为佳。文学作品体裁不限，非诗歌

类1000字内，诗歌25行以内。来稿不

退，投稿即视为已授权编辑部修改、刊

登；请勿重复投稿，如一稿多投请注明。

作品有偿刊登，来稿请附作者真实姓名

及有效联系方式。

投稿邮箱：dhbhlife@126.com

统筹/珠江时报记者丁当

我有一个小书迷朋

友，她特别喜欢看书，无

论什么时候都要看书，

老师拿她都没法！她就

是我的表妹。

有一次，表妹安安

静静地在自己满地都是

书的房间里看书，奶奶

和爷爷叫她吃饭。此时

表妹正在看一个非常有

趣的故事，很想看完，又

怕被爷爷奶奶拎出去吃

饭，于是赶紧藏进衣柜

里，拿着手电筒继续看

书。爷爷奶奶找遍家里

的角角落落，都没见表

妹，就请出我这个“找人

大师”。我当然义不容

辞了，扮成侦探一样，拿

出放大镜，装作成很牛

的样子，开始找表妹。

爷爷奶奶说：“你可一定

要帮我把表妹找出来

哦！”我拍拍胸脯说：“看

我的！”我这里看一下，

那里看一下，嘿，总算在

衣柜边看到了蛛丝马迹

——表妹的衣角夹在衣

柜的门外。

还有一件有趣的事

情，有一年年三十晚，因

为表妹总是住在我家，

爸爸说：“该睡觉了，待

会儿要吃年夜饭，要有

点精神，表妹却不听，一

上床就看书，看了很久

才睡下，爸爸做好年夜

饭叫我们起床，可表妹

叫来叫去还是醒不来，

因为她看书看太晚了。

等她睡足起来时，我们

都穿上了新衣服到门外

放烟花了。

这就是我的表妹，

我的表妹非常爱看书，

你们喜欢吗？

我家有很多物品，

有飞机模型、汽车模型，

但我最喜欢的是那块雨

花石，这颗石头是我爸

爸到南京出差的时候买

的。石头表面光滑，有

很多波纹，每条波纹都

有不一样的颜色，漂亮

极了！

有一次，我发现石

头上有一些灰尘和指纹

痕迹，心想：这么脏一定

要洗一洗。我把石头拿

到洗手台这里，然后戴

上手套以免再次把指纹

印上去，用毛巾一点一

点慢慢地擦。

过了一会儿，我把

雨花石擦得干干净净，

光光滑滑非常漂亮，好

像一个闪闪发光的宝石，

我用放大镜好好观察，里

面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细

纹，有波浪线的，有圆形

带点波浪的，层层叠叠在

一起，还有一种非常不一

样的形状，也有一些颜

色，有青色，有青绿色，有

红棕色，有橙黄色，都是

带着渐变色，颜色搭配得

非常漂亮。

我很喜欢爸爸送给

我的雨花石，我一定会好

好珍惜的，你们喜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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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看电视，被一则生活新闻深深触动了。

这天，是辽宁鞍山王阿姨的69岁生日，她专门

买了蛋糕，在一家小饭店为自己庆生。在庆生的过

程中，一种孤独感油然而生，让她情不自禁地想起

了去世多年的丈夫和远在昆明工作的儿子。于是，

王阿姨请店员帮忙，用手机拍摄了一段视频发给儿

子，并许下愿望：“儿子，妈希望明年70岁生日的时

候，你能陪我一起过。”说着，声音哽咽了起来。

这一幕，恰好被邻桌一个戴着黑色鸭舌帽的小

伙子看到了，他十分感动，想起了自己的母亲，但又

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对眼前这位母亲的关爱。于是，

他悄无声息地走到收银台，默默地帮王阿姨把单买

了。临走前，小伙子还特意请店员转达对王阿姨的

生日祝福：“阿姨，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明年

你儿一定会陪你的！”

