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爹要打我。爹拿起扁担，追
着我跑。爹大声喊，你个没出息
的家伙，家里一堆吃的，数都数不
清，你竟然跑去偷人家的鸡吃！
爹跑得慢，离我越来越远。我站
着不动，对爹说，家里除了白菜萝
卜还有什么？再说，我也不是故
意偷周古董家的鸡。爹见我不
动，他也不动，拄着扁担大口出
气。我刚解释完，爹又拿起扁担
向我走来。爹口里喊着，打死你
个没出息的家伙。

爹有支气管炎，平时走路老
要那么咳嗽几声。那声音，就像
从一台生锈的拖拉机里发出来
的。这会儿，爹追着我跑了那么
久，咳得更厉害了。爹就像一辆
快要报废的大卡车，发出“呼哧呼
哧”的声音，很刺耳。

爹 不 跑 了 ，拿 着 扁 担 慢 慢
走。我站在那，看着爹可怜的模
样，再看看站在屋顶的周古董。
周古董好像在笑，距离太远，我不
能确定，但我知道他心里一定是
很开心的。

我绕着圈跑到周古董家楼

下。我对周古董说，别让我爹追
我了，我挣钱赔你的鸡。

周古董说，你赔，你赔得起
吗？我的鸡会生蛋，蛋再孵鸡，鸡
再生蛋……周古董越说越快，叽
里呱啦到最后，舌头都打卷了。

我说，按你这么说，你的鸡吃
了我的菜，你也赔不起。我的菜
会结种子，种子明年发芽再长出
菜，菜又结种子……

周古董瞪圆眼，半天没想出
来该怎么回答。

我拍拍手，对周古董说，怎么
样，我大人有大量，这事就这么清
了。你说呢，周古董。

周古董听我喊他周古董，气
得把脚一跺。周古董说，你个小
毛头，你爹见了我都得恭恭敬敬
叫我“周叔”，就算你爷爷从坟里
爬出来，也得递一根烟，喊一声

“周哥”，你……周古董气得说不
上话来。

还是娘聪明，把李爷爷叫来
了。咱们村李爷爷辈分最大。
李爷爷以前教过书，孙子又在
省里当官，他的话，咱们村的人

都听。
李爷爷抬着头对周古董说，

老周，事情我都知道了，孩子小，
不懂事，卖我个面子，算了。

周古董见李爷爷来了，便从
屋顶走下来。周古董拉着李爷爷
的手，弯着腰对李爷爷说，走，今
中午去我家喝两杯。周古董把我
当空气，看都没看我一眼。

晚上，我躺在床上，怎样都睡
不着。我后悔当初自己没好好
念书，早早地离开学校。我想成
为李爷爷那样有学问、受人敬重
的人。

接连几天，我晚上都睡不着
觉，白天干活没劲。我想，与其
这样混日子，倒不如再努力一
把。我鼓起勇气，对娘说，我想
念书，上高中，考大学。娘放下
洗了一半的碗，刚要说些什么，
却被爹吐在地上的一口唾沫打断
了。爹说，是个茄子长不成个瓜，
该摸锄头的别碰笔杆子。爹总是
瞧不起我，我暗暗发誓，一定要学
出个名堂。

那些天，娘早出晚归，到处借

钱。爹去了哪，我不知道。我忙
得很，好几块地要松土，还有些
要施肥。我得赶快弄完，不然，
等到我出去，爹和娘非得累倒在
土里。

钱凑了很多，够不够，我不知
道，有五毛的，一块的，五块的，塞
得我的包很鼓。娘送我到村口，
娘说，钱不要舍不得花，家里的庄
稼你不要操心，你爹的身体你也
不要操心……娘还说了很多，我
没注意听，我一直望着那条马路，
通向我家的马路。马路上没有一
个人，看来，爹是不会来了。

娘又和我说了一大堆话，直
到把一辆拖拉机说来。

原来是周古董和李爷爷。周
古董把车停下，李爷爷从车上下
来。李爷爷对我娘说，娃想念书，
这么大的事，怎么不和我们一起
商量呢？我还是听娃他爹提起才
知道。李爷爷给我一个鼓起的信
封。李爷爷说，这些都是大家的
心意，你尽管好好念书。

