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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朋聚友野岭间，

深山稀处觅人烟。

拈花惹草且为乐，

一声长啸数重山。

游 大 兴 山游 大 兴 山
□高天成

泸沽湖泸沽湖 玉军玉军 摄摄

多年不联系了，王小我突然给我村里
的群发微信，腊月二十八要在村里举办结
婚仪式，唱秦腔、演皮影，不收礼、管吃喝，
要求我必须参加。母亲也从村里捎话，王
小我的婚礼我一定要回来。

这个王小我，三十出头了，按照辈分，
我还要叫他“爷”呢！听说这些年在国外发
展得不错，怎么想起来回家结婚了。当年
他大（父亲）因为得了肝癌，在死之前省吃
俭用、东拼西凑，家里出了大彩礼给他在邻
村找了一个姑娘，急着抱孙子，他无论如何
不答应，说什么“没有爱情的婚姻是耍流
氓”，他要等自己最爱的女人，等不到就一
辈子就不结婚。顶不住家里逼婚，初中没
毕业就从家里跑了，去外面闯荡世界。学
过厨师、干过水工，卖过水果、摆过地摊，一
直折腾，反正没安生过。埋他大的时候，他
都没回来，父亲死不瞑目，母亲痛哭连天，
王小我在村里落了个不肖子孙的骂名。

过了腊八就是年。腊月里，村里人都
回家团聚，也是结婚的好日子。

王小我的婚礼我一定要参加。“孙子”
参加“爷”的婚礼，是必须的。虽然他年龄
小，骨头可老呢！过去在村里见面还要叫

“爷”呢，这些年，没了陈规戒律，见面打个
招呼就行。

没有想到，这次王小我找了一个金发
女郎。村里的暴发户，靠房地产发财的大

富翁马富贵告诉我：“这个王小我比我
强，给咱村争光了，找了一个洋妞，别看
我有钱，也只剩下了钱，不如人家！这碎
怂厉害很，这次在家里结婚，有光宗耀
祖、衣锦还乡的意思，给村里六十岁的老
人每人还发了一千元红包，他妈的腰杆我
看也挺直了！”族里的老人，也不讲过去
的事了，都握着王小我的手，直说这娃有
出息，欢迎回家。

王小我的婚礼由村长主持。黑黝黝、
个子中等的他穿着中式对襟唐装和漂亮活
泼、穿着纯白婚纱的金发美女手挽着手，在
《婚礼进行曲》的伴奏下，缓步走入村里的
道德礼堂。村长宣布婚礼进行前，按照王
小我的意思，要举行升国旗仪式，国歌完
后，一对新人要唱一首歌。雄浑的国歌响
起，国旗冉冉升起，村里的男女老少都行注
目礼，庄严肃穆。自从村里的小学被撤并
后，再也没有见过这样庄重的场面了。

王小我和妻子用汉语合唱了一首《红
旗飘飘》，迎来了村民们不绝的掌声。沉
寂的黄土地很长时间没有听到这样的歌
声了。

王小我向村里人深深鞠了一躬，然后
告诉大家：“这些年，我一直在外漂泊，感谢
村里老少爷们、叔叔阿姨对我老娘的关心
照顾。今天我之所以把婚礼放在村里举
行，是因为在我心里，无论我走到哪里都记

着这个村庄。尽管这个小村庄不显眼，在
地图上也找不见，可它是我的根，我的魂！”

“我媳妇叫林娜，意大利人，是一个好
姑娘。过去我们祖先从长安带着瓷器到罗
马换取丝绸，现在我沿着这条丝绸之路，在
罗马开起了陕西面馆，专卖手工凉皮臊子
面。咱人实在，小麦是咱村周边人种的，醋
是咱们手工酿造的，辣子都是空运到意大
利的。林娜爱吃辣子爱吃面，她上大学的
时候就常来我店，所以，自然而然，吃出了
感情。”王小我继续深情地说。

“世界是和平的，但有些地方也不安
宁。这些年，我们在国外生活也不容易，但
无时无刻，都能感受到了国家的强大和祖
国的温暖，大家可能都看过电影《战狼》，中
国帮助我们以及其他多国公民撤离了许多
是非之地。每当我看到五星红旗，我就想
起祖国，我的村子。家，不能忘；国，我们更
不能忘。”王小我说完，泪流满面。

