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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如此简单快乐如此简单
戴希

起初
是我牵着小狗上街溜达
小狗边蹭边嗅
有时靠向树干拉尿
一路活蹦乱跳
好像任性的孩子

后来
是小狗拖着我在街上游走
我看看风景哼哼曲儿
有时索性靠墙而立
什么都可以去想
又什么都可以不想

多少车辆鱼贯而过
多少花香随风飘舞
一阵音乐骤响
我们踏着鼓点而返

快乐如此简单
人生哪有烦恼

农田耕作的父亲农田耕作的父亲
丁宇

被时间翻阅的日历
再也找寻不到你的身影
那场雨季如期而至
我聆听到岁月的脚步
在回首中
轻轻走过越发模糊的视线

那截生命的水域
依旧在思念中潮涨潮落
仿佛结束农田耕作的父亲
置身于苦涩的黄昏
总把一种希望
磨砺得如同手中挥动的镰刀

无法重复周而复始的传递
被月光击碎的记忆
在故乡守望的尽头
散落成满天的星星
为你写下的诗句
变得不再平平仄仄
而陪伴我走过的那些时光
却依旧浮现在音乐的边缘

我是含着泪读完《卖米》和《<
卖米>背后的故事》的。天妒英才
令人唏嘘，寒门贵子给人励志，师
生情深让人感动。想着与“琼宝”

“毅宝”有太多相似的童年经历，心
中思潮万千。

因为家庭成分的原因，父亲成
家很晚。我九岁那年的端午前夕，
母亲因故离世。撇下了 51岁的父
亲和四个尚未成年的孩子。那一
年腊月，大姐才满18岁。

在那个物资匮乏、紧衣缩食的
年代，农村很多“富人家”都舍不得
送孩子读书。开明的父亲吃尽千
辛万苦，送我们姐弟读书。大姐小
学毕业。成绩不错的二姐初中毕
业放弃复读。实在迫于生活压力、
上了四年小学的三姐在家里算读
书最少的。但这足以是父亲用坚
强的臂膀给我们换来的最宝贵的
财富。

父亲生于 1935 年，读过五年
“老书”，深谙人情世故。农村人家
办喜事，多要办礼回礼、安坐陪客、
写书回帖、调处矛盾。要是有个失
误什么的，人家都会“拿错”。读过

“老书”的父亲既遵循守旧，又不失
与时俱进，往往令办事的人家皆大
欢喜。公道正派的父亲因此在村
子里的威望也越发高起来。

由于家庭出身，那个年代父亲

想学手艺是学不成的。可天资聪
颖的父亲除了种田是把好手，什么
砖匠、木匠、篾匠的活儿，他也样样
精通。家里的猪栏炉灶、锅盖板
凳、竹篮菜篓，都是父亲闲暇时一
手一脚做出来的。精致的物件惹
得左邻右舍羡慕，父亲都会毫不吝
惜地挑最好的竹篮菜篓叫我们送
去。

那时的农村过年，家家户户都
要熬米糖、做豆腐。这些是父亲的
拿手好戏，而且从不“走手”。为了
过年有个好“彩头”，大伙都想请父
亲去帮忙。每当小年前后，也是父
亲最为忙碌的时候。

我们当时的家境在周边家喻
户晓，学校对我们姐弟也格外开
恩，什么时候凑齐了学费什么时候
交就行了。父亲也不用为此频繁
到学校找老师校长了。

每年暑假“双抢”，农活都是从
半夜里开始。父亲和姐姐们在田
地里干活，晒谷看鸡、烧水煮饭便
是我的任务了。记得一次傍晚大
家收工很迟，我跑去帮忙拿农具，
在田埂上被蛇咬了脚，疼了半个多
月。至今想想还后怕。