我看看周古董，他正在用毛
巾擦他的拖拉机，擦得很认真。
我收好李爷爷的信封，背着行李，
面朝李爷爷他们。我一面后退一
面向他们挥手，我大声喊着，我一
定会好好念，一定会……我转过
身，眼睛瞬间模糊了，我听见路旁
的树林里藏着爹拖拉机发动似的
咳嗽声。

告 别
赵登科

年幼无知，便问母亲为啥中元节要烧纸钱
和纸衣服鞋子之类的东西。母亲说，中元节
后，天气变了，外公在那边会冷的，便要给外公
送些衣服和钱。我点点头，似懂非懂。

纸钱是在街上的店里买的，但衣服和鞋子
却要自己做。外婆说，亲人做的，外公穿得舒服
些。外公是在我出生那年去世的，我的脑海里
没有关于外公的记忆，只是偶尔听母亲讲起有
关他的故事以及他勤劳的一生。

外婆已经给外公做了十多年的冥服了。
每年中元，都是外婆亲自折叠、糊纸、上色，可
以说每一道工序都含有外婆对外公的思念。
做女儿做孙儿的也只是帮衬着，尽管这样，大
姨还是嫌麻烦。今年，大姨终于说，去买一些
现成的，就不自己做了，免得费事。舅妈一
听，立即附和着。外婆显然是不同意的。“买
的不也一样，邻里用的不也是买的吗？能有
多大差别！”舅妈的语气带着不满。外婆默默
地坐在一边，只呆呆地盯着外公的遗像，一句
话也不说。

最终，外婆还是坚持自己做，家里人拗不过
她，便无奈地抬出桌子。仿佛他们只是看客，只
需等待外婆的成果，等待外婆在一旁累得满头
大汗。好不容易外婆做完了，他们只是不停地
说，做这个太麻烦。

我们把那些冥钱一包一包地堆放起来，
放上外婆做的“衣服”和“鞋子”，用火点着。
在燃烧的火光中，在升腾的烟雾里，我隐隐看
到外婆对外公的思念与牵挂。外婆如同面对
着外公，叮嘱外公在那边要好好的，随后便说
起了外公在世时的事。这样的话不知说了多
少遍，外婆的泪一滴滴地流下。逝者已矣，活
着的人更应该好好珍惜自己的生命，珍惜自
己所爱的人。

火灭了，人去了，院子里又恢复了往昔的沉
寂。大姨回了夫家，舅妈去了娘家，只剩外婆守
着庭院中那一轮空月，一堆灰烬。

（指导老师：谭咏）

●记录

中 元 节
新宁县一中高462班 李飞

“五岭为障，雪峰为屏，三面青山
卫昭陵，一江碧水奔洞庭。”几千年的
历史在这沉默的大地上奔流不息，八
百万人的梦想在这更迭的岁月里世代
相传。一朝改革的春雷炸响，过去被
载入历史的书页，现在万象更新，未来
正等着我们开创。

“临津门前渔舟唱晚，神滩渡口
樯橹咿呀，一水资江带邵阳。”这是
潜龙之地，这是古邑宝庆。它从新
石器时代走来，远古的智慧在这里
播撒，城北六号爱莲池飘香，资江南
路古城墙高筑；它从纷飞的战火走
来，无情的狼烟在这里飘荡，吴蜀之
争打响三国鼎立之势，湘西会战点
燃民族抗战热情；它从革命的浪潮
走来，英雄的热血在这里凝固，匡互
生火烧赵家楼，蔡松坡起义护家国，
一段又一段的沧桑岁月烙印在它古
老的心脏。

侧身回望之后昂首挺胸，1978
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邵阳大地，40
年日月轮换，巨龙吐故纳新的生气，一
座小渔村以令人惊艳的速度崛起，邵
阳也挟着历史的黄沙，乘风而来。这
已是幸福之都，文明邵阳。

