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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残荷 苗青 摄

 

爷爷去世四十多年了。每到清明节，
孙子黄胜良都要给爷爷扫墓，叩首行礼。
每次都是愁鸦悲啼，凄迷彷徨，无限的哀
思，让他徜徉在无奈与无能的泪水中。

去年的清明节，与往年完全不一
样。雨过天晴，艳阳高照，草长莺飞，天
助人愿。黄胜良来到了爷爷的坟前，没
有像往年那样痛哭流涕，释放内心的憋
曲与压抑，而是用轻言细语告慰先人：爷
爷，我今天给你报喜来了，我不仅摘下了
贫困户的帽子，而且盖起了二百多平米
的两层楼房，装饰一新，用上了各种家
电，实现了您“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愿
望了！

其实，黄胜良有两个爷爷，还有一个
连他父亲也没见过面的爷爷。那个爷爷
的父母早逝，兄弟俩相依为命，和奶奶成
亲没几个月，日本鬼子烧杀奸淫到了家门
口，兄弟俩参加了抗日游击队，都倒在了
日军的枪炮下。身怀六甲的奶奶无依无
靠，匆匆改嫁，与这个爷爷成了家。这个
爷爷家是佃户，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奶奶
就在他家那破茅屋里生下了父亲。爷爷
虽穷，但勤劳善良。老天有眼，喜从天降，
他一下有了妻子儿子。接着喜事连连，土
改了，他家被划为贫农，分到了两亩多田
地。没过几年，又盖起了大小四间瓦房，
成了翻身穷人得解放的榜样。此时，他才
明白过来，房屋既是安身立命之地，又是
财富的象征。

爷爷打心眼里感激党和毛主席。他
还听到了好消息，共产党要帮他们山村修
公路，通电灯，装电话，让穷人过上“楼上
楼下，电灯电话”的共产主义生活。他深
信党和毛主席说得到做得到。

父亲是单传，爷爷崇信人多力量大，
盼望人丁兴旺。母亲好像讨好爷爷似的，
一个接着一个生，一连为他生下九个孙儿
孙女，爷爷乐得合不拢嘴。可是，人丁兴
旺了，房子住不下了，瓦房失修透风漏雨
了。

正在筹备翻新扩大房屋的那一年，
爷爷离开了人世。临终时，他摸着黄胜
良的头，睁大深邃的双眼，一字一句地
说：“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哇，你们这一
代一定会有的。”父母扑通一声跪下去，
撕心裂肺地嚎哭起来，爷爷才闭上了
眼。

不久，改革开放了，村子里的人各显
神通，跑单帮的，做生意的，财源滚滚来。

新房屋、小洋楼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
然而，黄胜良家却处在极为贫困之

中，父母重病在身，弟妹小，人囗多，经常
揭不开锅。他挑起长子的重担，初中未
毕业就踏上了打工之路。父亲瘫痪两年
后离开了人世，母亲又双目失明。黄胜
良只好在家，一边照顾弟妹，一边种田、
打零工，养家糊口。乡村伸出了援助之
手，把他家列为贫困户，时常发放救济钱
粮、被服，温饱总算解决了。三十多岁的
黄胜良才在那破烂的老屋内结婚成了
家。

黄胜良渴望住上“楼上楼下”的房子，
经常想起爷爷临终时的情景，没想到党和
毛主席六十多年前对贫苦农民的美好生
活构想，完全成了现实。他和爷爷一样深
信，“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迟早会有的。
他萌生了靠山吃山，用绿色食品养猪脱贫
致富的念头。租了近四亩荒地，种上了红
苕玉米，第一年试养了两头母猪，五头常
猪，收入不菲。他想大干一番，可急需资
金。就在这时，县农商银行的精准扶贫工
作队进村入户，到了他家。看完了他的猪
舍和庄稼后，立即为他提供了五万元的低
息小额贷款，接着又追加了五万元扶贫货
款。黄胜良放手大干起来，庄稼长得油光
碧绿，猪儿长得油光白嫩，养猪的数量与
收入连年翻番增长。

忽然间，黄胜良时来运转，好事接踵
而至。他家被列为扶贫异地搬迁对象，
建房规划、六万多元的建房补助款，扶
贫工作人员全帮他办好了。没几个
月，他家两层楼的房子在旅游公路边
拔地而起，他像做梦一样住进了新
楼。几代人，几十年的企盼、等待、追
求，虽说来得迟了点，但说来就来了。
黄胜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却想到了
似有神灵在保佑他，自己比爷爷翻身得
解放还幸运。

