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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头摄影 刘发善

孩子，自进入高中以来，看得出，你
过得很辛苦，书包越来越重，笑容越来越
少。你默不作声、步履匆忙的样子，爸爸
既尴尬又心疼。平生第一次的距离感，
让爸爸感到莫名语塞，心情极为失落。
故想借此，和你聊聊天。

爸爸揣测，你当前的状况，应该是学
习压力的外溢。虽然爸爸对高中的紧张
节奏有心理准备，但想象永远没有真相
深刻，毕竟爸爸对高中知识的复杂晦涩
缺乏感同身受，更何况你身边那群聪慧
少年还在不停追赶。你面临着功课量大
题难与同学突飞猛进的双重压力，烦闷
由此而来，无以言表。爸爸认为，越是艰
难时刻，越要冷静面对。因此，爸爸想对
你说，不害怕、不着急、不慌张。

不害怕，就是不要怕考试，更不要怕
考砸了。人之所以怕考试，其实是怕结
果、怕分数。学习是个动态过程，考试不
仅考知识积累应用情况，也考应变发挥
能力，偶然性与必然性并存。这道题，你
原本会解，但考场上答不出来，其结果只
能为零。高中大考小考不断，要学会把
考试当作自我心态磨炼的必经之路，重
视考前心理准备，善于调整归拢情绪，沉
着应对方能事半功倍。即便考砸了，也
不要紧，只要咱多反思，迎头赶上的过
程，恰可锤炼愈挫愈勇的意志。

不着急，就是不要急于冲刺。学习
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且现在也没到

“临门一脚”时刻。你刚经历高度“内卷”
的中考，跨入一个日益精进的新集体，切

不要有“起步就是冲刺”的心理。否则，
容易陷入自我焦虑的泥沼。适度焦虑虽
有利于激发向上的张力，而一旦过度，则
会让人变得敏感脆弱甚至自卑。记得小
学时，爸爸经常说：“85分以上就行了。”
这话在家里曾有争议，其目的是“留15分
的空间去培养审美”。“小升初”前夕，看
到培训班那张密密麻麻的授课表，爸爸
替你果断选择退出。学习是自己的事，
自己多做“纵向比”，迈小步、不停步，才
是最好状态。

不慌张，就是不要在差距面前惊慌
失措。分数与名次是高中生躲不过的话
题。热播剧《小舍得》有句台词很戳人
心，“人家米桃考100分，是因为卷面只有
100分。”其实，这话是个伪逻辑，只为了

吸引眼球。长大后你会明白，个体间的
差异才构成生活的丰富多彩。差距固然
残酷，但并不让人沮丧，正是差距和为弥
补差距所付出的努力，塑造了你的与众
不同，见证了梦想长高的过程。追跑的
过程充满辛苦，一定要学会合理安排储
存自己的精力，不在意一时的快慢，保持
韧劲、匀速向前，终会感到“清风徐来、水
波不兴。”

孩子，爸爸知道，对高中生来讲，学
习不是件快乐的事，很多时候，都需要咬
牙坚持。但烦恼、忧虑、痛苦，是每个人
成长都不可或缺的体验。如同一艘船，
如果没有压舱物，便很难行稳致远。三
年时间不短，来日还算方长。咱不急不
躁，即便步履艰难，也要稳扎稳打。

不 害 怕 不 着 急 不 慌 张
谦 愚

暑假里的一天，刚刚下过一场暴雨，多处路段被冲毁，
一时断电断网又断水，我们一下子不知如何应对。

这里没有街道，一般生活用品还是有的，若要买点鲜
菜，割点肉，还得到二三十里外的城里去。为了填饱肚子，
走出校门后，跑了很远，总算买来了几包方便面。这样的
情形持续了一天，生活才算有了保障，但几处路面被淹，大
小车辆无法通行。趁着工地用大型机械作业疏通河道的
时候，我叫来了一些老师，组成防汛抢险突击队，紧跟着挖
掘机平整路面。

