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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处花香惹入醉、浓情诗意在长安。在这最美人间的日
子里，与家人和朋友赴位于西咸新区的昆明湖、诗经里和沣河
公园，感受祖国生态文明的新变化，感受美丽中国的魅力所
在。此次游玩，用一路花香来形容再恰当不过了。

进入昆明湖景区只见一座大型古船雕像，汉武帝威
风凛凛屹立于船头，彰显着汉代的盛世往昔。走进昆明
湖放眼望去波光粼粼，栈桥上边满满的花儿令湖面更加
显得妩媚动人。游人在开
满鲜花的长廊里倘徉，如
痴如醉。走过落雁廊桥，
立于桥头，拥抱着碧波荡
漾，身心是如此的亲近水
面，柔软的感觉沁人心脾，
游人聚在这里观鱼小憩，再
往前走，就是一座大理石的
石拱桥，名曰：鹊桥，从桥下往上看，碧空如洗，蓝白相间，显
得格外洁净亮丽，桥柱上雕满了形态各异的喜鹊，这也是
昆明湖主题公园的具体体现。走过蜿蜒的栈桥，我们沿
着公园里的大路前行，这里又称七夕公园，路边矗立的以
和睦家庭为主题的堆雕十几处，有铂婚、钻石婚、金婚、
银婚等，在游玩的同时给人以家庭教育和美的风尚启
迪。下午大家又乘车来到新景区诗经里，走进富有诗意
的国度。优雅的琴声、一座座古典建筑、一池青莲，令人

心顿时沉静下来，这里完美阐释了诗与远方的融合，在游
玩的同时让我们感受中华最古老的诗经文化，眼前不时
有几位着汉服的女子飘然而过，似乎时空转换，令人感觉
回到了汉代，悠扬的琴声掠过耳畔，似小溪缓缓流淌，抚
慰了我们平日里有些焦躁的心灵。地面上扎着小草房的
灯箱、一座古代的小院、一曲古韵流觞把我们带进了风雅颂
的世界里、诗经里……沣河公园的大片芦苇，令人禁不住唱

起了“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有位佳人在水一方……”路
边花架上满满的粉色的红
色的欧月花，迎风摇摆，花
香四溢，仿佛置身于童话
的世界，百步一隔的地上
隧洞别具一格，在隧洞里
隔窗远眺，想象着细雨斜

织、渔人垂钓的湖面，真的是润了心田。
沣河边一个小姑娘打着花纸伞跑来跑去，白色的裙摆似

蝴蝶般在空中飞舞，浪漫的感觉弥漫着。下午的暖阳普
照着大地，“暖风熏得游人醉、人间和气阁春阳”。 不知
不觉已经到了回家的时候，大家带着恋恋不舍和满满的
好心情登上了回家的路途。途中大家讨论最多的是身
边的环境越来越美，感受到了生活
在大西安的幸福。

五年前，我每天下班后辗转于医院、
家和单位之间，我的老父亲因为脑梗住
进了医院，如今母亲也因为同样的病住
进了医院，我又一次开始了每天下班后
的陪护工作。

虽然父亲已经是八十多岁的人了，
但有父母我永远是孩子，每到家门口都
会望见雕塑样的双亲在门口迎我；每到
节假日，四世同堂的家因为有他们而其
乐融融，可谁能挡住衰老的脚步、甚至死
神的脚步呢？尽管父亲非常刚强，每每
有人来医院看他，眼角就有泪痕，由很多
到很少，再到湿润，再到无泪可流……

我明白热爱生活的父亲在弥留之际
对人间的一切美好是多么的留恋，父亲
临终前的几个晚上，眼睛彻夜睁着，从千
里之外出差赶回来的我，终于尽了一点
孝心，把已经穿上老衣停在客厅的父亲
拉了回来，父亲为他最疼爱的小女儿留

下了足足一周的时间，我衣不解带陪伴
在他的卧榻旁，弥补我将近半年出差不
在身边的缺憾。他眼睛睁着，哪儿也不
看，只看我的母亲，一眨也不眨，我坐在床
边拉着他的手对他说：“爸，你放心，家里儿
孙满堂，每个人都会尽心尽力照顾妈的，如
果你听懂了就捏一下我的手。”他照办了，
尽管很弱，可是我感觉到了。连续几个晚
上，他几乎眼睛都睁着，累了就闭几分
钟，接着再睁开，我先是感到那眼睛睁得
好大，他在努力地睁大，可是正因为是亲
人，我一点也不觉得害怕，那眼神就像一