乔迁新居，乖巧懂事的三个儿女，高
兴得又是蹦又是跳，比当年爷爷翻身得解
放还兴奋。他住进新居的第一件事，就是
给儿女们讲家史，讲扶贫工作队和好心人
帮他家的故事，特别讲述爷爷的“楼上楼
下，电灯电话”情结。他想让儿女懂得感
恩，知道共产党为什么不忘初心，人民的
生活越来越美好。

希望儿女们好好读书，上大学，当博
士，加入共产党。这是黄胜良与爷爷不一
样的念想。

我要亲吻你，石头

也许，你有棱有角的

坚硬，会碰伤

我的嘴唇

你是大山的儿子

不管天塌地陷

不管暴雨骤风

你坚守

生命赋予的追求

总是默默无声

总是心怀故土

沒有鲜花相伴

没有诗酒解忧

甘于在寂静的天空

用执着

喊出一声心底的

风流

在我的眼里

你不是石头

你是那样热烈

那样风情万种

那是生命

最坚实的花

绽放，在月亮的心头

……

在愁海里泅渡

你从旧愁渡向新愁

从寻寻觅觅渡向怆凉沉郁

小风疏雨萧萧的归来路啊

你足足走了一生

一生还是

没有到达那个岸

如风过浩渺的湖面

如夕暮蒙蒙中的秋色

如窗前憔悴的黄昏疏雨

如年年躺在雪里醉醺醺的梅花

那个愁呵，有说不尽的意味

那个愁呵，有穷不尽的美好

相聚，留在你心中是美的

分别，在你的文字里才美丽无比

连同那绵绵的恨意

开成了绝世的忧郁之花

开放在世世代代有情人心头

谁说人比黄花瘦的只有你

谁说满腹心愁难寄的只有你

乍暖还寒时候凄凄惨惨戚戚的也不

止你

你有万千相知

同忧同愁同病，同看残月上西窗

我养的狗六六热不死，冻不死，饿不死，快
活不死。只有一种可能导致灭顶之灾，那就是
六六出门寻找自己的幸福时，被人谋害的。

情形会是如此：六六忍不了孤独，便又蹓
出去寻伴了。那些冬天里打狗主意的人，举
起了麻醉枪，一击而中，人不知鬼不觉地将六
六拖上车扬长而去。

从武汉归来十多天了，六六仍失踪未
归。又是小寒节气，气温越来越低，有人要温
补，六六搞不好早已被无良的人热气腾腾地
下了锅。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六六的离世
更加深信不疑，思念也因而日深起来。

前些时，我在同济陪护老伴一个月，只好
请亲戚每天去照看六六。六六看家里息息无
烟，便不吃不喝，病焉焉的样子，实在饿不得
了才喝几口水度命。楼下亲戚电话告诉我，
说是怕六六要死。

其时我面对着无边无涯的痛苦熬煎，想
不到六六那么通人性，居然也不安起来。天
可怜见，六六这是落魄念主呀。

不忍，只好请工作十分繁忙的儿子抽空

去照顾，他跟六六洗澡，抱被给它取暖，定时
弄吃的喂它，六六又活得精神起来，到处走
动。又谁知，在我归来的头两天，六六外出就
再也没回来，枉了我想与它久别重逢的欢乐，
失落如寒空气在我周身侵袭。

这一回与往回绝对不一样了。往回失踪
一两天它会回来。每次跑出去寻伴玩，都是
满田野山林地钻，回来就粘了一身的苍耳，弄
得浑很难受。苍耳如蝇叮，六六不断地用嘴
与爪子扒，使劲抖摔身体仍是枉然。我帮着
捋，捋得它扭头扭颈的疼。

有一回，也是担心了两天，时时想它立即
出现，留意周围声息。那次居然就有了惊喜，
我在12楼顶听到前面林里有狗叫，下楼去试
着呼喊。才喊两声，远远地，六六久别重逢般
跑到我面前，激动难抑，跳起来用前爪轻搭我
身，又绕着我转，用舌头舔我脚。那个亲呀，
像小孩样逗。我返回了，六六跟在身后，老一
会儿也没跑到我前头去。一般情况下，六六
总是跑到前头，停下来用眼望着我，待我近前
时，它又蹦跳着在前头了。这次怎么啦？待