路通的那天，突然接到苏陕协作原联络人的电话，他
说我们的事迹感动了他和朋友，有一个朋友要拜访我，让
我见见。

正午时分，一辆黑色的越野车停在学校门前。对方
打来了电话，是一个女人，她温声细语，好似旧识。接过
电话，我快步向学校门口走去，只见他们已下了车，在门
口等着。

来了四个人，一个男
的，三个女的。坐定后，为
首的女人自我介绍，说是
苏陕协作项目的合伙人，
姓魏。就这样，我认识了
这个从南京来的魏总。她
年龄不大，胖胖的，一双灵
秀的眼睛很有神。魏总先
是赞美了我们这个山清水
秀的地方，然后说起我的，同时也是她的一位朋友——洪
伟，我们的话题一下子多了起来。

短暂的交流后，魏总说有急事要走。她笑着告诉我，
她想学洪伟做一些公益。她的笑声很灿烂，多少夹杂了点
孩童气，我跟着笑声目送着前行的车子，在阳光下跟着它
拉长的背影走了很远。

春华秋实又一秋，新学年转眼就来。但看着教师节
一天天临近，我心里却有了莫名的惆怅。这些安心山区
教育事业的老师，好一些即将退休了还在教学一线，工
作甚是努力，奖励慰问也是应该的。然而，说起来简单，
做起来谈何容易。

翻开手机，突然想起魏总的那张笑脸。我一直以为
魏总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老板，试着打开她的微信，告诉
她有一个很好的做公益的机会。她立即回复询问详

情。我说，教师节到了，不知你对教师有做公益的想法
没？她问我该怎么做。我说，也没啥，教师节到了，这个
群体应该得到大家的关注。她说，她明白了，她想为我
们学校的老师们做点事。

两天后，我接到一个电话，魏总她约我到厂里坐坐，
谈谈做公益的事情。我也想看看她企业的规模。进城
后，一路向东，行至十公里处。刚到那里，就见魏总早早
地等在门口。

进门后，我参观了她的办公室，办公室内窗明几净，墙
上有一幅《鹊华秋色图》。她说，之所以将这幅画挂在墙
上，是因为自己也是一个背井离乡之人，她想通过这幅画
来表达虽在异乡，心念故乡之意。再看看她的办公桌，桌
面上放了一个灵璧石做的骆驼，她说，这个灵璧石形似一
只跪着的骆驼，骆驼是最坚强的动物，遇到困难和挫折时，
看着它，能够时刻激发她坚韧不拔的精神。我想这可能与

她的性格、爱好有关吧，也
许在她的心里有一个五彩
斑斓的世界！

参观了办公室后，又
跟着魏总参观公司的厂
房。她说在厂子已投入二
三百万，现在厂房刚刚隔
好，就等着设备回来。参
观了这间，又参观了那间，
这是储藏室，那是加工室，

前面的是成品室……看着魏总认真介绍的样子，我心里真
的有点难过，通过近距离的了解，才知道她自筹资金做事
业，前途未卜呀，还这么热心地搞捐助。

临走时，她告诉我，她给我们镇80名教师人人准备了
一个礼物，让我猜猜，那可是最适合老师的一件宝贝了。
我看着她自身艰难仍然调皮开心的样子，我有点难受。早
知她的企业是这么个状况，真不该给她添难。不由得羞愧
地责问自己，应该吗？真不该呀！