当店员将此事告诉王阿姨后，她暗淡的心情顿时

变得激动不已，热泪盈眶地喊道：“这不行啊！不能让

孩子帮我付账啊！”之后，王阿姨把视频发到网上，希望

大家帮忙找到这个小伙子，自己要亲口向他道声感

谢。

很多观众看完新闻后，都被小伙子的行为

感动了，尤其是年轻人，纷纷拿起手机拨通

了父母的电话，送上久违的关心和问候。

原本陌生的一对食客，却因为“母

亲”这个共同的称呼，而演绎出人间

的别样亲情——是的，亲爱的妈

妈，你并不孤单，请相信，总有

“儿子”在默默爱你！

（二）
小伙子的善

举，让我想起

了发生在

英国赫

特

福德郡火车站的一件事。

站台上，一名西装革履的男子一边打电话，一边

对着话筒大声咆哮，看起来情绪非常糟糕，说着还把

身上的斜挎包砸向了墙面，包里的东西散落一地。这

时一对夫妇路过，女士注意到了男子的狂躁不安。

男子打完电话后，突然愤怒地把手机摔在地

上，然后双手抱头蹲下，仿佛陷于极大的痛苦之中

不能自拔。

这时，火车进站的声音传了过来。男子站起

身，往火车过来的方向望去。女士也警觉了起来，

缓缓往男子这边移动。就在列车即将靠近的时候，

男子突然向着轨道大步走去，很明显，他已经失去

了理智，想要跳轨自杀。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女士冲了上去，

从后面一把抓住男子用力往回拽，在火车呼啸而过

的刹那，两人重重地摔倒在了站台上……事后的监

控录像显示，火车当时的速度非常快，哪怕女士慢

一秒，男子都会命丧九泉。

女士的见义勇为，收获了无数网友的赞誉，一

个网友评论说：他刚经历了创业失败和妻子背叛的

双重打击，正站在30层楼顶“寻求解脱”，但这个视

频让他顿悟：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原本陌生的两个乘客，在生死攸关的瞬间上演

了一出“飓风营救”，也让我们重新审视生命的价值

——是的，哪怕全世界都抛弃了你，也别轻易放弃

自己，请相信，总有“路人”在默默爱你！

（三）
生活中，这样的“默默关爱”一直在我们身边真

实发生着。

满身灰土的农民工，去银行给家人汇款，因为担心

踩脏了大厅干净的地板，从裤兜掏出了两个塑料袋，准

备套上。保安大爷走上前，热情地说：“大兄弟，没事，你

快进去办业务吧，我待会儿拖一下就好了。”——其实，

农民工不知道，保安大爷五分钟前才刚刚把地板拖干

净。

大汗淋漓的外卖小哥，刚跑进写字楼电梯，超

载铃声响起。他无奈地退了出去，如果送

餐超时被顾客投诉，一天的辛苦

又白费了。这时，正要

闭合的电梯门又打开了，一个女孩笑着

走出来：“你先上吧，我不急，可以走楼梯，顺

便锻炼身体。”——其实，外卖小哥不知道，女孩

的单位在22楼。

头发斑白的浙江毛奶奶，在小学附近卖早餐。

每天起早贪黑，粽子仅5毛一个，蛋饼也5毛一个，豆

浆5毛管饱。尽管物价飞涨，毛奶奶却坚持24年不

涨价，她说：“涨价了，家庭条件不好的孩子们会吃

不饱。”——其实，毛奶奶并不宽裕，仅仅是因为“她

喜欢孩子，想让孩子吃上放心早餐。”

