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灵家园 14
2021年3月8日/星期一

责任编辑王捷 / 美编荆星子 / 校对贺雪梅 / E-mail：ycwbxljy@126.com

□郑天虎

大年初一，回村给父母拜年
时，母亲突然拿出五六张老照片，
说让我拿回去。

“怎么了？这些照片不是你以
前问我要的吗，说是我们的照片，
也应在你这里放一部分，可以让亲
戚或是你们‘欣赏’。”我不解地问。

这几张老照片，是上世纪90年
代中期拍的，有我与妻子带着女儿
在天安门前的合影，有妻子抱女儿
在书柜前的留念，有我与女儿一起
玩耍时的精彩一瞬，还有女儿看书
时的专注神情……这些照片以前
装在一个大镜框里，挂在父母的卧
室，母亲经常把镜框擦得很干净。

记得那时候，我有一架照相
机，经常带在身边，拍了不少山水

风光和人物照片，在省、市级媒体
发表了不少新闻照片，还曾荣获
《运城日报》举办的摄影大赛一等
奖。那时的我，一边写作，一边拍照
片，生活很是充实。

一晃20多年过去，如今女儿已
过而立之年，儿子也结婚了，我也
即将步入花甲之年。几十年来，我
出版了几本著作，主编了十几本作
品，在《人民日报》《山西日报》等中
央、省、市级报刊，发表新闻、文学
作品2000余篇；在企业、县政府办
公室、新闻中心、报社、文联等单位
工作近40年，成为山西省作协会
员、省摄影家协会会员……这些记
录着我人生的每一步。

父母亲也开始变老了，进入了
耄耋之年。父亲曾担任过村会计二
三十年、村委主任十多年，会厨师、

懂经营，庄稼活样样通，70多岁时
还开拖拉机在枣树下除草，上树打
枣。母亲是全村公认的好人，从不
与人争高低、论是非，含辛茹苦养
育我们兄妹四人。如今我们的大家
庭已是四世同堂，其乐融融。

“我们都老了，身体一天不如
一天，从前保存你们的照片，是想
看着你们长大、进步，现在你们都
已成家立业，过上了自己的生活，
所以还是物归原主吧。”母亲说。

父母老了？我怎么感觉不到
呢？的确，父母的身体愈发年迈，看
着这些二三十年前的老照片，我不
由感慨道：岁月无情，时间真的很
快啊！父母在，我们尚有来处，有朝
一日，父母不在了，我们只剩归途。
尽孝应尽早，趁着父母健在，还是
常回家看看吧！

一组老照片

□王恩菊

半个多世纪以来，雷锋精神没
有因时间而褪色，反而随着时代的
发展，被赋予了更加丰富的内涵。
在学雷锋纪念日到来之际，我想同
大家分享一个发生在我父亲和一
个异乡人身上的故事。虽然没有感
天动地的壮举，也没有感人肺腑的
情节，但却传递了人间有爱的温度
和向善的美好，也令我感受到了一
番送人玫瑰手留余香的快乐。

故事发生在10 多年前，那时
父亲还在风陵渡开发区三岔路口
旁的一处门店经营五金生意。由于
地处三省交界，三岔路便是跨省客
车来往的必经之地，每天川流不
息。偶尔有外地客车会在这里靠停
几分钟，供乘客下车采购点饮料食
品。

那是一个冬日的午后，店里没
有顾客，我和母亲、父亲围炉闲聊。
这时，走进来一个手提鼓鼓的行李
袋、穿着旧色的棉大衣、胡子拉碴
的中年男人，操着一口河南腔向我
们问路。

费了半天劲，我们才弄清楚：
原来他在外地打工，接到洛阳家中
有事的电话匆忙返乡，工头嫌他请
假误了事，从工地走时只付了他单
程的路费。由于着急，他在中途倒
车时竟上错了车，等发现后车已经
行驶在高速路上了，司机就在风陵
渡下高速时让他下了车。他手里仅
有30元钱，不敢吃饭，生怕到家的
路费不够，又怕再搭错车，于是就
进来询问准确的乘车线路。

那时没有微信，异乡漂泊的人
囊中羞涩，窘迫和不安可想而知，
再加上家中可能有十万火急的事
情，那个中年人语气中几乎带着哭
腔。问清了他家的详细地址，父亲
立马就判断出乘车线路和等车地
点，并倒了杯热茶递给他，然后从
抽屉里拿了一些钱，匆匆走向街对
面的饭店。