回去的路上，天色渐晚，路灯也亮起来了，我静静地盯
着窗外，看着远方模糊的天空上稀疏的星星，心里也多了
几分说不清的惆怅。

教师节的前一天，魏总的快递到了，八十个精美的水
杯送到了学校，我邀她参加教师节这天的捐赠活动，她却
说这只是她小小的心意，不值得一提，不来了。

心心 意意
金三学

这是个周五下午，已经下班
了，机关人都走完了，我这才静下
心，看看报纸，想想心事。《光明日
报》上发的王兆胜先生那篇《季羡
林：散文的大树四季常青》吸引了
我。季羡林先生的散文我很喜欢，
也读过不少。这篇文章中提到季
老的《赋得永久的悔》，多年前拜读
过，也有印象。那是 20 世纪 90 年
代，韩小惠老师曾在《光明日报》上
搞过“永久的悔”征文，我也曾跃跃
欲试，终于没敢动笔。后来在报上
看到，几乎全是大家名家的佳作，
大受裨益。季老那篇写思母情，平
静的叙述，却叫人撕心裂肺，每每
背诵时，我都会泪流满面。

不由自主回想自己，这大半辈
子，经历的事情，叫人后悔的，也太
多太多了，特别是对父亲的承诺，
已经成了永远无法偿还的感情债
了。母亲在世时也常说：“这世上
没有卖后悔药的，做事儿要思前想
后呀。”真要有，我就是倾家荡产也
在所不惜。

那年，世界园艺博览会在西安
举行，我答应陪父母去看。年初，查
出母亲是肝癌晚期，人也很孱弱，就
在那个周末给母亲说好，陪她去，母
亲那痛楚的脸上挤出一丝笑意，说：

“行么，那你爸呢？”我说下个周末再
陪他去，母亲满意地点了点头。

走的那天早上，我和母亲走到
车跟前，父亲一直跟着，临上车时，
我告诉他下周陪他，他笑着说：“我
知道，来送你跟你妈。”从父亲的眼
里我看出，他很想一块去的。

我当时有点私心，母亲身体很不好，我得全身心陪护，加之还
要给母亲买药，母亲不认识字，瞒着她说得的是肝炎，怕父亲知
道，说漏了嘴。

我陪母亲，转着，看着，给她说这说那，还不时拍照，她也很开心，只
是走一截，就得坐下歇歇。在一个缓坡，她说想坐坐，我扶她坐在木长
椅上，蹴在她面前说话，不慎，手机从裤兜溜出来，屏碎了。母亲心疼地
说：“这可咋办呀？”我说没事，换个屏就好了。她问：“那得多少钱呀？”
我说：“不贵，三四百。”母亲后悔地说：“三四百，还不贵，知道弄这大乱
子，不如不来。”她自顾自地埋怨，我反复解释，没事儿，没事儿的，儿子
一月还挣好几千块哩。

晚上回到家，父亲早早在门口等着，他急着要看我们的照片，母亲
没好气地说：“看你个骨势哩，娃手机都摔坏了。”我掏出手机，翻着一张
一张照片给他看，还不停给他说这是啥那是啥。他看着，点着头，不住
地说：“这些地方我都要去，照得比你妈还要多。”

我在给母亲买药时，一并去换了手机屏。母亲问到底花了多少钱，
我说：“就一百来块。”她说：“一百也不少哩呀。”父亲拿着我的手机反复
地看，不停地说，好好的么。母亲气得不理他。

我安排接下去的周末陪父亲去，正好还是端午节放假，时间也充
裕。父亲提前把钱都取好，还自己把衣服洗净叠好。他郑重对我说：

“我有退休工资，不用花你的钱，你要花，我就不去了。”我只好应付着答
应。就在放假的前一天下午，我还在陪领导下乡，父亲吃了一口粽子，
晕过去再也没醒来。

我真是后悔呀，当时要是一块去多好呀。谁能想到，好好的人，说
没咋就没了呢？母亲病了，我几乎天天晚上去陪，我知道母亲的日子不
多了，只跟母亲说话，很少想到父亲，见面只问上一句，他就坐在边上听
我们说话。

