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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像一条无始无终永远奔流向

前的河，我们都是经过这条河流某一段

落的匆匆过客。河岸上一路花开花落，

如若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那

一朵又一朵与我们相遇的小花，就是与

我们有缘的前尘和过往。

只是，那些在我们的生命中曾经灿

烂缤纷的花，你我还都依稀记得吗？

曾经的我们，是那样的天真，总以

为一起哭过，一起笑过的人，就会相伴

到永远。只是后来才知道，没有什么会

一成不变。一路上我们会遇到很多人，

经历很多事，有些人注定只是擦肩，而

有些人，会温暖地陪我们走过一段路

程，一起对酒当歌过，一起少年纯真过，

一起倾心承诺过，要做一生一世的知

己。只是，蓦然回首，那些少年相知，如

今能遥遥相望的还剩几人呢？

曾经年少的你，吹着婉转的口哨，

哼唱着“我是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总

也飞不高……”，磁性好听的声音，好像

还在耳边，似乎从未飘远，以为会牵手

飞翔，却中途折断了翅膀，终究还是天

涯两茫茫了。

时间走过，而记忆的长廊，也变得

好远好长。有些人总是不知不觉就变

得模糊，不知不觉就淡出我们的世界，

是时间改变了一切。

蓦然回首，有时不免有点感伤，为

那些少年的痴狂，那些信誓旦旦的诺

言，那些无限大的梦想，就这样被现实

击得遍体鳞伤。一路上我们跌跌撞撞，

一边寻找，一边遗落，总以为前面会有

更美丽的花开，却不知道最珍贵的已经

错过。时间总是一副兵荒马乱的样子，

懂得的时候总是太迟，让人在措手不及

的时候只能唏嘘不已，人生似乎什么都

不容易，只有遗憾来得太过容易。

喜欢静谧的夜晚，就这样静静地倚

窗，任轻柔的风轻拂脸庞，听一首首老

歌在耳边浅唱。每个人的人生，都由一

段又一段的时间组成，在不同的时间

里，我们聆听不同的音乐，而每一首熟

悉的老歌，常常回放我们不同时间里相

伴而行的一些人一些事。世间没有谁

会陪谁一直走下去，下一站的路口，有

时只有咫尺的距离，却不知谁又会消失

在茫茫的红尘里。

也许，每一次相遇，美好总是那么

短暂，只是慢慢地我们懂得了珍惜，懂

得在一边感伤、一边怀念的同时，又会

有新的人与我们从陌生到相知，再一起

度过一些美好的时光，然后还会有离

别，人生便在如此不断地失去与得到之

间徘徊着。

也许，人们无法解释，为什么我们

会相遇，又为什么会别离，初见时的欢

喜，离别时的泪滴，像极了盛夏的那场

没有任何前兆的雨，匆匆地来了，又匆

匆地离去，时间蒸发了一切痕迹，无声

又无息。只是，无论如何，我们依然会

感激相遇，那些纯真的友情和青涩的爱

情，那些不同阶段陪伴我们共度真情的

人，都是人生最厚重的财富。

我知道，无论经历怎样的世事沧

桑，我生命中最初的底色依旧不会改

变。我愿永远是那个善良的女子，虽然

皱纹已经爬上了眼角，无声地诉说青春

已老，但明媚简单是我一生的愿望。余

生，我依旧会像从前一样，坐在时光的

路口，为那些温暖陪伴过我，或离开、或

依旧有缘相伴的人，送上默默的祝福，

一边欣赏你们的精彩，一边为你们鼓

掌！

我是一个喜欢怀旧之人，对曾经住

过的老房子，很难从记忆里将它们忘

掉。

犹记年少时，一家六口人挤在草房

子里的情形。房子不大，三小间，中间

是堂屋，左右两边各一个小房间，分别

是父母和我们兄妹四人的卧室。土胚

墙墩，茅草屋顶，低矮、狭小、阴暗、潮