盏油灯在灯油枯尽时突然的一亮，虽然
短暂，却很眀亮，带着仅有的一点光芒。

父亲没生病时常对我说：“你妈这个
女人不简单，和我一起养大了我哥三十
二岁死后留下的七个孩子，其中一个侄
女还在腹中，后来加上你们姊妹七个，总
共十四个孩子的吃喝拉撒，全是这个吃
苦耐劳的女人撑起了这个家。”母亲是
父亲的战友，那年“四清”运动，父亲被
拉去批斗，临走时，细心的母亲把父亲
那支县委书记送的一直也舍不得用的
英雄牌钢笔插在他的衣兜里，父亲执意

留下，因为他怕丢，可母亲坚持插在他
胸前，就是这只笔在父亲的胸口挡住
了批斗者的铁蹄，要不是这只笔或许
胸口的伤就会致命，笔碎了，母亲看着
碎了的钢笔残片，泪如雨下，一向柔弱
的母亲，带着这支碎笔痛骂批斗父亲的
头头，并义正辞严地问他：“你敢说你没
打他？用脚踩了没有？不踩笔咋能
碎？你要敢再对他动手，小心你的狗
命。”果然，他们再也没敢批斗父亲，母
亲用柔弱的肩膀保护了父亲。

这就是父母的爱情，想起父亲临终
前的眼神，我明白了什么叫执子之手，与
子携老。如今再看病榻上的母亲，她眼
神里全是温柔和慈爱，姐姐说：“妈，您
知道吗？我们差点就没妈了！”娘笑着
说：“没见过啥，头割了不就是碗大个疤
么！害怕啥！妈都这么老了，这些年都
是赚来的！”

父母的爱情父母的爱情
□王小侠

这是一棵雪松。
昔日的满身苍翠已不复

存在，肤色枯黄，针形叶子大
量脱落。像风华绝代的美丽
女子，瀑布般的飘飘秀发由稀
疏变黄到无法遏制的脱光，曾
经的美丽荡然无存。从苗圃
里移栽成活，它在这儿生长
了八年之久。八年时光弹指
一挥间，迎来送走了一批批
学子，就像这个单位里的特
殊职工，静静的守着这一方
角落。这是它的工作，安静
的校园有了它，平添了许多
生机活力。夏季里，骄阳似

火，硬化路面像烧红了似的，散发出灼人的热
气，一次次，雪松仅凭那不算健壮的身子顶着酷
热，洒下绿荫。孩子们友好地依偎着它，躲避了
太阳的热力。暴风雨里，风死命地抽打着，它却
紧紧地抓住土层，毫不松劲，风终于败阵了，树
仍然奕奕挺立着，浑身透出胜利者的豪迈。冬
天，厚厚的雪下在树上，压得树枝咯吱作响，树
还是默默承受着重压。树的顽强让一些懂事的
孩子学会了感动，他们从树身上学会了如何面
对困难，在挫折面前，不做胆小鬼。

雪松呈现出萎靡不振是在春暖花开的时
候。周围已经是春深似海了，树们该开花的开
花，该发叶的发叶，连换新叶最迟缓的女贞树
的新叶都渐渐占据满树。它还是迟迟不肯抽
出新枝，人们等啊等，终于等得不耐烦了。意
想不到的是，不祥的征象显现出来了，那树没
有了以往的奕奕神采，树皮开始变枯龟裂，叶
子脱水样变黄变枯萎直至脱落。浇水、松土、
施肥，甚至挂上了点滴……一切的救护措施都
无济于事。它已经义无反顾地行走在死亡的
道路上。人们只是叹息：“多好看的树，能值不
少钱哩，可惜了。”更多的反应是无视。于是，
纷纷探究造成雪松死掉的罪魁祸首，终究不得
而知。像无疾而终的人，走就走了，尘埃落
定。想想而已，不过是一棵树。