我往后看时，它却跑转了去山林。跟在它身
后的有只小黄狗，半天走不了几步。六六很
无所适从，一会儿想跟我走，一会儿又返转去
小狗身旁。我知六六不会失踪，便径自回了，
六六不一会也跑回了。它无奈地舍下那只小
狗，还是安心回家住了下来。

六六是公性杂交狗，舌头有斑，据说属于
猎狗。六六刚来时才出生不久，从街上跟脚
爬上上山石阶，便成了儿子孙子的收养对
象。养到两个月才因为房小送到我这边的。
两边养，养出同样善良的秉性，它从不吠人，
更不咬人。我曾慨叹：父善儿善孙善，养只狗
也这么温驯！

六六善解人意，虽缠人却不为难人。知
我要下楼就立即钻进电梯，呵它出去，它便在
地上仰着，举着一对前爪求情，是要跟脚的意
思。我马脸呵斥或用脚轻踹它，它就乖乖回
窝躺着了。六六也有讨嫌时，它爱衔鞋，常把
邻居的鞋拖得楼上楼下乱丢，每回发现后，我
都要举起鞋教训它。六六一见我擎起鞋，吓
得就跑，不过也只跑几步便停下望，一副无辜

样子令人怜悯。我做出狠打的架势，六六抬
起一只前爪，像告饶一样让人不忍心。知错
知眼眉的六六，常像记不住打的小孩，屡错屡
犯，却也因为知错的样子，仅仅受到批评而
已。只一回心情不好，用鞋狠摔它，它呲了牙
呻吟了一两声，便跑去几步，知我不会再计
较，又跑回来小心翼翼地在窝边走。

六六曾十分惬意地生活了一段时间，那
段时间也是我最潇洒的时候。我得过且过，
无忧无虑，什么都不在乎，什么也不操心。它
哪里都不去，主人回了，就早早摇头摆尾，还
扭动前肢表示很快乐的样子。每回给它吃它
都要跳起来，用后腿立着，以示亲热、高兴、感
激。吃了就蹓一会，或躺在门外，一步不移地
看门。毎回睡过后，它都要伸懒腰，很是知足
休闲的。它两条前腿向前斜伸撑地，后腿后
伸撑，很是轻快和悠闲地打个哈气。那神态
比游荡山野不问世事的隐者还可爱几分。

这些天除了想六六的憨、善、亲、义、忠，
别无他法。天冷一分分加重，失去六六的失
落亦排遣不去。

六 六
孔帆升 （通山)

爷爷的念想
陈晓明 （市直)

绝世的忧郁之花
——致李清照

刘伟 （市直）

石头
胡昌平 （嘉鱼）

定量适量献血有好处

献 血 专 栏
大量科学研究证明，献血者在为社

会奉献爱心的同时，也改善了自己的身
体状况，为自身的健康进行了“投资”。

科学家运用血液流变学与血液动
力学对血质与献血的关系作了研究，发
现定期适量献血，特别是单献红细胞和
血小板等有形成份，可使血液粘稠度明
显降低，加快血液流速后，脑血流量提
高，从而达到缓解或预防高粘血症，使
人感到身体轻松、头脑清醒、精力充沛。

献血对减少心脑血管病的发生也
具有积极的作用。芬兰一研究小组对
2682名42-60岁的男性进行调查，其中
两年里至少献过1次血的人在5年内发

生急性心肌梗塞的比例，比未献过血的
低86%。美国一心血管病研究小组的
研究亦表明，在3年中，献血者（男性）患
心血管病的危险仅为未献血者的一半。

男子献血还可减少癌症的发生
率。《国际癌症》报道，体内的铁含量超
过正常值的10%，罹患癌症的几率就提
高，适量献血可以调整体内铁含量，预
防癌症。该文还提到，中青年女性因月
经周期性失血损失了一定量的铁质，故
未发现这类女性的含铁量与癌症发生
有明显关系。

有研究表明，定期献血的人比不献
血的人更不易衰老，一旦遇到意外事故
也有较强的耐受力和自我调节功能。
曾有学者对66岁以上的332人（献血
者）与同年龄、性别的399人（未献血者）
作前瞻性对照研究，结果显示，献血组
平均寿命为70.1岁，高于未献血组的平
均67.5岁；遇到意外事故，献血组的存
活率为67%，高于未献血组的40%。从
上述分析来看，献血者由于血液新陈代