忘记告诉大家了。王小我，原名王大
伟，按照他父亲的想法，找了村里的风水先
生起个“大伟”的名字，就要当一个“伟大的
人物”光宗耀祖。后来，王大伟自己把名字
悄悄改成了王小我，他说，走得路多了，眼界
宽了，看得世界也大了，越来越觉得自己渺
小了。“没有国哪有家，没有家哪有我”，没有
强的国哪有富的家，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
家。“王小我”这个名字挺合适自己的。

王小我的家国情怀王小我的家国情怀
□杨广虎

我的老家在陕西关中平原，我出生
在上世纪 80年代初，在区里一个事业
单位工作。每次回老家，童年的小伙
伴们几乎都会提起一个名字，而后便
会感慨万千，这个人是吴丹，村里从小
一起读书的同学。吴丹生长在一个典
型的农村家庭里，记忆里印象最深的
一幕是：一个头发卷着，满脸
汗水开着一辆农用拖拉机拉
砖头的男人，在装满砖头的
车厢里，头上顶着手帕，脸庞
被晒得通红的女人随着砖块
缓慢摇摆，这便是她的父
母。吴丹每次都背着用布块
拼起的书包去学校，一直品
学兼优，印象最深的是高中
那年，她取得了全年级第一
名的好成绩，站在全校师生
面前小声宣读自己的学习体
会，后来，她一直保持着优秀
的学习成绩，1999 年考上了
西安某重点大学，最后应聘到
石家庄某科研所，听说今天已
经在北京定居，用安居乐业形
容她的生活应该最为恰当。

感恩时代，公平公正，给
很多像吴丹一样努力拼搏的
农家子弟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时代
告诉你，只要你努力学习，即使你是名
保安依旧可以成为一名研究生。

我上高二那年，应该是在 1997
年，班上一位男同学辍学了，之后我
们一直没有见过面，直到 2017年春节
我们同学聚会，时隔 20年，我们再见

面时，除去岁月的痕迹，他脸庞黝黑
发亮，神采奕奕，开着一辆宝马，给我
们带着他种植的蔬菜，微笑着告诉我
们，辍学那年正好赶上西部大开发，他
就开始承包农田种植蔬菜。之后，党的
政策越来越好，对农村的扶持政策也越
来越多，他的腰包自然鼓了起来。今

天，他已经种植了五百亩蔬
菜，种植的有机蔬菜也已经进
驻上海超市……

感恩时代，给予每个人
追求幸福平等生活的权利，
即使你错过了学业，只要你
辛勤付出，努力奋斗，依然
会幸福。

讲完别人的故事，该讲
我的故事了，我 1998 年 12
月入伍，2011 年 4 月转业，
把自己最好的青春年华都
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祖国
和人民并没有忘记我，为我
们的就业开启了绿灯，通过
区委区政府的安置性考试，
2012 年我们一同参军入伍
又 一 同 转 业 的 30 多 名 战
友，全都在事业单位上班。
现在，我们都在城区安了

家，过上了幸福安定的生活。
感恩时代，没有忘记最可爱的人，

给予每一位退役军人荣誉和一次生活的
机会，祖国的博大胸怀足以让我们感动。

感恩时代的事还很多，我想自豪地
说，能生活这个伟大的时代是幸运的，
也是幸福的。以后，我们会更加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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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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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职工散文大赛征文选登

随父母在矿上生活的那些年，居住的房子
都是矿上出钱建造的，人们把这房子叫公房。
公房大都建在地势宽阔的地方，房子呈一字形
平行而建，每排房都很长，能住十几户。

我家的房子在最后一排，房子后墙五米
外就是陡峭的荒坡。为了在夏天能有一个
纳凉的去处，父亲花了两元钱从不远处的农
村买回来五棵泡桐树苗，种在房子的后面。
为了确保桐树苗成活，父亲给每棵树都浇足
了水。第二天，父亲还从后山的野地里背回
来一捆野酸枣刺，并且把这些枣刺紧紧地
贴着树苗围起来，然后用细绳绑牢。给树
苗围上枣刺，主要是防止周边农村里养的
猪路过时在上面蹭痒，毁坏了树苗；再就是
避免孩子们手狂，闲得没事在树身上到处
乱刻乱画。泡桐树苗的外皮很薄也很嫩，
一旦树皮被划破，流出透明的汁液，周边就
会干枯，即便树不死，长大后的树身也不会
直挺，到处伤痕累累，很难成材。