为了全家生计，每年割完晚
稻，种下油菜到过小年这段时间，
便是父亲进城“做小工”的时段。
三个姐姐自然是“穷人的孩子早当

家”了。
三个姐姐相继出嫁成家。为

了娘家生活能好点，“出嫁还帮娘
家做两年”成了姐姐对父亲最有力
的支持。

为了父亲的厚望和减轻家里
的负担，1993年中考，我选择了读
学费低、读三年便有“铁饭碗”的师
范。十六七岁的年纪，尽管是在学
中玩、玩中学，但农村的孩子知道
家里的苦，丝毫不敢“挥霍”家里的
血汗钱。还暗暗地努力，争取拿到
较高的“奖学金”。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
苦寒来”。这曾是父亲写在家里柱
子上次数最多的春联。父亲离开
我们快九年了，他的言传身教无时
不在影响着我们姐弟四家。我们
将“家和万事兴”作为家庭微信群
名称。家家都出了大学生，应该可
以告慰父亲。只是如今的孩子，条
件再不像我们年少时那般艰辛。
但我坚信人生中，付出与收获、吃
苦与回报是对等的。只希望孩子
们通过我们的回忆，了解过往岁月
的不易，珍惜当
下，磨砺自我，从
而 做 到 健 康 生
活，学会求知做
人，懂得知恩感
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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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逼
着着
老老
人人
去去
种种
地地

段敬东的父母是
被 儿 子 逼 着 去 种 地
的。那天吃完晚饭后，
当局长段敬东对 60 多
岁的父亲和母亲说“从
下个月开始，你们二老
还是去城郊料理那片
土地”时，二老就呆住
了。

段敬东的妻子茹
云一听，也不解地说：

“你说什么话呀，怎么
能让老人去种地呢？”

“老人闲着也是闲
着，做一点小劳动有益
于身体健康。”段敬东
说。

“不行，你看，他们
都这么一把年纪了，还
怎么劳动呀，你这样做
传出去不让人笑话！”
看着两个老人的脸色
不对，茹云更加生气地
说。

“我不怕笑话，只
要老人身体健康！”段
敬东说。

“好了好了，都别说了，我们去还不
成吗，省得在这里碍手碍脚的！”段敬东
的父亲是个直性子人，又在部队当过
兵，一听儿子说这话就有些生气，再听
到两人争执，他想，一定是儿媳烦他们
了。所以，当老伴还想说什么时，他拉
住她说：“你也不用多说了，咱们下个月
就去。在这城市里住，我都快闲出病
了！”

本来，老两口是在外县的乡下住
的，后来儿子在城里当了领导后，看着
他们年事高了，便要他们卖了房子租了
土地搬进城来。在当地，农村人看到儿
子成器，一般都会在老年时进城享福，
哪知道才进城一年多，儿子居然逼自己
去种地，老人哪会不生气呢？

夜里，茹云不解地问段敬东为什么
要这样做，段敬东说真的没什么，都是
为老人好。见问不出个所以然，茹云唠
叨着说，我看事情不会这么简单，肯定
你在打什么歪主意，段敬东说：“老婆，
真的没有！”

过了几天后，在父亲生气中的催促
下，段敬东就开车把两位老人送到了郊
外。两位老人到地里后，看到土地很不
错，而且儿子早已按农村家里的房子式
样给他们盖好了两间不错的房子，里边
电视和用具都很齐全，两人才消了一些
气。便在那里安了家。

实际上，住下后，两位老人才发现
儿子租的地很宽，大约十多亩，并且还
有一个鱼塘。而那些地，主要是儿子开
工钱请民工来种蔬菜。两个老人并不
需要天天去种地，而是看守那片地，平
时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郊外空气新鲜，
到处是绿色，让人心里觉得特别的舒
服。所以，过了几天后，两人还真爱上
那里了。特别是当第一季蔬菜卖完后
发现赚了点钱，两人脸上都乐开了花。

更让人们不能理解的是，后来，曾
经在生意上发了大财的岳父母生意上
受骗，几乎赔光了所有家产，当二老来
投奔他们时，段敬东也居然让二老去城
郊种地。这下，不仅使岳父母两人脸上
挂不住，连段敬东父母也生气了，专门
从地里跑回来大骂段敬东，可段敬东仍
然没有改变主意。

