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5月21日 星期二

本版编辑：张西凤 版式：张 瑜 校对：苏 姗

电话：029-87344644 E-mail：mhxw2008@163.com

版 副 刊M4

文竹情话文竹情话文竹情话
乔谦乔谦

思绪 梅方义 摄 (陕煤集团机关)

从过去买东西用粮票、肉票，到如今
商场里琳琅满目的商品；从年少时没条
件上学堂，到如今还可以在老年大学实
现大学梦；从曾经的保温饱，到如今老有
所乐老有所为的幸福感，壮丽七十年，铜
煤老年人生活这点点滴滴的发展变化见
证了时代的发展和变迁。铜川矿业退休
职工 4 万多名，他们爱运动、爱旅游，追赶
潮流；他们虽然满头白发，却精神矍铄，
对生活充满热情，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

“新”老年生活，感受夕阳那别样的斑斓。
一路骑行 一路风景

“现在的我 160斤，以前我可是 220斤的
大胖子，你相信吗？”眼前这位戏谑自己曾经
形象的老先生名叫李登基，今年 76 岁。从
2016年开始骑行至今，骑行带给他的不仅仅
是体重上的变化，血压控制住了、膝关节变
好了、肺气肿也改善了，除此之外，他还收获
了一路美景。

李登基曾经是一名煤矿工人，退休后
他的业余爱好就剩下了打牌，但打牌带给
他的却是体检报告里的各种指标紊乱，最
严重时他甚至拄起了拐杖。“大夫说我膝

关节坏死了，让我换关节，那阵
子我只能拄着拐杖，走路一瘸
一拐。”不愿意手术的李登基在
网上看到骑自行车对关节好，便
买了一辆两千块的自行车，开始
骑行锻炼。起初，他只能在新区
骑骑，最多到大唐养生园，慢慢
地，他能骑到小丘、到照金、到老区，甚至最
远的一次骑到了河南。

三年来，李登基骑遍了铜川的沟沟岔
岔，每天早晨他都会早早出门骑行，小丘照
金香山柳林是他最熟悉的路线，只要不是
瓢泼大雨他都要骑行至少五六十里。“去
年 11 月，我骑到渭南大荔，看了丰图义
仓，然后又骑回新区，我从来不在乎骑多
远，也不在乎骑多快，我就是走着玩着，看
看外面的风景。”骑行给李登基带来了好
身体，更带来了好心情，因为在铜川的骑
行圈他算是年龄比较大的爱好者，所以好
几个骑行社团都邀请他加入。“让我给年
轻人做榜样呢，别人一说就是老李这么大
年龄还能把这个爱好坚持下来。”每个周
末，李登基都要从新区骑到老区参加社团

活动，结束后再骑回新区。“新区这边还是
骑行的年轻人多，周内年轻人都上班，我
也不好意思叫别人一块，我就自己一个人
骑，想去哪就去哪。”李登基告诉记者，他对
自己的骑行要求就是“悠着点儿”，绝不超
强运动，绝不过度挑战自我，出门前检查好
装备，带好药品和补给，安全放在第一位。

李登基说，虽然他持有老年优待证，但
是他出门都尽量骑自行车，几乎不坐公交
车，他打趣自己给国家减轻负担。“年轻的
时候吃了太多苦，老了要为自己活，喜欢什
么就去做什么，最近我打算骑到甘肃庆阳，
到那里去看看不一样的风景！”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我想去桂林呀我想去桂林，可是有

时间的时候我却没有钱；我想去桂林呀

我想去桂林，可是有了钱的时
候我却没时间……”曾经这样
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向人们
展示了一个想要出门旅行却
又无法实现的场景，形象的歌
词唱出了人们对“诗与远方”
的追求。在铜川新区有这样