房后有一小片闲置的地，长了很多荒
草，可能是当初公家建房取土后留下的。来
自农村的父亲对土地有着很深的感情，看着
这一小片常年荒芜的土地，他眼里瞬间就迸
发出了喜悦之光。

父亲利用休班，整整忙了一天，傍晚时
才把这块只有几十平米的土地整理出来。

每年清明一过，父亲就给地里栽上两行

番茄苗，点种两行豆角、两行黄瓜，剩下的就
撒上一些青菜种子。为了多种一些蔬菜品
种，只能选择套种。

打这往后，这片地就成了我们家的菜
篮子。

父亲种下的五棵泡桐树，没过多久全都
发出了毛茸茸的嫩叶，这些嫩叶长到夏天的
时候都会长得很大。叶子太大，就会吸引孩
子们贪婪的眼球。他们时常会拿了用铁丝
制作的钩子，把宽大的桐树叶钩扯下来，然
后放在头上遮挡炽热的阳光。等父亲从后
窗户看到这些孩子们的时候，他们如同一
群受了惊吓的麻雀，很快就消失了，房后又
重新得到安宁，只有不知疲惫的知了在午
后的树林里唱着夏天的歌……

有一年，菜地的地埂上竟然神奇地长出
一棵娇嫩的桃树。父亲说是野桃树，结的桃
子不会大，没啥用，不如挖了，省得长大后
遮挡菜地的阳光，影响蔬菜生长。弟弟说
啥也不愿意挖掉这棵桃树苗，蹲在那里用
双臂护着。无奈之下，父亲只好依了他。

“爸，啥时候能结桃？”弟弟问。
“早着呢！你们难道没有听说过吗？桃

三、杏四、梨五年。这棵桃树苗现在太小，要
等三年后才能开花。”父亲说。

“等我上了五年级就可以吃它结的桃子
了。没事，让它慢慢长吧……”

第二年春天，五棵泡桐树只有一棵发出
了新叶，其它几棵全部死了。父亲一时半会
儿找不出原因，就问了当地老农。因树苗太
幼小，很难抵抗冬天的寒冷，树长大点就不
怕冻了。第二年入冬前，父亲就给这棵树苗
穿上了防寒的衣服，其实就是用草绳把树身
全部缠绕起来。

桐树一旦成活，长得很快，四年后已
经有碗口般粗了。父亲用手抚摸着泛着
灰褐色光滑的树身说：“再长几年就可以
派上用场了。”

正像父亲说的那样，第三年的春天，桃
树上果真开了十几朵粉红色的花。弟弟高
兴地跟母亲说，今年就可以吃到桃了。弟弟
下午放学回家，撂下书包就去房后看他的桃

花。可那十几个粉红的桃花不知何时早已
被人连枝折走了。弟弟一脸哭相，茫然地站
在桃树前，喜悦之情只让他欢喜了半天。

为了劝说生气的弟弟，母亲安慰：“花没
了倒好，第一年开花人们是不喜欢结果的。
原因是树太小，经不得桃子的重量，树会累
死的……”

