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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太匆匆
黄军 (市直)

山花烂漫，春色正浓，不待人们细细品
味，猛然就被知了知了的蝉鸣声，吸引提醒
着走进了葱郁蓬勃的炙热夏天；一声雁啾、
几片枫红，不觉又迈过了秋，走进了冬……
四季更替，在忙忙碌碌的大人面前，似乎加
速了她的轮回。于我们上班族而言，朝九
晚五，早早起床，匆匆赶路，折返穿梭于单
位、食堂和家庭之间，日日月月、岁岁年年；
间或加班白加黑、五加二，消蚀磨砺着年轻
人的躁动与心劲，教人学会坦然面对风浪
急流，慢慢历练保持着闲庭信步看云卷云
舒的内心平静。

早些年，央视春晚一首《时间都去哪
了》，不知戳中了多少坚硬外壳包裹着的柔
软内心，让人回味与感概时光匆匆、父母大
爱的生活不易。不知不觉间，我们70后的
那一代，不少都青丝泛白霜、头顶露中央、
脸庞透沧桑。童年的纯真灿烂，少年的意

气豪情，连同那一帧帧泛黄的影集相册，都
被时光封存起来了，不知遗忘丢落在哪个
角落；青春的尾稍早就隐没在岁月的长河
里，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顶梁柱，奋进的脚
步不敢停顿偷懒，丝毫不敢懈怠工作、家庭
与生活，笑脸周旋于社会百态的人情世故
里。

前几天，得知我的老班长仍坚守边疆
未脱戎装，要从新疆来武汉疗养，十年未曾
谋面与联系，内心还是有点小激动。说是
老班长，也就比我早当兵三年，大不了几
岁，孩子还没我的大。但那个年代那段时
光，他给予我的帮助引领，尤其是精神上的
鼓励与行为上的示范，却是我军旅生涯的
标杆看齐与动力催生，追随的脚步印证着
志同道合与目标一致的特别情谊。

那时，十七八岁的我从校门进军营，
远离故土亲人，军事训练、封闭管理、生活

差异带来的心理冲击与精神负荷，还是有
点让人吃不消。而班长，同吃一锅饭、共
住一间房，耦合了兄长、师长、家长的多重
角色，交流互动最频繁，情感也是最真
挚。李班长爱学求进、做事有韧劲，几乎
每天临睡前，都要坚持习练一个小时的毛
笔字；他还时不时提醒我莫丢高中课本，
鼓励我报考军校追寻梦想。也许是他的
学习毅力、认真精神与漂亮书法传到了领
导机关，李班长提干后不久就被借调宣传
部门，专事团史的资料收集、史实挖掘，执
笔第一稿的撰写工作；他倾注了大量心
血，为部队整建制被确认并授予“红军团”
称号提供了翔实史料，作出了无可替代的
幕后贡献。

我考上军校及之后毕业分南疆工作，
就没有机会回北疆老部队，也很难见到老
班长。当兵近二十年的时间，受当时交通、

通信条件影响，加之我们隔三差五就调换
单位变动地方，只是断断续续地通过几次
电话，探亲路过乌鲁木齐匆匆见过一两次
面，2010年我转业回家乡后，我们再次处
于一种相互牵挂惦念的失联状态。

这次武汉相见，才得知老班长好几年
都未回河南休假探亲，身体也出了这样
或那样的毛病，他想借疗养之机回老家
看看。我们回忆当战士时的连队点滴，
无论是吃过的苦、受过的罪，还是当时认
为的不待见，现在聊起都相视一笑，感到
一切的一切都是最好安排，再也没有了
那时的患得患失与计较抱怨。老班长的
面部表情与言语谈吐，始终洋溢着积极乐
观、散发着阳光健康。时光匆匆，我们相
识军营30年，无论何时何地再相聚，岁月
冲淡不掉的仍然是当兵之初的那份纯情
与初心。

童年趣事
胡剑芳 (咸安)

童年时光总跃动着快乐的音符，
现从中捡拾一二共享。

八岁那年端午节，别人家做粽子，
包包子，节日香气浓。可母亲的脚摔
伤了，加上感冒，十分难受。当时家里
又穷，小病只能硬拖着好。那个节日
因没母亲操办，我们家只煮几个鸡蛋
算是对付过节。