倒是岳父母想得开，当茹云生气地
劝段敬东别把事情做得太绝时，二老竟
反过来劝女儿，说他们去与段敬东父母
一起在郊外生活也不错。

从此以后，城郊的地里出现了两对
60多岁的老人。而家里的茹云，却变了
个人似的，经常没事找事地与段敬东吵
架。倒是段敬东可能自知理吃亏，很少
与她争吵。

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不久，
段敬东不管老人生活的闲话传得满街
都是。段敬东走到哪里都有人在指着
他的后背骂，而他的下属人员也越来越
看不起他。

这天，段敬东下乡检查时，刚与村
民们谈问题，村民们就笑他对老人不
敬，没有资格来指导工作。段敬东笑着
正要开口说话，却突然一头栽倒在了田
埂上。众人七手八脚将他送往医院，可
人却在路上就停止了呼吸。

在段敬东的遗体告别仪式上，看着
哭成了泪人的家人，很多人都在说段敬
东不养老人，却把老人伤心成这样子。
邻居一妇人还大声说：“不管老人，真是
报应！”刚从外地出差赶来的市委副书
记看了他一眼后，大声说：“全都是误
解，敬东是个相当好的同志！”

后来，那位市委副书记在遗体告别
仪式上说：“通过段敬东同志日记，我们
了解到，他在发现自己得了癌症以后，
却没有把病情告诉别人，而是忍着病痛
一直坚持工作。他在日记里写道，他之
所以背负着骂名逼着老人到郊外种地，
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生病后，担心妻子一
个人无法扛起繁重的生活，所以想让老
人能在今后的一段日子里仍能自食其
力，不给任何人增加麻烦。他还说，老
人每天与自然结合，吹点风晒点太阳出

一身汗，身体会更加
健康！”

听着市委副书记
的介绍，主持人哭了，
现场到处是人们的抽
泣之声……

巴尔干半岛行纪
柳国发

长白山初游长白山初游
段兴朝

久慕关东第一峰，初来揽胜兴尤浓。
银波滚滚从天泻，巨木葱葱与壑融。
峻岭皑皑昂白首，龙潭汩汩隐仙踪。
登高感慨关情厚，望断邻邦云几重。

晋谒林则徐销烟池旧址晋谒林则徐销烟池旧址
胡水琦

百载风云志未磨，虎门负手瞰清波。
一池还忆当年事，四海频传正气歌。
生死吟来心且壮，英雄老去恨犹多。
铮铮铁骨垂青简，毅魄长留固九河。

咏咏 泉泉
朱苏

破壁还成喷雪姿，昆冈漱玉久称奇。
分明地窍初开处，想象天河暗转时。
奔海心情安可怠，同流身世不须知。
林间好月如相趁，石上何妨蓄一池。

赴共青赴共青万商城采风万商城采风
曹初阳

群峰起接烟霞访，嘉客频来人在望。
一席清谭往事多，三杯薄醉幽襟放。
荷风度水泻初心，竹影当窗酬晚唱。
槛外青冥半入湖，蟾光谁挂云帆上。

叶传光

百里驱车雨气濛，宽平大道早相通。
依稀鸡犬传村际，次第峰峦入望中。
草色不输花色好，溪声孰与市声同。
情知春晚繁花谢，自有青郊任采风。

也读也读《《卖米卖米》》
李学华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周年、
庆祝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日
子里，我带着一种怀旧探真的情
结,参加了欧洲巴尔干半岛游。所
到之处，且行且思，更进一步加深
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
信和道路自信。