当爱莲广场的莲形建筑矗立起

来，历史的风骨重现，一个新的时代
故事正被缓缓道来。神舟系列飞船
的成功升天把中国梦放飞到广阔的
宇宙，武冈机场的飞机载着邵阳重
生的希望于蓝天翱翔；中国高铁享
誉世界之际，沪昆高铁邵阳段的完
工让邵阳紧跟国家经济腾飞的步
伐，努力实现历史性的跨越。人民
的生活也在这万象更新的时候焕发
出勃勃生机。地下街满足着人们的
物质需求，市博物馆丰富了大众的
精神世界。一座步月桥沟通邵水两
岸，沿河风光带的两侧桃红柳绿，意
气风发的学子于此手持书本畅谈古
今，慈祥和蔼的老人在这指点江山
谈笑博弈。

“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
河。”响应习主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号召，邵阳改革开放的步伐从
未停止。曾经魏源睁眼看世界启蒙
思想，现在会有更多的人物勇立时代
潮头，披荆斩棘，同赴未来，书就新的
华章。

“今人不识旧战场，金戈铁马西
风劲。来者唯见新城区，天宽地阔百
业兴。”这是铁打的宝庆，这是崭新的
邵阳。

●感悟

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
——纪念邵阳改革开放40周年

邵阳市二中515班 朱贤

那时念小学，广州长隆游
乐园刚开业，父亲（我更习惯
于叫“老徐”）二话没说直接请
假带我去了广州。

车上全程冷漠脸的我迅
速引起了老徐的注意，他问：

“你平时不是挺喜欢游乐园的
吗？怎么今天看起来不高兴？”

“其实我挺开心的，只是刚看到
孔子说，君子要喜怒不形于
色。”我答。

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慢慢发现，喜怒不形于色不
一定是修养达到一定境界，而
是一种需要，情绪表达甚至可
以变成一种工具。但崩溃，这
种实实在在的感受，又何尝不
是被要求悄无声息呢？现代
人的崩溃，都是悄无声息的。
看起来与正常人没什么两样，
会开玩笑会打闹，表面嘻嘻哈
哈，可谁也不知道他到底怎样。

倘若一个人心里压抑着
很多东西，他也不会歇斯底里，
不会酩酊大醉，只会在某一刻
压抑不住时，突然不说话了。
然后找个没人的地方，安静地
待一会。过一会，他又恢复正
常了，因为他不得不这样做。

老徐递给我的第一支烟
是在高考的第一天下午。考
完数学，我默不作声走出考
场，走向站了许久、脸上期待
与担忧并存的老徐。他没问
我考得如何，只说：“赶快走
吧，等下要堵车了。”却不料我
说：“明天要不就不考了吧，直
接复读好了。”

他怔住了，拉着我到一旁
的楼梯拐角，娴熟地拿出一支烟
点上。他看了看我，给我也递上
了一支：“这烟平时你抽得少吧，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了。”

我也怔了一下，接过烟，
掏出打火机点上，吸了一口：

“确实不错。”
他点点头，也没说什么，

就这样两个人安静地抽完整
支烟。

我预想中他斥责我粗心
大意和平时不好好学习的画
面没有出现，也没有和往常一
样摆出家长架子给我讲道理，
而是又给我递了一支烟，说：

“再怎么样也要坚持考完，回
去也不要给妈妈说了。”

回到家母亲早已做好饭
等着我们，一边急忙给我们盛
饭端菜，一边告诉我们不用
急。当她满怀期待地问我考
得怎样时，想起父亲回家前说
的话，只说：“挺好的。”

“我就知道，等下吃完看
看书就休息吧。”母亲说。

吃完饭我以透气为由出
去散步，母亲收拾完碗筷开始
忙工作，老徐则回办公室加班
去了，直到我睡着也没回来。

时隔一年，老徐才给我说
起，他当时到办公室就哭了，
一包烟抽完都没缓过来。成
年人的崩溃都是悄无声息
的。老徐的人生坎坷得有些
丰富，但当时几乎没有人知
道，都是事后云淡风轻地给我
们提起。