看到母亲难受，小小的我想为母
亲做点什么。听同桌说他们湾有木李
很好吃。我就想去摘几颗木李送母亲
吃，因为爬树是我的绝活。

我蹑手蹑脚来到木李树下，好不
容易上了树，可运气不好，一上树就被
主人家发现了，并命令我马上下来。
我垂头丧气地下了树，眼泪像断线珍
珠样巴啦巴啦掉下来，央求道：“我娘
病了，好几天没吃东西了，我想摘几粒
木李给她吃。”

“好孩子，真孝顺，怕你上树危险，
伯伯给您摘几颗。“听了我的诉说，那
伯伯一下就上树摘了一些色泽光亮，
浅黄透红的大个木李给我装满小花
裙。当我欢喜地把木李拿回家，听完
我的陈述时，母亲爱抚地教育道，“谢
谢你的孝心，但没经别人同意，不能摘
别人家东西。”我点了点头，洗一颗李
子放母亲嘴中，我分明看到母亲眼里
闪着感动的泪水。

那次“偷”木李之行，还成就了我
孝顺的美名。十里八乡村民动不动让
孩子学我要从小孝顺父母的行为呢。

儿时的我喜欢看电影，因第二天
要上学，除非在本村，否则母亲是决不
让去看电影的。

有一次电影在邻村放，大人们都
去看了，我和弟弟被锁在家中睡觉。
听说是《小兵张嘠》挺好看的，我打醒
弟弟，说一块看电影去。

怎么出去呢？我们想到窗户外面
有口水缸接应，于是我就搬大椅加小
椅掂脚，我先出去，爬窗户小心下去，
接着把弟弟放下来。

趁着夏夜月色，我牵着弟弟来到
打谷场，电影正热闹地放着。看着机
智抗日的小兵张嘎，我和弟弟乐得手
舞足蹈。电影放完时，我又牵小弟一
路小跑回家，提前上床假睡。

父母回家，讲起电影内容，小弟止
不住插嘴而穿帮。谁出的主意，怎么
出去的？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全部承
认。“你怎么像个男孩呀，不安全知道
不。"被父母亲训斥一顿后，我明白安
全的重要，但看到父母担心比责怪多
时又好生温暖。从那以后，父母亲看
电影时总带我们同往。

记得那年，与小伙伴约好去后背
山打游击战，路过一片莱地时，看到刚
成熟的黄瓜吊满瓜架，于是就心生一
计，用黄瓜作手留弹吧。

于是把大家分成男女生两队，各
占一块菜地。大战一宣布开始，“啪，
啪啪，冲啊！“顿时，两边队员开始投
掷黄瓜，黄瓜如雨点在空中横飞，欢
笑声，呐喊声，来回奔跑中，阵地失而
复得，大小黄瓜也在混战中飞洒一
地，直到瓜架再无瓜摘才宣告大战告
捷。

“谁出的好主意，知不知道连饭
都没得吃，还带人浪费黄瓜。"我在
大人的威吓中承认了错误，罚跪思过
中，幼小的我依稀也认识到生活的不
易，暗想要好好学习，走出大山，改变
贫困命运。

一湾河水东流去，一山笑语漾童
年。一篓鱼虾藏岁月，一脉温情现
眼前。几十载风雨飘过，童心依然
未眠。物是人非中，母亲已故去十
年。

再回故乡，山水依依，老屋依旧。
童年的欢笑远去，但永远融在血液里
的，是那份浅浅的乡愁，还有母亲那轻
柔的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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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哉天下乐，终日在书案”。
很想拥有一张这样的书案，拥有一间

这样的书房，可以和大师静静对话，可以和
自己默默交流，在书中品味“心是莲花开”、
安享“至哉天下乐”。若能远离喧嚣、抛开杂
务，寻个书屋，捧起书本，在墨香书韵里静心
安神、滤除浮躁，无疑是人生的一大乐事。

所幸，就在今年，咸宁已经应市民所思
所盼，开设了一间这样的城市书房。

香城书房，就在咸宁职院过街斜对面
的人行道旁。它由过去一个两层楼的加油
站改造而成，通往书房的石径长满常青的
绿植，显得尤为清新怡人。最吸引人的是
玻璃橱窗上的草色竹帘，微微上卷的帘后
露出飘逸的白纱，将店里的陈设衬得若隐
若现，多了一丝朦胧的诗意。采光好、格调
好，进出这里的人能将书房一览无余。

香城书房，处处体现了布置者的体贴
和细心。紧靠实体墙一侧，摆放的是高高
的书架，上面陈列的全是书，上至儿童绘
本，下至文学典籍、天文地理，一应俱全，适
合各色阅读者。