谢较未献血者旺盛，其寿命会延长。
大量研究表明，健康的情绪可通过

神经、体液、内分泌系统沟通大脑及其
他组织与器官，使其处于良好的状态，
有益于人体免疫力的增强，抵抗力的提
高。而献血是救人一命的高尚品行，献
血者在助人为乐、与人为善的同时，情
绪也处于最佳状态，对健康有益。

为什么天天需要健康的人参加无
偿献血？

目前，咸宁市各级医院每天都有数
百名病人急需输血救治，每年临床用血
量达7吨。为满足救死扶伤所需血液，
每天需要100余名健康适龄的爱心民众
参加无偿献血。适龄健康公民一年内
每人可献血两次。血液的宝贵还体现
在另一方面，它不能永久保存，它的“保
质期”仅有35天。因此，血液不能大量
采集，长期储存。为了给那些躺在病床
上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献上“生命的
礼物”，我们希望献血者的热情永续不
断、连绵不绝！

献血热线献血热线：：82650788265078 1812036067918120360679 1897181501818971815018
献血地址献血地址：：市中心血站市中心血站（（温泉幸福路温泉幸福路11号号）、）、中国信合中国信合（（大商城对面大商城对面）、）、光谷广场光谷广场

市中心血站热忱欢迎广大市民踊跃参加无偿献血市中心血站热忱欢迎广大市民踊跃参加无偿献血，，奉献爱心奉献爱心！！无偿献血光荣 利国利民利己无偿献血光荣 利国利民利己

邓铝松遗失位于通城县隽水镇大坪乡九房村五组
的土地使用证，编号：隽集用（2012）第007344号，特声
明作废。

崇阳县天城镇蛤蟆石村遗失开具给咸宁市慈善会
的湖北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收款收据一张，号码：
0070089，金额200000元，特声明作废。

徐军利、李丹遗失碧桂园温泉城翡翠山一街62号
房款收据2张，票据号码：0059967（金额7526元）、
0062255（金额33895.28元），特声明作废。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崇阳县支行营业部遗失白金卡
一张，卡号：623698520000086631，特声明作废。

湖北省储备粮咸宁储备库有限公司遗失程松印鉴
一枚，特声明作废。

咸宁市老年大学遗失空白收费票据一本，号码：
01380101-01380150，特声明作废。

嘉鱼县团湖食品贸易有限责任公司遗失营业执照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1221MA48YFUE31，
特声明作废。

咸宁市市政工程有限公司遗失湖北省行政事业单
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一张，号码：02367149，金额
108958元，特声明作废。

咸安银泰百货老庙黄金专柜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92421202MA4AQLGX4C，特声明作废。
温泉老庙黄金银楼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92421200MA4AQWLE04，特声明作废。
吴 杨 遗 失 就 业 失 业 登 记 证 ，编 号 ：

4212022014032378，特声明作废。
彭 军 遗 失 就 业 失 业 登 记 证 ，编 号 ：

4212022014035013，特声明作废。
吴 作 云 遗 失 残 疾 人 证 ， 证 号 ：

42230119710501093X62B1，特声明作废。
程 宜 生 遗 失 就 业 失 业 登 记 证 ，编 号 ：

4212022013004539，特声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

本报讯 通讯员李名水报
道：近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组织机关干部进行普法知识
考试，全体职工取得了较好的
成绩，平均得分97分。

按照市普法办统一要求，
该中心一是高度重视，为方便
大家考前复习，安排专人提前
在中心QQ群和微信群内上传
了考试通知和复习题，明确要
求做好考前复习，积极应考。
二是精心组织，对照我省国家
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及考试平台
会员名单，认真梳理参加考试
人员，确保参考人数不疏漏。
同时，严肃考试纪律，要求各参
考人员将本人参考照片反馈至

中心办公室，防止代考。中心
党组成员也带头参考，科级干
部积极参加，全中心参考率达
到100%。三是以考促学，注
重考试实效。将普法考试成绩
作为年底个人考核内容记入档
案，对考试成绩不合格者除必
须参加补考外，还要取消当年
评先记功的资格，做到普法考
试不流于形式，以考试来促进
学习法律法规知识的目的。

通过采取多种措施，促进
了年度普法考试工作的顺利进
行，提高了该中心干部职工学
法、知法、守法、用法的自觉性，
推动了“七五”普法依法治理
工作的深入开展。

1月28日下午，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积极响
应市委、市政府号召，组织中心干部职工赶赴创卫包
保责任区开展扫雪除冰行动。通讯员 胡桓 摄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协办
服务热线：8130231 8273649

市公积金中心举行普法考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