欧洲巴尔干半岛，是人类文明
较早发祥地之一，也是 20世纪在
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和影响
下，先后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最多的
地区，其中，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
联邦共和国最有代表性。这是个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存在于
1945年至 1992年的巴尔干社会主
义国家。1992年后开始解体，改变
了社会主义性质，分裂为塞尔维
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马其
顿、波黑、黑山六个国家。这些分
裂后的新国家之间因民族问题又
产生了一系列的暴力冲突，一度发
展为南斯拉夫内战。在进入半岛
后前往克罗地亚十六湖国家公园
的途中，我们路经一个叫卡洛瓦次
的小镇，导游特意让司机把车开到
一处地方，这是 1990年至 1995年
克罗地亚从前南独立出来时，克罗
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之间爆发的
一场民族对立的战争主战场之
一。在这场战争中，卡洛瓦次的 5
万克族人就死了 2万，战争的残酷
可见一斑。为了让人们永远警惕
战争，永久追求和平，现克罗地亚
政府决定在当地建立战争博物
馆。我们前去参观时，博物馆正在
建设中，馆舍房屋边的广场上摆放
了各种武器，有重型枪炮、各式坦
克，还有飞机残骸、架设的导弹；在
周边其他的民房墙壁上，依稀可见
累累弹痕，仿佛向过往的人们诉说
着昨天的民族大耻。

我们游览了莫斯塔尔古桥，这
座古桥是 16世纪建造的，横架在
内雷特瓦河上，拱势高耸，非常雄
伟，但在 1992 年前南解体的腥风
血雨中也未能幸免，主体被炸毁，
石块跌落河中，岸墙上还有很多残
旧的弹痕。今天看到的古桥是波
黑独立后，由联合国有关组织协
调，前南和周边几国联合修复的，
这反映出了前南人民合力回天的
期冀和力量，感赋于此，口占一绝：
五百年前拱土峰，分邦战火塌根
墉；一江合水回天力，旧石新搬垒
九重。

此行游览印象最深的还是参
观了多处世界自然或文化遗产，主
要分布在前南各国，尤以克罗地亚
为盛：有十六湖国家公园，从底向
高走逆盘，层层短瀑激回澜，堪比
我国的九寨沟；有戴克里先宫，建
在 1700多年前，古城环绕，神殿圆
拱，临海澄碧，遗迹叠丛；有杜布罗
夫尼克古城，被誉为欧洲最美的黑
珍珠，到处飘荡着深巷酒香和港湾
惬意。在黑山，当我们走进世界文
化遗产科托尔古城时，正碰上有一
个马拉松比赛在进行，这个只有65
万人口的贫穷小国，是最后一个从
前南独立出来的，今天也在借着古
城咏叹，把旅游和体育结合起来，
带来难得的一时繁荣。在波黑的

萨拉热窝，我们寻觅到了电影《瓦
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的场景：钟
楼、铁匠街、清真寺绿色的圆屋顶，
尤其是看到了被称为一战导火线
的拉丁桥，它的北端就是当年萨拉
热窝事件的现场：热血青年只一
枪，拉丁桥北折皇殇 ；干戈帝国恣
波纵，祸及全球夜未央。至今，街
头的柜窗中，还陈列着热血青年和
被杀皇储的实物照片。在斯洛文
尼亚来到了最著名的布莱德湖，这
是阿尔卑斯冰川移动，在 14000年
前形成的“仙湖”，现在是欧洲新婚
佳丽举行婚礼的“爱情湖”，爱河洗
玉，远钟遣孤，别有一番心地意
境。在看到的所有名胜古迹中，最
有历史文化品位和自然滋养灵感
的要数马其顿的奥赫里德，它是世
界自然文化双遗产，深蓝的湖水给
拜占庭艺术家以灵感，斯拉夫文字
的起源对文化的推广和传播起到
直接作用，文博馆的石藏传送了亘
古远天的秘密，林立的教堂仿佛置
身“耶路撒冷”，古老的罗马斗兽
场而今仍是传递快乐的露天剧场，
这些富有品味的自然文化景胜带
给此地旅游者络绎不绝，成为人们
寻求宁静、洗刷灵魂而又沉浸快
乐、收获酣唱的人间天堂。所有看
到的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都经历
了一个共同的时期而独具特点，那
就是都经历了社会主义历史时期
不但被保存下来，而且有修复，有
发展，如今都是旅游经济的增长
点，这从侧面说明，保护自然生态
环境和历史文化传承早应成为社
会主义建设的题中之义。