在这里，大家或读或看或思，只管放任
自己最洒脱的一面，融进另一个世界感悟
人性与生命……香城书房，悄然点亮了这
座城的阅读之灯。人们聚到这里，兴致勃
勃地看着，轻言细语地讲着，旁若无人地念
叨着，谁也没觉得打扰到谁，大家都投入到
各自的书里，共绘一幅其乐融融的“醉心阅
读图”。

书房，多么典雅的一个名词！当你累
了、倦了，想静一静、歇一歇的时候，最好的
方式来到一间这样的书房，时时充实、营养
着自己，也照亮芳香着他人。

当满城的人都愿意来读书，在书房的
一角和大家分享读书的心得和喜悦，得到
心灵的慰藉和满足，我们就获得了无数的
幸福与丰盈。一点灯光、一缕书香就能让
我们破茧成蝶、星辉闪烁——我想，这个时
候，整座城也因此而更加引人注目、更加生
动温润了吧。

香城书房，闹中取静，书香飘处皆天
堂。在这里，仿佛有一种可以让人瞬间安
静下来的力量，就像流畅美好的文字，一派

似水祥和，散发低调而恬静的光芒。
当金色的阳光穿过，轻轻翻动着书页，

在流逝的时间里，陷入书的情节、书的意
境，渐渐的，那些字句、那些章节便染上了
温度、会在你的眼前轻轻跳跃。那时的我
们，前一刻真实下一刻梦幻，前一刻欢喜下
一刻又失落，个中滋味当真妙不可言。

是啊，在香城这间特别的书房里读书，
犹如一场心灵的旅行，可以到远方，与知己
相遇;可以越红尘，与贤者相逢!在这里，手
捧一本好书，就能轻易牵动纵横万里波澜
壮阔的情怀；在这里，细品一杯清茶，就会
自然想起莲的高洁菊的隐逸梅的芬芳；一
句句寻一行行觅，可以回答你的疑惑我的
迷惘，虽然世界那么大，我却心随书而动，
唯与书为友。切莫为自己找借口，说什么

“没有时间读书”，说什么“有时间又没书
读”，最好是“又有时间又有书读”，这才是
幸福啊。

书在手，窗前坐，只恨韶光短；布衣暖，
菜根香，读书滋味长。愿香城遍布这样的
城市书房！

香城有间小书房
廖朝晖 (市直)

我出生于抗日胜利前一年，回想起社
会主义水利建设艰苦岁月，我忘不了那激
越的工地硪歌。

1969年5月，我们金城公社小港大队60
多个民工，在大队团支书带领下，上了30里
外崇阳青山水库工地。上工地前夕，大队支
书在动员大会讲话说，青山水库是造福崇阳
人民水利工程，既可灌溉10多万亩农田，还
能根治崇阳盆地的水患，解决防洪问题。大
家听了心情都很振奋。

我们金城公社民工扎在离坝址不远岩下
陈家。开头任务是大坝清基。到工地一看，青
山河水被围堰拦住，乖乖地绕山边引河悄悄地
流。河床上砂石早运走了。岩石也凿平了。

为了防止库水渗漏，我们用刷帚清除
河床上石缝砂粒大小石渣。一个民工，一
天也只能清洗一二十平米，劳动较为轻
松。不久，我们和三溪大队接受了搭泥砖
打硪的任务。当时，咸宁地区尚无水泥厂，
大坝采用粘土筑中心墙。指挥部派民工用
板车将黄土运来，我们用铁锹锄头加水把

黄土搅和成混，再用手搭成长9寸，高、宽各
3寸的泥砖，工地上一片“拍拍”的搭泥声
响。

用泥砖筑了一层中心墙，就要用石硪
夯实，泥砖软，粘性大，压土机不能作业。
打硪都是选强体壮中青年。指挥部从华陂
畈、大眼泉等地运来七八个生产队打场小
碡磙。在石磙腰上用铁丝缚四根手臂粗杉
木，长的二米，短的半米，就成了石硪。

硪重二百斤，四人各执两根长杉木一端，
喊号子，合力把硪掀近一米高，放手让硪落
下，铺的泥砖就砸出一小圆坑。圆坑中间因
碡磙中间的眼鼓出一个圆凸，极像一个车轮。

为了齐心合力打硪，就须唱硪歌控制
劳动节奏。我们出工时都喜欢哼几句顺口
溜。打硪时多是我领唱：“同志们，大家来，
众人齐心力量大，把个石硪高高掀，修起水
库发大财……”队友接着唱：“修起水库好
发财，九天银河降人寰，旱魔闻信掉头走，
河水不敢再兴灾。”……大家唱着硪歌，高
高掀着石硪，劳动号子此起彼伏，大坝工地