一位老人，退休后的他有了空闲时间也
有了稳固的经济基础，于是他追寻着属
于自己的诗与远方，走遍了祖国的山山
水水。

老人名叫杨忠，今年 79岁，退休前在铜
川矿务局从事机电工作。退休后他和老伴
走遍了全国各地，访遍名山大川。在台湾，
他感受到了两岸一家亲的热情；在香港，他
感受到了国际都市的繁华璀璨；在加拿大，
他感受到了幅员辽阔、地广人稀却又生活
设施配套齐全的便利，他说，出去走走眼界
确实在不断开阔。说着，老人打开手机相
册，向记者介绍起曾去过的国家。“这是在
加拿大和美国交界的地方，这是安大略湖，
你看这大瀑布壮观吧？在加拿大碰到迎面
走来的人，不管大人还是小孩都会和我们

说 hello！你看那边地广人稀，但是超市里
应有尽有，生活可便利了……”说起旅行见
闻，老人的兴奋劲儿挡也挡不住，相册里一
张张图片定格了他的美好回忆。

“去年我和老伴去加拿大多伦多，我们
两个人坐了十几个小时飞机，过海关也是
自己搞定，没有什么难的！在加拿大我还
自己去超市买东西，虽然我不会说英语，但
是看收银员的手势也能猜明白。”回忆前半
生，养育子女、忙于工作、操劳家务，忙得顾
不上自己，如今却成为了“旅游达人”，杨忠
感慨道，他们这一代人生在旧社会，长在红
旗下，经历过物资匮乏的年代，退休后赶上
了好时代，有退休金，生活无忧，也终于可
以出去旅游开阔眼界。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杨忠说，自
己也没想过，旅游会给晚年生活带来什么改
变，他只是觉得生活更充实了，心态更年轻
了。朋友圈晒图发“九宫格”，每天打两个小
时太极拳，每年外出旅游……他把对生活的
热爱体现在了每一个行动里。

（铜川矿业公司
党委宣传部）

夕阳也斑斓夕阳也斑斓
张欢欢张欢欢席选民席选民杨春成杨春成

世像百态

母爱是纯洁的、无私的、伟大的，母爱是只知道给
予而不企求回报的。我不知道这世上有没有永恒的爱
情和友情，但我知道，无论天荒地老，母亲的爱都像星
星一样在天空闪烁，即使是有云的夜晚，看不见它，但
它依旧会在那里，不曾有任何偏移。

然而傻傻的我却不知道，那最亲切、最温暖的母
爱，竟然一次次地被我无情地忽视。

记得小时候，最难忘的就是妈妈的唠叨，还没起床，
便是“起床了，快点，要迟到了。”“天气冷，多穿点，别冻
着。”“多吃点这个，这个有营养。”“过马路注意安全。”每
一次我都漫不经心地听着，很是不耐烦。有时，叛逆的我
还会顶撞母亲，我不知道，母亲转身后，她默默地流下过
多少眼泪。

上大学第一次离家的时候，我心里的狂喜难以掩
饰，心想：我终于离开了魔窟，离开了妈妈的唠叨，爸
爸的指责。然而，妈妈知道我要走，给我准备的生活用
品，吃的，穿的，应有尽有，生怕我冻着饿着。怕我拿
不动，还不辞辛苦，拎着大包小包，长途跋涉送我到
校。但这一切，在那时的我看来是那么的理所应当。

时光荏苒，一转眼，我已参加工作，结婚生子，也成
为了一位母亲。养儿方知父母恩，这话说得一点没
错。当宝宝呱呱落地的那一刻起，便让我深深体会到
当母亲的不易，为人父母总是想着把世间最美好的东
西都给他，没有一丝一毫的保留。

看着她一天天的长大，她笑，我便笑，她哭，我便比
谁都揪心，她生病时，我多想替她生病。我想，我的父
母当年也是一样的吧。他们的唠叨，只不过是对我爱
的一种体现。三十多年的养育之恩，期间的辛劳，直到
如今，我才深深地领悟到那是何等的伟大。