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和保加
利亚，也是我们此行想着意了解的
国家。它们也都曾是共产党领导
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受苏联解体的
影响、西方势力的渗透和宗教信仰
的泛起，都在一夜之间改变了颜
色，变换了政体，沦为资本主义国
家近三十年。随眼所见我们看到：
主要建筑和基础设施，除了二战以
前的，就是社会主义时期的，近几
十年，国家发展皆无起色。阿尔巴
尼亚，现在被称为欧洲最贫穷的国
家之一，全国有差不多三分之一的
人在西东欧打工，首都面貌远不及
我国好的县城，地拉那街道狭窄且
陈旧，导游只有带游人参观恩维
尔·霍查留下的地道碉堡。在罗马
尼亚，我们看到了为纪念 1989 年
推翻齐奥赛斯库政权兴建的“革命
广场”，在原罗共中央大楼前，耸立
着一座雕塑，为高耸的白色利剑刺
穿编织的牢笼，渗出了鲜血，这是
喻指经历了流血牺牲，而立碑纪念
为”革命“献身的人们。事实上，罗

马尼亚的剧变，同齐奥赛斯库不仅
是一个真正的独裁者，而且顽固不
化地反对改革有关。在他领导时
期，罗马尼亚曾是东欧最贫穷的国
家之一，即便如此，他还劳民伤财，
于1984年，兴建面积36万平方米，
世界单体第二大建筑的豪华“人民
宫”，引来了咎由自取的下场，反映
了民心的向背。保加利亚也是
1990年改为议会制国家的，至今仍
是一个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国家，其
境内世界文化遗产里拉修道院深
谷藏经，信善崇文值得一览，其经
济发展仍是以玫瑰、酸奶、葡萄酒
传统产业为主要，未见大的发展。

在快要结束行程时，5 月 19
日，我们专程去了位于贝尔格莱德
中心的中国驻前南大使馆，缅怀遭
到美国轰炸而牺牲的三位中国烈
士。在烈士罹难处，可以看到塞尔
维亚政府竖立的纪念碑，上面写着

“谨此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塞尔
维亚共和国最困难的时刻给予的
支持和友谊，并谨此缅怀罹难烈
士”，供人瞻仰凭吊。我们来到纪
念碑献花默哀时，天正下着雨，还
见山东高速公司正在使馆原址上
兴建中国文化中心，孔圣人铜像正
伫立在中心旁今后的孔子大道。
故吟诗为证：凭吊英魂泪雨天，南
花带湿露华鲜；山东孔圣长安道，
好送斯文伴洁眠。

此次十国行的出、回境国都是
匈牙利，严格说，它不属于巴尔干
半岛，但作为桥梁，这个欧洲中部
的内陆国家，是我们进出巴尔干最
好的地方。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
风光美丽，气候宜人，多瑙河穿城
而过，布达和佩斯之间有九桥相连
接，而其中最古老、最壮美的是茜
茜公主的丈夫在 1849年建的链子
桥；而最动人的则是以匈牙利爱国
诗人裴多菲名字命名的大桥，“生
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
故，二者全可抛”，曾激励了多少热
血沸腾的爱国青年。在布达城，最
好的景观是 1905 年建造的渔人
堡，站在堡顶可以鸟瞰全城美丽风
光。渔人堡是多瑙河上的一座多
角度观景台，也是游人最多的一个
景点，更是以劳动人民命名、为守
城渔民而建的历史丰碑。匈牙利
共和国过去是继前南之后，第二个
在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改革的，现在
演变了，取消了马克思主义的领导
作用，也在国名中取消了“人民”二
字，其今天的英雄广场，有十多座
雕像，都是九世纪以来匈牙利各个
时期的国王。抚今追昔，看到美丽
的多瑙河奔腾流淌，我们在想，它
一定在向历史诉说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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