湿。里面堆满了杂物，不光有日常生活

用品，还兼有农具与烧锅做饭的柴火，

转个身都感觉特别困难，稍有不慎，就

有可能被犁耙的齿尖咬破腿脚。有几

次，我就因为自己的慌张，脚趾被划得

鲜血淋漓。母亲看着心疼不已，责怪起

父亲来。可父亲却显得特别无可奈何：

不放家里，又搁在哪儿呢？

冬天，西北风会从墙洞、门缝里钻

进来。彻骨的寒冷追撵着我们，撕咬着

身体的每一个部位，我们却无处躲藏。

兄妹几人只好不停地搓手、跺脚，以此

取暖。但这种方法所取得的暖却很有

限，因此最小的妹妹常常嚎啕大哭。母

亲想不出什么驱寒的好办法，只好把小

妹搂在怀里，用自己的体温为她暖身。

或是抱着她一直坐在灶门前，利用灰烬

的余热，温暖着小妹几近冻僵的肢体。

可是寒冷并不因为我家的贫穷而退

却。夜晚，我们蜷缩在单薄的被褥里，

瑟瑟发抖，身体整夜不得回暖。

夏天是我们住在草房子里最为恐

惧和难熬的季节。盛夏时节，天气复杂

多变，雷雨大风频频光顾。那时没有天

气预报，只能凭藉肉眼观察、判断。每

见天边云脚松动、乌云翻滚、四合，父亲

便慌忙从农田里跑回家，大声喊上我们

兄妹四人，拿着草绳和水桶、脸盆，给屋

顶茅草横七竖八地拉上草绳子。父亲

慌张地将绳子的一端拴个小石头，然后

使劲扔过屋顶。绳头落在房檐下，我们

够着后紧紧地揪住它不放。父亲便把

绳子的两端系在门前屋后的大树上，五

花大绑似的将茅屋捆个结实。然后，我

们便急急忙忙地从门前池塘里取水，朝

檐边不停地拋洒，以此来压实茅草，不

至于让它被大风卷走。

等忙完这些，我们身上早已汗透

了，褡子紧贴着后背。父亲刚松出一口

气，一道闪电划破了黑暗，哐当一声，一

个炸雷劈将下来，惊天动地，山河欲

裂。顿时，狂风大作，暴雨倾盆。我们

吓得赶紧躲进屋子里，坐在那四目相

对，老半天谁也不敢出声。屋外，茅草

被风卷起，漫天飞舞。我偷眼瞄见父亲

的神情异常凝重，猜想他一定是在担心

房子的安危。毕竟，这房子是我们全家

唯一的栖身之所，它倾尽了父亲的心

血。母亲用上了家中所有的水桶和脸

盆，摆放在屋子的各个角落，接着屋顶

上漏下来的雨水。滴滴答答，一首“瓢

盆交响曲”便由此演奏开来。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如今，我早

已住上了宽大、敞亮的新房，享受着现

代化的幸福生活。但对老房子的记忆，

却镌刻在内心深处，永远忘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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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甸甸、最闪亮

二十九位获得者

共产党员的杰出代表

时代的楷模

民族的脊梁

他们来自

机关、部队、学校、医院

农村与工厂

他们扎根于基层

服务于人民

守护着边疆

他们有渡江功臣、百战老兵

戍边英雄、科技老将

他们有优秀教师、健康卫士

小巷“总理”、大国工匠

他们平凡而伟大

迸发磅礴力量

他们的故事感人至深

他们的事迹荡气回肠

正是千千万万个他们

不忘初心、无私奉献

勇于担当

使国家繁荣、人民幸福

山河无恙

向他们学习

向他们致敬

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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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喷着火对准北回归线