现在，每到母亲节，我都订束花寄到家里。母亲在
第一次收到花时，她竟感动得哭了，打来电话对我说：

“妈不需要你为我做什么，只要你照顾好自己，工作顺
利，家庭幸福，妈就知足了。”听到这，泪水湿润了我的
双眼。是呀，这些年对母亲的爱忽视了太久，竟没有想
过我的一个礼物、一个电话、抽空回了一次家，就让他
们欢喜好久。

生儿方知父母爱，养儿方知父母恩。所幸的是，当
了母亲，我及时体会到了这一点，所以趁我们还年轻，
父母健在，在关注宝宝的同时，也请及时行孝。莫要等
父母不在了，才恍然大悟，追悔
莫及。 （蒲白矿业公司）

这些年被我忽视的爱
李凤姣李凤姣

三年前的一次偶然，使我决定入手一些自己的花。
那是一次在朋友家的闲谈，无意间我看到他家阳台上养

着的许许多多的花草，我也不懂，只是觉得好看，朋友说，喜
欢就端走。我嫌累，还是空手回家了。回家的路上，我心里
却还是想着那些花花草草，于是拐了弯，径直走去花卉市场。

走着看着，瞥见了一株文竹。当时我并不知道它叫什
么，只是觉得第一眼看过去，青青翠翠，蛮好看。我并没有停
留，继续往前走着。

走着看着，我发现我想要的并不是这些个浓妆艳抹的
争奇斗艳的主，这就像是别人家的女朋友穿了露脐装超短
裙一样，远远的看看还行，真的要是自己的，那是不可以的。

很奇怪，看着这些红的黄的白的妖艳花儿，我心里想的
却是那株文竹。它还蛮安静的，偏居一隅，不争不抢，不言
不语。怎么说呢，男人有时候就是这样，冲你示好的你不搭
理，倒是不搭理你的你却赶着往上贴。

付了钱，我端着它回家了，从此刻开始它是属于我的，这
种感觉很奇妙，像是肩上多了些责
任，还有一丝征服的快感。这种感
觉很奇妙，我很喜欢，我会负责的。

我开始喜欢它了。我给它买
了好看的大大的花盆，跟了我也
算是有个家了；买了精致的鹅卵
石和摆件，就当是置办些家具；特
意让东北的朋友给我寄了优质的
黑土，优质的营养液；甚至专门买
了整箱的“百岁山”矿泉水，给它“特供专用”，毕竟跟了我，不
能委屈了人家嘛，总的来说，我还算是一个负责的男人。

当我做完这一切，我开始爱上了它。
每天我都想着它，下班回来先看看它。看着它一点点

地长高长大，我心里说不出的欢喜。工作的间隙也在恶补
关于它的知识。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我越来越爱它，晴天
雨天每一天，我都能看到它的不同，我满眼都是它。

文竹有它的生长习性，这是我恶补知识了解到的。
可是每一株文竹都是不一样的，都有自己的性格自己的
脾气，这是我所没有预料到的。

渐渐地，它有些泛黄。我以为是我对它不好惹它生
气了。

于是我更加细致地浇水，施肥，换土，加营养液，折腾了
许多许多。而它却越来越蔫蔫一息，越来越无精打采。我
不知道这是怎么了，我有点慌。

后来，天冷了，下雪了，它的枝叶也全部黄了，我看着它

孤独的凋谢，心里十分愧疚。我忍痛剪了已泛黄的枝叶，留
下了根，十分忐忑地憧憬着来年。

孤独的冬天是漫长的，我也习惯了它的陪伴，看着被
我剪得丑陋的根部，我心中是难过的。人一旦习惯了什
么，想要再跳出来，过程是十分痛苦的。

像是大病初愈一样，某一天的清晨，它醒了。悄悄地
醒了，我像个孩子似的高兴得又蹦又跳，是的，它回来了。

换土，浇水，施肥，加营养液。我把我认为好的一切都
给它，甚至细心地把它的家打扫得干干净净，为它铺上了新
买的苔藓，庄重且激动地迎接它的回归。

它渐渐长高，渐渐长大，渐渐恢复了往日的生机。我很
高兴，高兴得过头了，忽略了它和往日有些不同。

可能是我在冬天为它剪掉枯死的枝叶时下手有些重，
伤到了它的根，今年的它有些郁郁寡欢，不再像往日一样迎
着风冲我莞尔一笑，在阳光下冲我摆手，迎合着我的爱抚。
今年的它，似乎总是自顾自地在想些心事，那样子，像极了我