父亲下葬时，我把我跟母亲的照片多洗了一套，还有那本导游册，
当纸钱烧了。一边烧，一边给他说，这是啥景点，那是啥景点……

父母是同年走的，离开我们也十多年了。我想，母亲一定把世
园会的景色给父亲讲了好几百遍了，他也一定满意地说，看景不如
听景呀。

“呜呜呜”手机在桌上震动，是一位同事给我打电话，说他得回老
家看二老，问单位还有啥事。我放下笔，静了静神，说：“没啥事，陪老
人是大事，去吧。”一次，我和他说完工作，拉起家常，说到孝敬老人的
事，我说：“老人在世，多陪陪比啥都好。”自那以后，他几乎每个周末
都回去陪老人。

很晚了，走在回家的街上，这条路父母曾经走过。这时，友人微信
发来一首叫《听闻远方有你》的歌，“我走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
逢。”反复听着，脚下是秋日落叶，眼睛已经湿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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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羽毛飘然而来擦掉我眼中的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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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在前送行的是烟雨咏唱的苍茫

千年桃树岸边伸枝打捞涛声

终于明白你为何把我的灵魂一次次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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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辈们将白骨踩进土里把胸中块垒举

上头顶

风吹过雨淋过风烟起时诞生蓬勃生命

黎明时一枝小花弯腰把露珠洒向脚下

的泥土

朝阳赶来巡行脚步很沉呼吸很轻

魂在商州魂在商州
党 继

折腾了一夜，阿婆睡香了。
太阳跳出了山尖，知了扯起了嘹亮的

歌喉，核桃树叶儿上的水珠在阳光里晃啊
晃的，坐在窗前的小刘看得有些眩晕。

昨夜暴雨来得猛，去得也快，小刘悬
着的一颗心落地了，他连连打了几个哈
欠，正想眯会儿，阿婆一翻身坐起来，就
嚷嚷要回家。

小刘顾不上洗把脸，用手捋了捋乱
蓬蓬的头发，赶紧圪蹴在床沿边。

“阿婆，我背您回家。”
从村委会到阿婆家，有六七里的山

沟路。洪水慢慢退下去了，本来就坑坑
洼洼的石头路被水淹后更难走了。阿婆
趴在小刘的背上，小刘踉跄的步子摇得
阿婆头晕乎乎的，一会儿是轰隆隆的水
声，一会儿是小刘呼哧呼哧的喘气声，阿
婆有些分不清了。

想到自己昨晚为难小刘，阿婆心里
很过意不去，她伸出枯树枝似的手，心疼
地摸了摸小刘额头上的汗珠子，颤巍巍
送到鼻子边闻了闻，她闻出了跟儿子一
样的味道。

要是儿子在，也该跟小刘一般大了！
阿婆想着，几滴冰凉的眼泪落在小刘冒着
热气的脊背上，小刘一下子感觉到了。

他懂阿婆的苦，昨晚的事也没放
在心上。

小刘在工作群里看到镇办发布的暴
雨橙色预警信息，是夜里11点。入夏以
来小刘晚上也没能睡个踏实觉，只要信息
提示音嘟的一声，小刘就浑身一个激灵。
有时索性盯着工作群，生怕睡过头而误了
大事。最近下了几场暴雨了，只要一声响

雷就能把天炸个洞，雨就从洞里往大地上
灌，良田淹了，道路毁了，有些房屋也塌
了，好几个镇都受灾严重。扶贫，疫情，防
汛，驻村工作千头万绪。小刘感觉肩上的
担子沉甸甸的，压得他三十多岁看起来像
个小老头，村上人叫他刘书记，只有阿婆
喊他小刘。

好在前几场暴雨到小刘包扶的村都
绕着走了，但防汛形势严峻，丝毫不敢麻
痹大意。他安排几个村干部举着大喇叭
在公路沿线喊话，自己拿了手电筒就钻
进一条深沟里去了。

阿婆一个人在沟里住着，小刘心急，
步子也急。头顶上一声响雷，把黑漆漆的
天空劈成了两半，狂风在阿婆的沟里上蹿
下跳，暴雨顺着电光在沟里拼命跑，不大
功夫，河沟的水就漫到路上，灌进阿婆的
葱茏的苞谷地里。小刘也被雨浇得呼吸
都困难，他全然顾不上，直奔阿婆的家。