枝枝叶叶撑起四季中最大的绿伞

每一缕叶脉都绿得透亮

知了知道这是它最好的季节

邀约同伴把它们的进行曲吟到最高音

白云躲得更远，它们想去集结伙伴

燥热正一寸寸从毛细血管中传递

一滴滴清亮的汗水

从乌发下的鬓角中渗出

种地的汉耕地的牛在凉棚里翘首

一声震彻的雷声搅动天地

荷香弥漫在清凉的池塘里

所有的鸣虫缄默

嘶喊与沉默是它们对季节的一片赤忱

四季里最亮的光圈定格下渺小的一瞬

镶嵌在了一页页诗卷中

荷叶上滚动的一颗颗露珠

是太阳送给它们最闪亮的礼物

本版组稿/珠江时报记者杨世聪

红红绿绿的
荔枝

◎李剑平

将生活中所有的甜

包裹在一起

种子 安放在中间

这一粒粒的希望

将在春天里长成大树

清风又在翻阅 或者

吟诵着一阕惊喜

那些年 苏东坡

日啖三百颗的诗语

红红绿绿 信手写在

岭南六月的扉页

大暑
◎秦艳

每年伏天，老伴都会在

院子里支起木板，将家里的

几箱子书信摆在木板上

晒。老伴晒信积极性最高，

我家晒棉被、晒棉衣只晒一

两个小时，可晒书信却需要

几天时间，老伴哪里是晒

信，分明是重新阅读，而且

不止阅读一遍。

伏天太阳炙烤着大地，

老伴躲在树荫下，后背朝着

太阳，戴着老花镜仔细翻看

信件，看到兴奋处，还朗读

给我听，汗水顺着他的脸颊

流成了“小溪”，他依然看得

乐此不疲，还美其名曰：一

边“读信”，一边晒背，精神

健康两不误，而且汗如水

流，风吹凉爽，不觉其热。

伏天晒太阳又称天灸，

中医认为，背部属阳，背后的

督脉统领全身阳气，脊背两旁

是足太阳膀胱经，联络脏腑，

太阳一晒，毛窍充分张开，能

帮助人体排出各个脏腑的邪

气。晒背是一种很好的养背

方法，有利于人体健康。

我也学老伴晒背，不一

会儿就受不了了，老伴说，

纯晒肯定受不了，你得吃点

儿精神食粮，转移一下注意

力才行。老伴指的精神食

粮是书信，那些书信每次搬

家我都思索半日，是烧毁还

是卖掉，最后老伴拍板说，

卖掉，卖给他。为此他一月

没要零花钱，将书信变为私

人收藏，断了我将书信断舍

离的想法。

我也取一封信，背对着

太阳看，这还是我年轻时和

同学的通信，如今同学远在

大洋彼岸女儿家中，我和她

有十多年未联系了，再次读

信，青春气息扑面而来，仿

佛一下回到了十五六岁，好

多回忆被这封书信打开，记

忆的洪水奔涌而出，我跟老

伴絮叨了一个多小时。光

顾忆苦思甜了，衣服都被汗

水浸透了，也浑然不觉。进

屋喝一碗绿豆汤，出门再将

书信翻晒一下，再寻一封，

再读，一天时间就在读信、

回忆和消暑汤中悠悠而过。

傍晚，冲个凉，坐在灯

下，提笔给远方故友写封

信，多少年不手写信了，现

在通讯发达，电话、网络随

时可以问候，但却疏于联

系，越方便越不知道聊点什

么。晒信时节，摊开信纸便

可下笔千言，开头都是固定

模式:今天晒信，重读了年轻

时你写给我的信……老伴

说，晒信是话引子，一封信

牵出半生过往，书写的是情

义也是岁月。几日后，故友

回信，旧时友情又连接上

了，小确幸荡漾心中，泛起

阵阵凉爽。

老伴没有我这样感性，

但他有时会将书信晒给儿孙

看，特别是儿女在外读书时

寄回家的家书，如今写信人

再次翻阅，或孙辈翻看父辈

家书，体会一下父辈的青春

时光，亲情一下就拉近了。

老辈人常说晒伏是晒

“福”，晒书信其实也是晒幸

福，一封封书信都是来自远

方的牵挂，都带有时光印

记。我家有几箱子书信，通

信人有上百位，每位写信人

都曾给予我们温暖，重读书

信，往事再现，心里的阴郁

和孤独都晒没了，这就是老

伴所说的晒精神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