第一眼见到它的冷艳。
后来的日子我发现它变了，

可我假装自己没有发现，依旧如
往日般侍候它。可是变了就是
变了，它今年很快就死掉了，并
且再没有活过来。

我是预知到它会死掉的，有
春就有冬。我只是没想到来的这
么早，并且它再也不愿意回来了。

我很难过，这种难过是一种很复杂的情绪结合，是我
的不甘心加上我的舍不得以及我早已习惯了它的陪伴。
我报复性地扔掉了鹅卵石和摆件，扔了营养液和苔藓，狠
心把它丢在角落甚至再也没有看那被我剪得丑陋的根部
一眼。我很难过。

寒来暑往，云卷云舒，月光陪伴着每一个晚归的人。
我不止一次在深夜里反思我的所作所为，回味着它陪伴我
的日子。聊以慰藉，顾影自怜。

我念着它，可我不再想它，不再幻想奇迹的发生，不再
纠结于已逝的过往。我渐渐地回到了遇见它之前的样
子。可我终究是不同于遇见它之前的我，它用生命陪伴了
我，使我成长，使我成熟。

昨日，我瞥见花盆里生出了一抹绿色，花盆里的土早已
龟裂，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植物，只见它倔强地向上生长。我
冲它浇了点自来水，我的生命里又有
了一抹绿色。（陕北矿业张家峁公司）

青春有梦青春有梦 诗与远方诗与远方
王波王波

作为一个音乐文盲，第一次接
触民谣这种曲风，我是折服在许巍
的歌中。2016 年，这首由高晓松作
词，许巍主唱的歌——《生活不止
眼前的苟且》，新歌发布立即火遍
大江南北。当游子的咽嗓唱出“生
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
的田野”让有故事的人听得真是一把鼻
涕一把泪，一时间这句话成为新一代文
艺青年的人生格言。

为了蹭波热度，我也自我标榜成
“文艺青年”。

闲来没事，就想深凿一下“诗与远
方”这句话。像很多俗人一样，我喜欢
混迹在贴吧、论坛、微博、知乎这些自认
为前端的精神世界里，想通过这些“非
主流”平台，入流在 70、80后的思想境界
里去理解“诗与远方”这句话，要是自己
诗兴大发还可以给论上一番。无奈自
己阅历太浅、少不经事，看到的尽是些
让我站着挨打的话，网友评论满满的都
是毒鸡汤，我一时间差点中了这个毒。

很多人在质疑“诗与远方”这句话
太过于理想，过分藐视眼前，它将对未

来的求知欲直接跳过现实，去过所谓的
诗意生活，真正地把一切苟且用抽离现
实的手段狠狠隔离；百度百科又解释
说：诗和远方的想象虽然美妙诱人，但
要想落地，仍不免回归日常的柴米油
盐；一条置顶的评论说：美好的事物总
是让人憧憬，就像诗和远方的田野，但
是，它们更像空中楼阁，听着让人热血
沸腾，可这东西不能拿来当饭吃；再者
又延伸：父母尚在苟且，你却在炫耀诗
和远方，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远
方的苟且……一条又一条，看得我开始
沉默，看得我竟然无言以对。回到我身
边的现实，好多例子在告诉我生活本就
是眼前的苟且，就是一地鸡毛，大家的
苟且更多是对现实的各种无奈、各种屈
从，不像说出这句的出身书香门第、家

对面就是徐志摩与林徽因的高晓松，不
像整日“人生得意须尽欢”的唐朝富二
代李白，他们理解不了大众眼前只有苟
且，就像晋惠帝问百姓“何不食肉糜”一
样，普通小青年眼前尽是苟且，又怎敢
谈“诗与远方”。