作为与人类生活密不可分的树，同人一样亦
有着丰富细腻的情感，对环境气候会作出不同
的反应，只是被粗心的人类忽略掉了。面对一
棵树，树形的美、枝叶的繁茂、花色的娇艳、果实
的香甜，都给人类无穷无尽的享受。没有一棵
树的地方是沙漠，被人称为死亡之海。少了一
棵树，实际上跟少了一个人所带给我们的痛苦
和损失是等价的。在伟大的自然力量下，人如
草芥、细沙、尘屑，有时竟不如一棵树的力量。

站立，是所有树的生命姿态。生老病死，都
站着；电击雷劈，风摧雨打，霜冻雪蚀，也都站
着，这是一种无法予夺的尊严。西北大漠有一
种胡杨树，一千年不死，死后一千年不倒，倒地
一千年不腐，真是一种奇迹。这棵雪松玉树临
风的活了多年，蓬蓬勃勃、葳葳蕤蕤，受到孩子
们的亲近和赞美，那些胖乎乎的小手不知抚摸
了多少遍。陪伴着孩子寒窗苦读，寒来暑往。
当它成为一棵枯树时，孩子们依然围观它、做游
戏，却不会折断枯枝，在孩子们眼里，树分明活
着。它还站着，站着怎么会死呢？是啊，顶天立
地的站着，永远是活着的姿态。

有一种人，看似倒下了，却永远站着，站在
历史的风烟里，站成枝繁叶茂的大树，更是不
褪色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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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看尽长安花一日看尽长安花
□ 张卫萍

□婕妤

此刻我就在你的怀里
纤云不用弄巧 飞星不用传恨
更无须暗度银河
金风玉露的相遇
那只是浩瀚辞海中 一行微不足道的诗句
我无须扯下柔情万缕
亦无须渴盼如梦佳期
更不会去邀请一只云雀
来为我们搭建一座 通往爱的天梯
此刻 我就在你的怀里

风轻 云淡 栀子花开满山间
我将你的小相挂满山坡
每一张都是你青春的颜色
就像崎岖的路 你抓着我的手一起走过
你的笑靥如百合般灿烂
夜空的星辰也比不过你的光华耀眼
我又如何
不在这如水的月色里向着你俯首称臣
我又如何 不沿着你手指的方向
向着闪动在暗夜里的篝火深深凝望

玫瑰花会一瓣一瓣凋谢
细微的烛火也会在大风来时熄灭
牵牛星 织女星会忍痛分离
所有的喜鹊也会将那座赴约的仙桥拆的七零八落
可是 我却是在你的怀里
此刻 我就在你的怀里

就在你温暖如春的怀里
守着葱茏的岁月追忆甜蜜的往昔
不要说信誓旦旦 不要说海枯石烂
直到白发苍苍 直到星河已转
我可否还会在熟悉的山路上 捡拾你发黄的相片
可否还会在这七夕的夜里
看到你 沧浪之水一样
一样布满沧桑的容颜

7 月 20 日，省总工会直
属机关组织所属党员干部
走进了西安新城剧院观看
大型话剧《共产党宣言》，观
看后使我受到极大震撼和
感动，令我久久不能释怀，
让我强烈感受到深藏在共
产党人心底的崇高信念，就
是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话 剧 的 故 事 是 描 写
1927 年 12 月在广州起义失
败后，革命笼罩在一片白
色恐怖之下，面对时代的
风云变幻，女共产党员林
雨霏同志面临着投身共产
主义革命后初心、幸福、使
命、信仰重重考验，最终英
勇牺牲。我从她身上，深
深地感受到了一种震撼人
心的磅礴力量。

英国哲学家罗素说，幸
福是永远相对的，因为宝贵
而珍惜，因为珍惜而幸福，
这永远是获得幸福的真
理。剧中林雨霏同志对谢
婉云说过一段话：“真正的
幸福不是身在豪门，不是拥有大宅和金银珠宝、绫
罗绸缎，幸福来自于内心，来自于投身革命和帮助
穷人。只有这样，即使一无所有，也会感到幸福；
即使失去生命，也会感到幸福……”这就是一名共
产党员的幸福，就是中国共产党人追求共产主义
的最高理想，不以拥有物质的质量与数量来衡量
幸福的标准，哪怕失去生命，也要投身革命。