成了火热劳动战场。
同年秋天，咸宁地区组织四县民工大

会战，工地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广播乐曲
声声，为了赶进度，民工日夜三班作业，我
们硪工班40多人，干得更欢。指挥部报道
员把我们唱的硪歌编上工地战报，还改写
成快板，送广播站广播。大家听了自己的
歌，干活格外带劲。

从1969年夏至1971年冬，连续三年，
我大多时间是水库工地度过的，最后那年，
是在青山东干渠铜钟公社刷帚窝地段修渠
道。可以说我是水库工地老民工，青春和
汗水融进了崇阳青山水库，融进共和国水
利事业宏伟大厦。

一晃50年过去了，我从青山水库工地
回来后，由会计改任队长。当初一个20多
岁小伙现已成了年过七旬老人。由于过去
过度劳累，现在腰弯了，背驼了。我百感交
集，可以说，我们那一代青年农民的青春是
奋斗的青春；我们人生之路是奋斗之路，让
大坝会战那激越的硪歌为我们作证！

激情化作硪歌飞
汪铁鸣 (崇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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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幕阜山爱你
刘新明 （嘉鱼）

幕阜山高处,草甸中的几只黑山羊

打量着草尖上的水珠

朝霞的光充盈欲滴

一羽白鹭收拢落日余晖

在大溪湿润的水天间

落落起起

我在这里爱你

在五岳之外的那一岳

在北斗七星注视着的那个洞天

在仁者与智者交互隐藏的那个拐角

炊烟斜斜的，朝着竹林

与穿行的风吟哦，小溪的家

朝着起点，朝着终点

月亮默不作声，一遍遍翻过

一座座山峦

翻看着想念，垂钓着相思

我在这里爱你

在赛锣赛亮最火红的山尖尖

在雕与琢最出神的刀尖尖

在楚瑶十盏酒最挠人的心尖尖

你听，吟唱生命的歌谣，流淌着

大地厚实而绵延的回响

我对你的爱，穿过渺小的苍茫

轻轻，握住清晰的呼吸

茶花
陈晓明 （市直）

我笃信生命在绿色里，一直喜欢喝绿茶。
一茶店老板，多次向我介绍黑茶，并诚邀品

尝。店主是茶人，深谙茶道，我便想试试。她冲泡
出一壶安化黑茶。茶汤入盏后，她说从中可看到春
天，看见宇宙，看透人生，看出无极。我静下心，瞪
大眼，细观察，可什么也没看见。

茶汤仍是茶汤，无春日景色，无生命跳跃，无大
千世界，唯有无边际，无穷尽，无限无终的幻觉。我
明白，这是无极。然而，我看清了黑茶是如此由黑
变红的。一小坨黝黑黝黑的固体，用开水一冲，瞬
间变红，一转眼红得发紫了。更为精彩的一幕让人
眼花缭乱。

茶汤倒入盏中，圆圆鼓鼓，含苞待放，娇姿欲滴
的花蕾闪亮登场了。它不同于汤花四溅，黏黏糊
糊，也不像酒花密密麻麻，层层叠叠，它貌似孪生姐
妹，形影不离，密不可分，一个挨着一个，紧紧贴身
盏壁，围成一个圆圈。茶杯中央，与圆形的舞台一
般，平平坦坦，茶花宛若观众，围成圈，静悄悄的在
等待一场美仑美奂的艺术上演。

茶汤不停地续，茶花在不断地开，色彩不时的
变，红的，橙的，紫的，粉的，静静一会又变换成白色
的。周而复始，花开花谢，花谢花开，花红花白，茶
花总是艳丽的，踟蹰在杯盏四周，不愿离去。

忆母
袁秋英 （赤壁）

梦中慈母语

句句暖心田

苦忆诗笺写

轻吟泪水涟

生前为子女

今日睡寒泉

无奈忧思寄

恩情铸锦篇

咏桂
绘云 (咸安)

三点两点

款款流苏妙曼

浅浅素容

芳雨浮动暗香

卿卿诉诉，细语柔情

迟迟夜阑珊

香期缓缓

一束轻愁绽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