这些言论倒是合情合理，但是自己
是一个矛盾体，我又试图给我看到的、
理解的言论去找悖论。

我的微信头像是著名卡通人物乔
治，刷微博留意到高晓松同样用的这个
头像，紧接着神经质地翻起他的微博，
关于“诗和远方”这个话题，有这么一句
话：每个人都有弯腰捡起六便士的时
候，也有抬头看天上月亮的时候。无关
乎有钱没钱，天上那轮永远免费的月
亮，就是诗和远方。月亮和六便士伴随

我们一生，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
别。就像无论贫富，人们都需要音
乐一样。以我们自己的理解就是，

“诗”不代表要写出精彩绝伦的诗
词，而是人生的诗意，是生活境界；

“远方”也不代表你从没有去过的
地方，它代表的是在这世界上的一

种美好向往，可以是一顿想吃的饭，可
以是一个渴望实现的梦。

所谓学而思，思而学，在我看来，作
为青年一辈，我们可能在生活中遇到过
很多身不由己的人，他们做着自己不愿
做的事情，过着自己不喜欢的生活，经
历着种种苟且，甚至我们自己就是其中
一员。然而我们可以选择生活的态度，
用自己的方式去发现生活的美好，热爱
生活，拥抱人生，去追求诗与远方。许巍
无论多么艰难始终没有放弃诗和远方的
田野，没放弃那片海，一路跌跌撞撞仍然
最终坚持到云开雾散、梦想花开。除了这
现实中的蝇营狗苟，我们的心中应住着星
辰大海。

（建设集团洗
选煤运营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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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情一缕

小桔灯

老公：
最近在村里很忙吧？

这两年，你回到自己的家
乡 驻 村 扶 贫 ，身 在 精 准
扶 贫 工 作 一 线 的 你 ，跟
我交流的大部分内容都
是 在 村 里 的 工 作 、贫 困
户 家 的 事 情 ，我 深 知 你
对 家 乡 村 民 的 深 厚 感
情，也理解你工作责任重
大、使命光荣。

记得你曾对我说，驻
村以来，每天访村走户、
摸清村情，目睹了贫困户
生活的艰难，还有党的政
策给贫困户生活带来的
巨大变化，我好像被你感
染，为弱势群体的艰难感

到深深的同情，也为他们生活得到改善感到无
比欣慰，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党和国家开展精
准扶贫工作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也为咱们
陕煤、澄合在脱贫攻坚工作方面主动担当、积
极作为点赞，同时也真切体会到了基层一线
扶贫干部的艰辛与不易。

刚驻村那会，你给我说和村民接触的事，
从一开始村民的不理解、抵触到慢慢接受、受
欢迎的过程，幸亏你性子好，换做是我肯定干
不下去。去贫困户李大伯家走访，面对“你一个
年轻娃娃能干啥”的质疑，你没有放弃，他不太
搭理你，地头忙农活去了，你也跟着他下地干
活，耐心跟他攀谈询问，认真倾听交流……因
为你的真诚，李大伯开始信任你，积极配合你
的工作，当你联络县上的农技专家来到他家地
头为他讲解果树种植技术时，他脸上的笑容就
是对你的赞许。

因为你的缘故，我对于精准扶贫的有关消
息格外关注，去年八月，我看到陕煤集团微信
公众号推送的《让“澄合甘泉”滋润贫困户心
田》的报道，公司驻村工作队联系，由咱公司实
施的“澄合甘泉”项目，彻底解决了刘家沟村的
旱塬缺水问题，从根本上扭转了靠天吃饭的困
境，助益该村农业生产，这真是件兴利除害的
大好事！整个夏天，你黑了一圈，人也清瘦了，
虽然有些心疼，但确实就像你说的，所有的付
出都是值得的，再累也是欣慰的！