母亲说的这些肯定不对，但在我们生活
中，有时需要一些善意的谎言来做调味剂。

桐树在父亲的精心呵护下长得很高大，
树身笔直，婆娑的枝叶在炎热的夏天挡住了
火热的阳光，树下成为街坊邻居大人孩子聊
天玩耍的好地方。

桃树上结的桃子，在未成熟时已经否定
了父亲当初说的话，桃子个头很大。看着这
么大的桃子，父亲很是纳闷，自言自语道：

“野地里长出的桃树，咋能结下这么大的桃
呢？”无法理解的父亲只好笑着摇摇头，有
时给蔬菜浇水也顺便给桃树浇点。

桃树毕竟太小，第一年挂果只收获了二
十几个，母亲给家里留下十个桃子，其余的

都送给了街坊邻居。打这往后，每年邻居家
都会吃到母亲送去的桃，到后来这似乎已经
成为了习惯。

当桐树长得有脸盆粗时的那年春天，地
埂上的那棵桃树花正开得嫣红，矿上来了六
七个人，二话不说，很快就把桐树伐倒了。
母亲上前理论，这是我家种的树，你们为何
要伐了？来人说，凡是属于矿上的地方，种
植的树木一律归矿上所有。母亲无奈地看
着他们把伐倒的树用架子车拉走。架子
车走了，房后只留下一堆树的枝杈和两条
深深的车辙。我抬头看着蓝天，没有一丝
云，但我已经感受到了夏天太阳的炽热。
树下的凉荫已不复存在，孩子们无法再在
树下听大人讲鬼怪的故事……没有了桐
树，似乎生活中缺少了很多鲜活的东西。
即便是补种上几棵树，也无法弥补树在生
长的这些年所耽误的光阴。

后来我才知道，父亲当初栽种树苗的时
候，是希望树木长大成材后能制作两个桐
木箱子。当看到仅剩下这一棵树的时候，
父亲心中做箱子的念想便没有了。只有
这棵桐树的阴凉才能把街坊四邻簇拥在
一起，邻里之情才能更牢固。

桃树一直在地埂上长着，每年都会结
出新鲜的桃子，味道不错，很甜，但这种甜
蜜的味道始终抵不过邻里间的情感。

两 棵 树两 棵 树 □□阎保成阎保成

我在生活中，往往遇到一个
最难缠的对手，就是烦恼。

它有时是明的，有时是暗
的，有时又是不明不暗的，让你
难言，让你沉默，让你痛苦。

它和你较量的历程是无序
的。有的短暂，有的漫长，有的
则忽隐忽现。让你怄气，让你焦
虑，让你厌食甚或彻夜不寐。它
和你纠缠的时间，不分青红皂
白，有时是破晓，有时是午间，有
时是深夜正在熟睡的时刻。

让你恼怒，让你伤心，让你
无可奈何。

它是无情的，残酷的，恶毒
的。它变着法儿折磨你，欺负
你，困扰你。

在我遭难的年代，它肆无忌
惮地诬陷我、刁难我，使我有苦
难诉。

在我病痛的日子里，它雪
上加霜，招来诸多有名无名的
不悦，使我欲哭无泪。在我不
顺的境遇中，它穷凶极恶、张
牙舞爪，要吃人似的，使我有
口不能言说。

它是魔鬼。既鬼又魔，由于
它的肆虐、袭击、毒害，竟毁掉了

人间不少伟大的生命。
徐迟，人人皆知的著名诗人、作家、学者。

因为烦恼于顽疾，在医院坠楼而去。
三毛，大家都喜欢的作家、旅行家。因为思

念逝世的爱人荷西，烦恼久久，以三尺白绫结束
自己于医院的浴缸中。

张爱玲，几乎无人不晓的五四女作家，著作
等身。老年多病，无儿无女，婚姻变故，烦恼使
她在公寓孤身命终。

林黛玉，《红楼梦》世界里的美女。因为爱
情的不可逆，烦恼侵心，忧郁绑身，孤单单吐血
离去，是时，宝玉并未随身。

烦恼是时刻都想走进我们生活的破坏者
和离间者。小心！警惕！省悟！在这丰富多
彩的世界，烦恼不会入睡，它要钻一切空子，
上门造访。

对付烦恼的办法，不能三心二意，不能犹豫
不决，不能优柔寡断，更不能温良恭俭让，只能迎
头痛击。借用伟人的一句话就是，“慈悲不慈悲
是上帝的事情，我们的事情，是送他去见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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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走龙蛇

每到换季的时候，家里都要打扫卫
生。每次打扫卫生，多少都要淘汰些旧东
西，时髦的叫法叫“断舍离”。在不久前的
又一次打扫卫生时，家人指着一个不起眼
的小盒子问我：“这是啥东西，不要就扔了
吧？”那是一只早已看不清原来颜色的长方
形硬纸盒。我有点眼熟，怕错把值钱的东
西扔掉，赶忙拿起一看，纸盒里静静躺着一
支生锈的口琴。