不一会儿，父亲打包带回了两
个饼子夹肉，我知道是要给这个异
乡人吃的。父亲说，去洛阳方向的
车可能只剩一趟了，得马上带那个
人去客车停靠的地方等车。说完，
父亲骑上摩托车，载着那个人赶车

去了。
我和母亲等了一个多小时后，

父亲才回来。他说幸亏他去了，天
色晚光线不好，长途客车司机不容
易看到路边的等车人，差点驶过
去，他熟悉那种车型，提前招手把
车拦了下来。临上车时，他给那个
人手中塞了200元钱。说这话时，父
亲轻描淡写，但却一脸欣慰：那个
人总算搭上了回家的车。

母亲笑了笑说，出门在外不容
易。她太了解父亲了：乐善好施是
他的秉性，遇到需要帮助的人，他
总会不惜力气甚至钱财施以援手。
而我心中充满了幸福感，为生长在
这样一个有爱的家庭。

父亲的这种秉性，是他为人处
世的价值追求，也正是新时代雷锋
精神中向善的具体体现。没有轰轰
烈烈的壮举和高调刻意的行动，有
的只是生活中的举手之劳和在他
看来微不足道的善意，朴实无华，
却能予人温暖。传递爱心，人人接
力，就会点亮整个社会文明，这才
是雷锋精神得以传承和发扬的关
键所在。

门口来了个外乡人

□李祥林

庚子鼠年最后一个
工作日结束，我像往常一
样，开车来到滨湖路，准
备去北坡绿地散步。当车
子停稳的那一刻，忽然心
生一个想法：日常在这里
散步，总是远望滨湖路南
盐池北边的环湖公园，虽
然经常相见，却还没有

“身临其境”过。于是信步
跨过马路，寻找下园小
径，慢慢走入园中。

抬眼望去，一排整齐
的苦楝子树映入眼帘。没
有一片树叶的枝杈上，挂
满了一串串白色的川楝
子，像穿好的珍珠项链。
而随风飘落的楝子，犹如
一颗颗珍珠点坠在小径
上。不远处，金黄色的芦
苇枯枝随风轻轻摇摆，令
人感到春风和煦暖意融
融。

步入园中，走过一号
小木桥，近处的花草、藤
茎、冬青、松柏，以及不知
名的大树错落有致。报春
的杨柳树已有嫩芽露出，
虽然大部分草木还是枯
枝，但也别有风味。脚下
湖面水波依依，湖中野鸭
听到人的脚步声，迅速钻
入湖中芦苇丛。当进入更
高的树丛中时，由于树干
遮挡，周围环境一下子变
得幽静，杨树、松柏、槐
树、椿树等均已成林。再
低头看看自在徜徉的野
鸭，仰望徘徊飞翔的大
雁，听着小鸟自由地歌
唱，心中宁静了许多，心
情也越好了。我越走越
慢，越走越觉得醉人。

跨过一座小拱桥，走
近盐池旁，一抹春光斜照

在池面上。因所处的角度
不同，盐池的水面呈现出
不同的色彩——茶褐色、
银白色、青色、绿色……
五彩斑斓，交相辉映。由
东向西漫步，湖面居然映
出了中条山的倒影，连山
上发电的风机杆也清晰
可见。

夕阳已快步西下，我
原路返回，小园亭台上窃
窃私语的母女，小桥上举
手拍照的闺蜜，小径上追
逐嬉戏的少年，演绎出一
幅天人合一的田园景色。

走着走着，忽然想起
少年时，到了这个季节，
池中芒硝生产已经结束，
我们这些从小生活在盐
湖周边的人，为了生计，
总要到池里捡拾散落的
荆树条，拿回家烧饭。记
得有一次风大，在硝堆上
作业的成年人看到我们
几个小孩后，“板着脸”
说：“天都黑了，你们还不
知道回去？这盐池下有个

‘大老鳖’，头在盐化二
厂，身在四厂，尾在五厂，
天黑再不回，一会儿出来

‘吃’了你们！”吓得我们
赶紧回家，现在想来，不
由得会心一笑。幼时的惊
恐一幕虽然过去很久了，
但每到风大天阴，仍不时
会想起这个故事，这或许
就是盐湖人的乡愁吧。