在村里，贫困户王叔家地里西瓜滞销，驻
村工作队及时与澄合矿区工会联系，矿区工
会和基层单位结合夏季送清凉活动，帮其销
售滞销的西瓜，大大降低了损失。为村民解
决看病难问题，驻村工作队联系县中医院、镇
卫生院定期来村部开展健康知识培训和义诊
活动，组织专家上门义诊，将健康送到贫困户
家门口。关注义务教育，驻村工作队深入刘
家沟小学调研，为全校学生赠送书包、文具等
学习用品；为贫困户大学生送去金秋助学金，
帮助贫困户子女圆大学梦，勉励孩子们好好
学习，实现人生理想……爱不分大小，真爱让
人感动，是爱让世界变得美好。

老公，我知道你忙，我理解你、也支持你，
但是我还是要叮嘱你注意出行安全，工作再
忙也要按时吃饭、注意休息，干好工作必须要
有一个良好的自身状态，对不对？下次回来，
我还乐意听你给我说扶贫的事。就写到这里，
祝你工作顺利。

妻：青
（澄合矿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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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留痕

一场雨忽然而至，我只顾蒙着
头在屋里看电视。难得休息的日
子，身心总算有个放松的机会，所
以不想放过一分一秒。屋外的雨越
下越大，似乎未有停下之意。我不
想错过上天赐来的可爱雨精灵，便
拎着一个板凳，来到屋檐下，托着
脑袋，且听雨吟。

天地间响成一团，整个世界白
茫茫的一片，天空中只留下单调的
灰白色。顽皮的雨精灵嬉戏着、玩
闹着、你追我赶着倾泻而下，飒飒
作响。抬头看见，雨精灵挂在眼前
的枣树上，在叶片上打滚一圈后，
不舍地滑落在泥地里，瞬间与大地
融为一体。有的掉入地上临时积起
的水滩中，溅起一圈圈的涟漪。那
些刚掉完柳絮的柳叶尽情地展开纤细的身躯，裹在雨
精灵温柔的臂膀里。放眼望去，远处的庄稼、树木、
房屋都像在水中洗了一样，明亮透彻。这样的日子
里，那些平日好动的家禽们也懒懒地卧在窝里，迷上
眼睛，静静地享受着这大自然神奇的制造。

诗人卞之琳说：“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
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
梦。”此刻的雨精灵是不是也在看着我？不过它的的
确确装饰了我的眼窗。

我心头一动，没做过多的考虑，任性步入雨中，
抬起头，张开双臂，任雨水浇灌在身上。雨精灵噼里
啪啦地在头顶炸开，她们在我的脸上、额头上、胳膊上
亲昵地吻来吻去。她们钻入我的衣袖里，渗进我的身
体里，流淌在我的血液里。家庭、生活、工作中那些流
走的往事，一幕幕出现在脑海深处。雨滴滴在我的皮
肤上，仿佛滴进我的灵魂深处，抨击着我的每一根神
经。我的心像失重一样，在雨的海洋里，淘洗了一千
次。渐渐地，我的身体恢复了弹性，灵魂回到了正确的
位置。雨精灵彻底感染了我，让我的身心和灵魂在雨中
得到了洗礼和重生，我像作了一场荒诞的梦似的。

这些年，我常往来于陕北、关中两地，见了两地太
多的雨。陕北老家的雨豪爽、痛快，浇浇利利地下，痛
痛快快地停，还不时带有惊雷响起，闪电亮起，给人一
股子爽劲儿。而关中的雨多了几分缠绵和温润。尽管
雨势不大，但总也淅淅沥沥地下着，只一会儿就将人淋
得透湿。在这样的雨中，可以安静地坐等日晚斜阳，
也可以泡一杯茶，拿一本书，慢慢地品读冥想。

就像今天的雨一样，大自然的万事万物都有它
存在的合理性和规律性。当神奇的雨精灵出现在我
们眼前的时候，不妨放下手中的一切，放逐心灵，且
听雨吟。

（陕北矿业红柳林公司）

心香一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