林雨霏慷慨就义前留给儿子邝为的祖传瓷碗
上，写有八个字：“做官清正，做人磊落”。这八个
字，是对子孙立身处世、持家治业的教诲，也对每
个人的教养、原则都有着重要的约束作用，对现场
每位观众更具警醒作用。林雨霏虽出身于官宦之
家，丈夫也是富商，但她从未忘记家训。加入中国
共产党，参与民主革命救国于危亡，踏上共产主义
的道路，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这些使她从未忘记
自己是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作品中有一段热血沸腾的对白，林雨霏对儿子
邝为说：“一个人没有信仰，就没有追求、没有道
德、没有廉耻，即使拥有一切也会心中空虚；一个
国家没有信仰，就没有正义、没有尊严、没有公
平。”这些正义凛然、慷慨激昂的台词提醒着共产
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信仰，牢记共产主义远大理
想，一步一个脚印向着美好未来和最高理想前进。

《共产党宣言》已发表 170 周年，是马克思主
义诞生的标志，它揭示了人类社会最终走向共产
主义的必然趋势，奠定了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
的理论基础。话剧中女共产党员林雨霏同志对
于共产主义的信仰散发出的无穷魅力，更加激发
了我学习《共产党宣言》的热情，我要始终做共产
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
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

国画 胡凌

寓 言

丑小鸭变白天鹅，惊动
天上人间，鸡鸭鹅请它作成
功励志报告，大雁、喜鹊、麻
雀、乌鸦、蝙蝠、猫头鹰们赶
来旁听。丑小鸭夸夸其谈，
听众如痴如醉，丑小鸭愈加
自命不凡。

在互动环节，树上的鸟儿们突然提出一些敏感问题。
“请问尊敬的小鸭同志，您伟大的父母大人是谁？”大雁直言

不讳，直逼真相，丑小鸭猝不及防。
丑小鸭支支吾吾，遮遮掩掩，半天不

回答，心直口快的乌鸦直截了当地说：“他

爹是赫赫有名的白天鹅大
叔！它妈妈是大富豪王大
爷家里的绿头鸭。”

乌鸦话音未落，会场上
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和异
乎寻常的笑声嘘声口哨声。

喜鹊逼问：“高贵的您不在天鹅湖享福，来养鸡场干
嘛？”

丑小鸭恼羞成怒，连说：“无可奉告！无可奉告！”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众说纷纭。最后，大公鸡说出现

象背后的真相：“它不过是想在我们这里历练镀金，再体验
一下鹤立鸡群的感觉！只可惜呀，它不是鹤。”

丑小鸭的背景丑小鸭的背景
□□陈仓陈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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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家风，自然想起诸如家规、家训之
类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想必是一种值
得传承、影响后辈的文化素养吧。我家没
有这类讲究，但从父母潜移默化、言传身
教延习下来的一些伦理道德和待人接物
的行为举止，往往被身边人评价为有修
养，这应该算是我的家风了。

在70年代初期，好些人家的生活条件
依然拮据。父亲是一家之主，但每月的工
资大多数还是要上交奶奶的。孩子多，母
亲也因受父亲连累下放到农村受苦，难免
会有些怨言，父亲也总是讲：“妈年纪大
了，还能好好活几天，我们还是多尽尽孝
心吧。”话每至此，母亲总是一声叹息默默
垂泪。奶奶比较偏心，总是从我家抠了补
贴四姑，这点父亲也是知道的，但他选择
了孝顺，等我大了一些，总会因此替母亲
抱不平，认为父亲是“愚孝”。但当奶奶真
的离开人世的时候，看到父亲红肿的双眼
和颓丧的身影，我瞬间懂得了那种反哺之
爱，或者说，奶奶是父亲精神上的一种寄
托。爷爷走的早，奶奶拉扯儿女成人不容
易，偏谁向谁哪有老人健在重要。母亲真
的是吃了苦。

一个民国时期的大家闺秀，解放后是
未央区的人大代表、人民陪审员……只要
和父亲划清界线，就可以留在西安，房子
也不会充公了。但母亲没有这样做，毅然
选择了对父亲不离不弃。被下放后，农田
的活，耕种浇收，样样都得做，身边的孩子
们小都帮不上什么忙，父亲离得远也帮不
上，在我的印象中，是母亲袖里袖外黑白

太过分明的臂膊上，那密密麻麻被麦芒被
玉米叶子拉伤的道道血痕，和着汗水，晕
染出的血渍，让我一想起就不由地颤栗，
心疼不已。而母亲表现出来的却总是紧
皱的眉头和紧咬的嘴唇。