如今，盐湖已经进
入退盐还湖、休养生息
的生态保护阶段，走近
它后，见物生情，思绪
良多。从滨湖大道抬头
望去，北坡上“让空气
常新，蓝天美丽”的巨
幅标语，在城市灯光下
清晰可见。回头看看身
边的盐湖，更美了！

近身看盐湖□尉惠全

我从小到大，或者说直到父亲
去世，都没有看到过父亲流泪，但
我在妻子的信中读到了父亲的泪
水。

父亲去世时，村里人用“送葬
五亲人养育九子女，恩重德厚感动
山河情；辛劳百般尽业绩千层重，
泽宽境高催动风云泪”的祭奠挽联
概括了他的平生，并在悼文中说他
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勤劳节俭、
不畏艰难困苦、不屈不挠、顽强奋
斗的精神，有着高贵的品德、宽广
的胸怀，特别是在抗击“非典”斗争
中，以一个老党员的姿态，用言语
和行动将博爱无疆的精神传承给
了我们。

近些天，只要看到类似《清澈
的爱，只为中国》等反映祁发宝、陈
红军、陈祥榕、肖思远、王焯冉5位
与外军对峙中的英雄事迹时，我便
触景生情，感动得不能自已，默默
流泪。受之感染，我开始寻找、回味
自己的青春芳华，找到了自己的两

枚立功章、两枚祖国卫士纪念章和
两篇文章获奖证，但怎么也找不到
自己心中分量最重的老山作战纪
念章。也就是在寻找的过程中，我
偶然看到当时的对象而今的妻子
写给我的一封信。

全：
你好，我很想你，其实是担心，

我爱你胜过爱自己。
今天我去你家了，爸爸特意要

见我，问你这几天给我来信了吗？
他听收音机说，前方战事激烈，他
哭了，哭得厉害，说全自小没妈，不
让全当兵，全就要去，这憨娃倔得
很，在家他老嚷你，这几天他特别
想见你。爸泣不成声了，我赶紧说

“来信了，来信了，没事、没事”，我
在劝爸，其实我也是满脸泪花。

……
这封信，让我看到了心上人的

担忧，更读到了父亲的泪水。
此刻，我想到了喀喇昆仑高原

的边防战友，巡逻在四季雪花飘
飞、海拔5000多米的生命禁区，比
之我们当年对越作战的恶劣环境

还要恶劣艰苦。我仿佛听到了四
位烈士的心声：“党把自己放在什
么岗位上，就要在什么岗位上建
功立业”“清澈的爱，只为中国”

“我们就是祖国的界碑，脚下的每
一寸土地都是祖国的领土”“爸
妈，儿子不孝，可能没法给你们养
老送终了，如果有来生，我一定还
给 你 们 当 儿 子 ，好 好 报 答 你
们”……

我更看到，“亏了我一个，幸福
十亿人”“奉献我青春强盛我中
华”“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爱国主
义精神，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革
命英雄主义精神”“宁可自己鲜血
流，不让祖国寸土丢”的老山精
神，传承给了喀喇昆仑高原的英
雄们。

牺牲的英雄们，最小的是“00
后”，而今我已经到了你们父辈的
年龄，“我守护你们小，你守护我们
老”誓死捍卫祖国的民族精神在传
承。就让我这个父辈的泪水奔流
吧，为你们自豪，为你们骄傲，为你
们哀悼送行。

父亲的泪水

□毛迎春

细品香茗几忘身，
东风拂眼净无尘。
惊雷隐隐待时令，
一任河山尽属春。

初春见蜗牛向日
东风疏弄柳杨梢，
午后和阳雪半消。
数粒蜗牛承造化，
龙吟动地似钱潮。

赴鲁前夕
惊雷隐隐待天罡，
目越群山看八荒。
邀得千秋梦中客，
品评当世好文章。

赴鲁遇大雪
雪雾茫茫笼太仓，

临岩独立失圆方。
衰荣治乱凭谁论，
天地无边放眼量。

惊蛰日
蛰龙一起九重天，
迷雾浓云只等闲。
苍昊无边须奋力，
胸中苍昊更无边。

元宵夜
重逢三五夜，街市火龙腾。
看客狭庭满，喧声虚界惊。
云飞孤树静，月破淡烟明。
入梦弯弓劲，霜凝紫铁轻。

元宵夜
月上寒空夜鸟啼，
平沙滟滟柳烟迷。
灵犀一点惊回首，
正是华灯初放时。

惊蛰日即占（外六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