他说：“男子汉大丈夫，很
多事情就得学会一个人去承
担。生活都不容易，咬咬牙就
过去了，就不要再给其他人添
麻烦了。”这让我想起一个朋友
给我说的：“如果可以活在朋友
圈里就好了。”是啊，朋友圈里
都是生活中积极向上的东西，
因为我们的负能量不想让大
家都看见。正如老徐当时没
有说我，是不想再给我压力，而
瞒住母亲，则不想再多一个人
担心。成年人的崩溃也是需
要排队的。

生活不会管你怎样，都会
按它自己的节奏运行，就连崩
溃，也要排队。

当老徐忙完工作来接我，
他就得从一个好同事、好领导
迅速转化成一个好父亲，回到
家中，再转换成一个好丈夫。
他藏起了自己的情绪，藏起了
那些想说的话，那些不吐不快
的心情，那些痛苦和崩溃只能
放在心底，等到一个人的时候，
点燃一支烟，任烟雾弥漫泛红
的眼睛，假装呛到掩饰忍不住
流下的泪水。他需要做的东
西太多了，只有将一切整理好
之后，自己再抽空选择崩溃。

生活啊，向来都只让你喘
一口气，不多，可以让你绝望，
却也不少，能让你看到希望。
在它给我的这仅有的一口气
里，我也想尽情地在雪地里撒
点野。

●成长

我也想在雪地里撒点野
西南财经大学 徐力帆

那个坐在座位上，一手拿着一个装了水的
杯子，一手摸着架在凳子上的脚，呆呆地看着书
架的人，是我那调皮捣蛋、滑稽搞笑、总让人哭
笑不得的弟弟。

我的弟弟留着刘海，穿着与他形影不离的
凉鞋，剑一样的眉毛，瓜子脸，皮肤十分白净，像
个书生。可是，他爱不释手的除了漫画书，还有
电视摇控器与平板电脑。

有一次，我们买了个黄黄的、圆圆的红柚
子。爸爸把它切开，正准备狼吞虎咽的时候，弟
弟突然从房间里走出来，像喝醉了酒，又似在走
京剧台步，踉踉跄跄，摇摇晃晃，一只脚先往前
跨一步，两手展开，身子往右一斜，又抬出左脚，
相互交换。等来到我们身边，他头一甩，屁股一
翘，脚一蹬，单脚点地，大唱一声：“大胆，我西门
吹雪在此，敢不给我尝尝这红红的、甜甜的、果
肉多多的柚子！你们都坐着不许动，接受我的
惩罚吧！”弟弟此言，笑倒了我们一群人。

于是，弟弟来了个转身，踢出两脚，说：“看
我大鹏展翅、金鸡独立、天马流星拳！”哥哥喝的
水突然吐了出来，倒在地上，直打滚，还不时“哎
哟，哎哟”！弟弟可不理睬这些，他见没用，眼睛
一亮，拿起柚子皮，手一甩，戴在头上，嘴里碎
念：“阿弥陀佛，我如来佛祖来了。悟空，你这个
泼猴，吃我一掌。”爸爸摸摸嘴，点了点头：“演得
像模像样，是个当演员的料呀！”

还有一次，我与弟弟在上作文课，一位同学
大摇大摆地走出教室上厕所去了，可是门没
关。弟弟这个挑事鬼又上场了，他叫道：“老师，
老师，我举报，杨义又没关门。”正在看书的老师
被吓得跳了起来，说：“哎哟，你真是狗咬耗子
哟，你关关呗！”

“是，长官！”弟弟站了起来，对老师行了个
军礼，扭过身去，“看我的，吃俺佛山无影腿，啊，
打！”弟弟跳了起来，踢了一下门，来了个360度
帅气转身，定在地上，把头发一拨，打了个响指，
说：“OK！”大家哄堂大笑，连平时静如处子的
朱子悦也捂着嘴，偷偷笑呢！

有这样一个虽无理取闹，但搞笑至极，胜
过好莱坞演员的弟弟在身旁，笑声真是无处
不在。

●观察

我的弟弟二三事
洞口县文昌实验中学七年级 杨奕轩

青少年文艺

●小小说

荷花 杨民贵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