父亲最是疼爱我的，但他的“大公无
私”却是对我们的“无情”和“自私”。有两
次当他把涨工资的机会让给生活更贫困
的工人时，母亲的眼睛总会红肿数日。我
是没有见过父母吵架，但从母亲疲惫、憔
悴的神态是能感受到的。记得有一次，我
偶然听到母亲在对父亲哭诉：“你能给人
家孩子安排工作，为什么就不能给自己孩
子一个机会，难道孩子不是你亲生的？对
象都要吹了，嫌他没有正式工作，你就不
急吗？家里的事情你也得操点心呀……”
半晌，只听父亲闷闷地说了一句：“让他凭
自己的本事，我不能谋私。”站在我身旁的
二哥沉着脸走了，扭头看时，恰巧看到他
挥袖拭泪的动作。不由分说我冲进屋里
对父亲吼到：“当个破官有啥了不起，屁用
都没有，还嫌对这个家祸害的不够吗？”一
边冲到墙边伸手撕下一张张贴的满墙都
是父亲的奖状，一边口不择言地喊着：“这
些能当饭吃吗？让工资怎么了，人家得了

好处，整你的时候手下留情了吗？兢兢业
业累到吐血，我们还不是被下放了，我妈
被害成啥样了，你看不到吗？给我哥安排
个工作是应该的，你就这点能耐，用不上
你跟废物有什么区别？”父亲腾地一下站
了起来，还没等抬手，只听“啪”地一声，屋
子里瞬间安静，我的鼻口全是血，我没有
动，任由血流淌，双眼怒视着父亲。这一
巴掌并不是父亲打的，是母亲，她是绝对不
允许哪个子女挑战父亲的威严的。父亲在
家里地位相当高，也只有我敢在他面前放
肆。全家只有父亲拿工资，养活五口人，可
我知道这哪够用啊，都是母亲养鸡攒鸡蛋、
养羊卖羊奶贴补家用的。父亲一个月才能
回家一次，每次母亲都会给父亲增加营养，
鸡蛋炒米饭、肉菜、羊奶，这些过年菜都是
父亲每月探家的专享。每当此时，饭香总
是惹得哥哥们咽口水，而我则卖力的讨好
父亲，诸如揉肩捶背之类，父亲总会避开
母亲偷偷给我留一些“美味”。

我在六个孩子中最小，年龄跨度很大，
老来生女，所以，父亲对我甚是溺爱，从不
舍得碰一指头，此时，看到这个场景，立刻
对妈妈发怒了：“你有什么火冲我发，她还
小不懂事，干什么对孩子下手这么重？”一

把拉我入怀，紧着用手帮我止血。然而被
我愤然地推开了，怒视着他。父亲受伤
了，痛苦地点了根烟大口抽着。母亲严肃
地对我说：“我在教你规矩，大人说话哪有
你插话的份？爸爸做的事都是在坚持原
则，是正确的，而妈妈是在要求你爸爸为
了你哥犯错误，你小不懂，跟着瞎掺和什
么？跟爸爸道歉，立刻。”我没有道歉。当
然，我被母亲揍了一顿，最后在父亲强烈
的拦护下结束。

哥哥总说我是我们家的“刘胡兰”，一
副宁死不屈的样子；而母亲也总在事后
讲，我的倔强总让人有种越打越想打的感
觉；父亲却悄悄对告诉我，女孩子，性格太烈
不是好事。母亲每次打过我，晚上都会趁我
睡着了哭着帮我敷药。我和哥哥最终都是
靠自己从农村考出来的，虽然后来父亲得以
平反，母亲也返了城，但她再也没能回到当
年为之奋斗的岗位上，64岁便郁郁而终。

在我的人生中，除了敬重老人，有礼
有节与人为善之外，还潜移默化继承了
父母身上很多自以为傲的东西，最主要
的就是父亲的刚正不阿与对工作认真负
责的态度，还有母亲深明大义和刚柔并
济的真实，以及母亲那种对生活和苦难
不屈的精神。在后来的现实生活中，无
论我遭遇多么糟糕的事情，都能咬紧牙
默默承受，鼓起勇气全力走出困境，不屈
不挠，这都得益于父母的影响，包括我的
耿直。事实上我的孩子在我身上也学到
了这些美德，这就是我
的家风。

□□高锦萍高锦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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