肆无忌惮的洪水咬住阿婆家门前
的小木桥，企图将它吞噬。小刘一个箭
步跨过去。阿婆的土房子里亮着昏黄
的光，小刘稍稍松了一口气，他喊了声：

“阿婆——”
灯忽然灭了，小刘奔到窗前，顺着手

电筒的光看过去，阿婆面向里躺着，发出
了均匀的呼吸，好像睡得很香，似乎完全
没有意识到一场洪水的逼近，也没有听
到深夜里小刘的一声焦急的呼喊。

阿婆是装的，小刘心里跟明镜似的。
“阿婆——阿婆——水把桥冲断了，

我们就出不去了……”
小刘在窗外嗓子都喊破了，阿婆屋

里的灯就是不亮，阿婆就是一个姿势不

变，就是一声不吭。
工作群里的信息嘟嘟叫个不停：今

夜有强降雨，第一书记立即组织村干部
撤离群众到安全区域，确保无一人员伤
亡……

小刘一边回复，一边琢磨怎样做阿
婆的工作。

阿婆年轻时，地里屋里都是一把
好手。丈夫老实巴交，只会放羊。阿
婆欣慰的是八岁的儿子有着聪慧的头
脑，担心的是儿子顽劣的性格，一天不
着家的在野地里疯玩，天黑才带着一
身汗渍饥饿在阿婆的一声声呼喊中回
家。阿婆伸手打儿子，总是先抓一手
的汗，然后她心里踏实了，脸上也喜悦
了，怒气也就消了。

在一个和往常一样的黄昏，无论阿
婆千遍万遍呼唤，再也唤不回儿子了，有
人见她的宝贝儿子跟着一个收购草药的
男人往山外走了。她的丈夫去找儿子，
也往山外走了，他们再也没有走回沟里。

丈夫的羊群跑散了，被羊啃过的草黄
了又绿，绿了又黄，阿婆的家就这样散
了。从那时起，沟里的每一个黄昏，风里
飘荡着阿婆的呼唤，沟里的人也跟着呼
唤，像牧羊人伤感的歌，那些花呀草呀的，
一听见这伤感的歌，也在风里哭开了。

后来，沟里的人都搬到沟外去了，
只有阿婆的呼唤还在沟里，她风雨里飘
摇了几十年的土房子还在沟里。她从
一个年轻的媳妇守成了一个老太婆，一
直不肯离开这条沟，她怕丈夫和儿子回
来找不到家。

小刘来这个村担任第一书记，阿婆成

了他最上心的扶贫对象。先是动员阿婆
去养老院，阿婆死活不去，他又给阿婆争
取扶贫救济款，帮阿婆箍墓，就连春种秋
收都包揽了。后来又赶上新冠疫情，他得
往阿婆家里送米送面，砍柴挑水。这不，
今年又遭遇强降雨天气，阿婆的安危就成
了小刘最牵挂的事。

雨还在下。水还在涨。小刘还在
喊。阿婆的心揪得更紧了。她的家，她
的墓，还有没等回来的亲人，难不成这场
洪水真的要断了她的念想？

可再怎么不能连累窗外的小刘啊！
这个待她亲如母亲一样的小刘啊！

阿婆慢慢地坐起来，伸出爬满蚯蚓
一样的胳膊，向小刘摇了摇。手电光下，
阿婆脸上的每一道褶皱里，都贮满了无
声的泪水。

不容小刘多想了，他攥紧拳头，石头
一般捶向窗户，玻璃碎了，小刘跳了进去。

“走，阿婆，我背您走，洪水退了，我
再背您回家。”

阿婆终于很听话地趴在小刘湿漉漉
的背上，哇的一下哭出了声，像个受了委
屈的孩子。

黑夜里，他们转身回望，阿婆家的小
木桥在洪水中瞬间消失了，小刘长长舒
出了一口气，在暴风雨里听得格外清晰。

转转 移移
邹小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