还有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华夏大地上那些“最

美逆行者”：冲锋在抗疫一线的医务人员、坚守在工

作岗位的公安干警、守护在百姓家门的社区工作

者、奔波于大街小巷的爱心志愿者……他们舍弃了

与家人团圆的幸福时光，为了国家的和谐与稳定、

百姓的健康与平安，默默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人性中最光辉的一面，就是善良。

每个人的生活都不容易，很多人在抱怨世态炎

凉和人情冷暖，其实这个社会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

般冰冷和无情。当你悲伤、难过、绝望的时候，总有

人会在你看不到的地方，默默爱着你。正是这

些陌生的“善良”，用他们无言的“关爱”，让我

们感受到了人性的纯真和美好，让我们生

活的世界充满了温情和暖意。

只要心怀博爱、宽容和善良，这

个世界终将会与我们温暖相拥。

愿你被这个世界温暖，你也能

温暖整个世界！

木头人的快乐
◎温越

你说就这里罢。时光远去便成碎影

散落雨后的星湖

一如暮花的流淌

绽开了数声无关紧要的叹息

水气袅袅

你感觉衣衫单薄、灯火萧索

来了又去的季节

推开了那扇虚掩的木门

于流转的风里静静告别

溯水而行

你看见归鸟驮着新愁飞至山前

然后倏然消失

有歌者坐在月色里

默然拨弄着曲折的二胡

流逝的华年藏在遥远的云雾间

黄昏的鼓

浸过轻舟为霭

晨早的钟

盈过群峦为岚

回忆涌现的帷幕背后

逐渐泛起红颜、酥手

鸟语

以及林音

细细数来

清净的念头如连串的佛珠攒在掌间

面前的木像低眉顺眼

他爱过谁的春天

总有人在默默爱你
◎王世虎

在我记忆的天空上，妈

妈的微笑始终盛放如花。

妈妈是一位医生，整

天忙碌在医院和病人之

间。工作繁忙的她，始终

没有放弃对我的呵护和鼓

励，她总是将忙碌和疲劳

藏在身后，将最美丽的微

笑展现给他人。

美好的一天从妈妈的

微笑开始。记得从我上幼

儿园开始，每天早晨，当太

阳从地平线上升起的时

候，跟着升起的还有妈妈

的微笑。“小张同学，快起

床吃早餐啦！”妈妈明眸皓

齿，笑如朝露。此时的我，

总会幸福地伸个懒腰，快

乐地从床上爬起来，洗漱、

吃早餐、整理书包、跟着妈

妈去上学。

妈妈的微笑一直陪伴

着我的成长。后来，我上

了初中，繁重的学业让我

一时很不适应，成绩一直

下滑，惨不忍睹。几次测

试下来，我慢慢对学习失

去了信心。一天下午放学

后，我背着那张沉重的试

卷，在小区里徘徊，始终不

敢回家。下班后的妈妈提

着刚买的蔬菜从外面回

来，看到坐在小区凉亭里

失落的我，微笑着说：“小

张同学，怎么不回家？”我

低着头没说话，只是默默

地跟着妈妈进了家门。妈

妈已经明白了我的心思，

吃饭的时候，妈妈给我夹

了许多我喜欢吃的牛肉，

脸上的笑还是那样随和，

开导我说：“下山的太阳，

明天还会升起。一次失败

不等于永远失败，最怕的

是失去了斗志！”我抬起

头，看见妈妈的微笑，那笑

容就像太阳一样再次照进

了我的心灵。

疫情发生的时候，妈

妈整天待在医院，很少回

家。我整天在家里上网

课，枯燥的学习生活让我

心烦意乱。每到夜幕降临

的时候，就是我最孤独的

时刻。妈妈好像知道我的

心思，总会在百忙之中抽

空与我视频，问我一天的

学习和生活情况。我接通

妈妈发过来的视频链接，

全副武装的妈妈让我认不

出她原来的模样，可是那

透过口罩散发出来的微

笑，一如既往地让我感到

温馨无比。妈妈总会叮嘱

我：“小张同学，要勤洗手，

多喝水……”此时，妈妈的

微笑穿透时空，向我传达

着人间最美的问候和关

爱。

妈妈的微笑是我成长

路上的一道亮丽的风景，

那微笑亲切、温暖、充满着

慈爱，是人世间永不凋落

的花朵。

从前，有一条美丽

的小河，河里住着许许

多多小鱼。

一天，一条小黄鱼

游过水面。突然，一个

黑影从上方掠过，小黄

鱼抬头一看，呀！一只

美丽的小鸟正从它头顶

飞过，小黄鱼看着小鸟

在天空中自由飞翔，心

想：唉，要是我也能像小

鸟一样飞就好了。

天慢慢黑了下来，

太阳下山了。小黄鱼慢

慢地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清晨，小黄

鱼从梦中醒来，惊讶地

发现，自己真的长出了

翅膀。它开心地喊道：

“太好了！我也可以飞

了！”它张开翅膀，小心

翼翼地飞了起来。

小黄鱼在天空中

飞呀飞，一会斜着飞，一

会横着飞，一会倒着飞

……一路上，小动物们

都用惊讶的目光看着

它。有的小动物见了，

大声叫起来：“天哪！快

看啊，鱼在飞！”小黄鱼

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小黄鱼正飞得起

劲，忽然，一只水鸟看见

了它，高兴地说：“太好

了！鱼竟然在飞，我终

于不用费力在水里抓鱼

了！”说着，水鸟张开翅

膀，追了上来。

小黄鱼吓坏了，拼

命扇动翅膀，可是，它怎

么可能飞得过水鸟呢？

眼看就要被追上了，小

黄鱼灵机一动，飞到一

个小小的树洞里，水鸟

进不去，只好离开。

小黄鱼在树洞里躲

了一会，见水鸟离开，才

从里面出来。天已经黑

了，小黄鱼回到了小河，

它已经不想再飞了，它只

想当一条普通的鱼。

第二天，太阳升了

起来。小黄鱼又变回了

原来的样子，它也明白

了，原来自己本来的模

样就是最美的，最适合

自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