在别人看来，这不过是一支普通的生
锈的二十八孔中音口琴,可在我眼里，它可
不普通。对我、对过去我的家和我整个学
生时期来说，它都是一件奢侈品。因为它
既不能吃，又不能穿，也不能用来帮助学习
和家用。看着这把过去一直陪伴着我的口
琴，许多往事又浮现在我眼前。

我第一次知道和见到口琴，是四十多
年前的事了，那时我还在蔡家坡一家工厂
子校上小学。那时候，大工厂的家属院都
是一排排的平房，一排平房住九户人家。
平房前有几棵树，树下有街坊邻居围的小
菜地，在房前树下菜地之间有些空地。那
时候电视不像现在这样普及，网络还没有
听说过，更别提手机和电脑。每到夏季酷

暑天，晚饭后的街坊邻居、大人小孩都会
不分彼此地聚集在空地上纳凉。这天，我
像往常一样刚刚在房前的树下坐定，忽
然，我家右侧一块空地上传来了一阵阵美
妙且欢快的琴声，我寻着琴声过去，只见
我家东边一个新搬来的叔叔坐在自家门
前，拿个闪着银白色光芒的小长盒在吹，
叔叔的旁边，有一位漂亮的白衣阿姨坐在
那儿伴着琴声在轻轻歌唱……

我被这天籁般美妙的琴声和歌声陶醉
了，不知过了多久，我大胆问这位陌生的邻
居叔叔：“你吹的这是啥？”叔叔说：“是口
琴。”说完他又吹了起来，我静静地坐在他
身旁边听边看……一直到院子里没了纳凉
的人，我才恋恋不舍地离开。至此以后，
每天我都会早早做完作业，竖着耳朵等着
琴声响起，听叔叔吹口琴成了我每天傍晚
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渐渐和叔叔熟

了，他见我这么喜欢口琴就答应教我，前提
是我必须得有一支属于自己的口琴。得到
了叔叔的承诺，求父母买口琴便成了我生
活中的头等大事。

在那个年头，一碗肉臊子面才八九分
钱，让一个工人家庭，有着三个孩子三个大
人吃饭的三代六口之家，为一个孩子花三
块多钱去买一个既不能吃又不能穿，也不
能用来帮助学习和家用的口琴，其难度可
想而知。

一开始，父亲听了我的想法也就是一
笑，根本就没当回事。再后来就是严词拒
绝，告诉我没有可能。眼看买琴无望，灰心
之下我竟然不思饮食、无精打采，像是得了
大病。这下可把最疼我的奶奶急坏了，奶
奶逼着父亲给我买口琴。父亲无奈之下只
好给我买了这支口琴。

口琴是买来了，学吹口琴并不太容

易。叔叔教我找音把位，把嘴唇都磨破了，
学识简谱也很费劲。好在我决心大干劲足
不怕苦，再加之天生乐感不错，经过一段时
间“灌耳音”，我竟然很快就学会了吹口琴
——凡是听过且熟悉的曲子只要会哼哼就
能吹出来。这下好了，每到傍晚，我都会坐
在父母身边求他们教我唱歌，父母肚子里的
歌教完了，就找街坊邻居叔叔阿姨们学。
那时是“文革”期间，有好多歌曲不能公开
唱，私下里父母和街坊邻居就悄悄给我唱。

就这样，在那个可怕的年代，这支口琴
给我和我的家人、街坊邻居带来了无尽欢乐，
口琴也成了我的心爱之物，并一直伴随着我
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直到工作结婚。在
这期间，在无数个月夜里，每当我遇到挫折，
生活遇到困难无法排遣、无人诉说，寂寞、孤
独、伤心、失意的时候，我一个人用口琴吹出
自己心里的旋律，就会得到莫大安慰。

随着我这些年进城买房有了家，生活
变得安逸了，这支曾经与我生活密不可分
的口琴也被我冷落和淡忘了，今天，还甚至
差一点丢弃。望着我曾经的最爱，我不禁
想问自己，在这越来越安逸的生活中，我还
丢弃过什么我本不该丢弃的东西……

一 支 旧 口 琴一 支 旧 口 琴
□徐志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