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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朵花都不会错过春天
□ 龚德位

记得初中毕业时填志愿让我犯了
难。由于家庭条件不太好，母亲希望
我早点能找到一个
“饭碗”
来帮助家里
分担一下经济压力，没有多考虑的余
地，我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一名师范
生，从师范毕业后回到我的家乡做了
一名乡村语文教师。
回到村里任教，
我一边教学，
一边
不忘继续学习，心中的大学梦始终难
以忘怀。那时候，
母亲身体不大好，
一
边养病还要下地劳动，想念大学的事
只能深深地埋在心底，放学回到家我
也尽我所能帮助母亲干点农活。除了
干农活，
母亲还特别爱花，
在院子种了
许多花花草草，家里用坏的坛坛罐罐
都被母亲收集起来栽花。我空时也给
它们浇浇水，
除除草。
这样的日子平淡无奇，日子就这

样一天天过去。后来母亲看见我每天
除了干活，
随时还不忘看书复习，
就问
我是不是还想去念书。我知道时间这
么久了是瞒不过母亲的，于是就告诉
她我真实的想法。我记得母亲当时没
有多说什么，只是指着院子的坛坛罐
罐喃喃道：
“你看，
只要努力，
院子里每
一朵花都不会错过春天的，
你如果想，
就再加把劲儿，
我支持你继续念。
”
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清楚
记得当时母亲越支持我，我心中就越
不安，于是就拼命地学。当时参加成
人高考英语成了我的“拦路虎”，对于
英语只有初中水平的我来说更是难上
加难。为了克服英语这一难关，我从
微薄的工资中挤出一些生活费购买英
语书籍和磁带。遇到不懂的语法，我
就打电话请教我的老师，实在不会的

就记一些“死方法”，不知多少个夜阑
人静，
当人们已沉寂于酣梦时，
我房间
的孤灯却依然明亮。后来经过两年的
准备，我终于走进了梦寐以求的大学
课堂，
在大学里由于喜欢文学，
我开始
给报刊投稿，慢慢地也有“豆腐块”陆
续发出，这对我坚定地去实现自己的
梦想是个极大的鼓舞。
后来，我通过考试来到了城里教
书，
我把母亲也接到了城里一起生活，
母亲照例在阳台上栽种了许多花花草
草，那些不起眼的坛坛罐罐里竟然开
出了好多花，有迎春花，有腊梅，有吊
兰，还有些不知名的野花。母亲一生
爱花，她对花的理解更是让我对认不
了几个字的母亲打心眼里是满满的佩
服。
记得后来的一天，我与母亲讨论

起我们小时候放牛时在山上偶尔能看
到的野百合这种植物来，才让我再一
次有所领悟，母亲说野百合往往生长
在山沟沟的深涧处，
无人观赏，
可它依
旧一丝不苟地开花，而且开得十分鲜
艳，
它可从来没有说要偷偷懒，
反正也
没人看见。事实上野百合花从来都没
管过有人还是无人观赏，都是顺着自
己的天性去绽开美丽的花朵，每一朵
花都不会错过春天，它从来没有奢望
过能得到人们的赞赏和夸奖，它只是
顺着自己的本性努力开放而已。
在之后的人生中，我经历了很多
次风风雨雨，可每一次我都没有气馁
过，
因为母亲让我明白：
每一朵花都不
会错过春天。想到母亲的话，我的心
里就充满了满满的能量，让我一路向
前。

童 心 是 金
□ 刘希

残 荷

这段时间，每次晚饭后在小区里
锻炼，我都会碰到一个精神矍铄的老
太太，和一个十岁左右的小男孩玩得
起劲。有时候是拼图比赛，有时候是
玩跳跳棋，我心里纳闷，这孩子难道真
找不到人玩了吗？不让奶奶好好休
息，典型的不孝，这孩子的父母干啥去
了？
那天我刚经过，就听见小男孩爽
朗的笑声：
“YE，我赢啦！”然后就听见
老奶奶不依不挠的声音：
“不行，不行，
再来一盘，我一定要赢你！”撒娇的声
音完全像个耍赖的小女孩。我不由得
回转身凑上前去，
想看个究竟。
她们正在玩拼图，这一盘，老奶奶
手脚特麻利，很快就赢了小男孩，她也
学着小男孩的样子，举起两个手指头，
站 起 来 摆 了 一 个 POSE：
“YE，我 赢
啦！”看着她那么得意，小男孩却不恼，
称赞道：
“奶奶，您真厉害，我又输给您
了。”老人大言不惭地回答：
“ 那是当
然，我吃的盐可比你吃的饭还多，哪能
输给你这毛头小子？”
趁奶奶去小卖部的当儿，我好奇
地问：
“ 小朋友，这是你教奶奶的吗？
真棒！"小男孩却撇了撇嘴说：
“ 哪能
轮到我教奶奶，她会的东西可多啦？
拼图、折纸、玩泡泡糖，可比我厉害多
了，对了，告诉你，你可别告诉别人，”
他附在我耳边小声地说：
“我奶奶，比
我还爱玩，前些日子，我爸买了一个平

板电脑给我，里面有好多游戏，奶奶还
抢着跟我玩。
”
小男孩眉飞色舞地跟我描述老奶
奶着迷的情形：
“那天晚上九点多，我
都要睡了，可奶奶硬要我教她玩愤怒
的小鸟，听我妈说她玩到十二点才睡
呢。”他吃吃地笑着，看得出来，又羡慕
又钦佩。
这时，一对夫妇走了过来，冲孩子
问：
“奶奶呢？”孩子指了指小卖部。我
讨好地夸奖：
“老人真有趣。”夫妻俩不
好意思地笑了，女人告诉我：
“老人特
爱玩，她爱吃零食，爱玩小游戏，你说
好笑不好笑，她还特爱看小人书呢，床
头堆了这么厚一摞小人书。
”
正说着，老奶奶举着几支棉花糖
快步走了过来。她看到我们，笑得很
开心。老人一人发一根，发完后还剩
两支，她毫不客气地在每支上都咬了
一口，然后对孙子说：
“这下，看你还跟
我争不争！
”说完哈哈大笑。
我们被老人调皮的样子逗笑了。
我问老人：您多大岁数了，老人咧着嘴
笑着说，保密，小男孩凑到我耳边说，
奶奶今天 78，看不出来吧！我惊讶得
张大了嘴巴。走在回家的路上，我在
想，老人之所以这么年轻而健康，完全
是因为自己有颗不老的童心。
童心是金，童心是青春不老药，是
快乐与幸福的源泉，有童心的生命不
会老去，
有童心的人永远年轻。

澜沧江百里长湖
□ 彭昱发

游翠章 摄

露 天 电 影
□ 汪翔
露天电影曾经带给我多少美好的
回忆。熙熙攘攘的人群，
开心的笑脸，
小贩摊前挤满嘴馋的小孩子，大家聚
精会神地看电影，放映机前围着好奇
的人，还有一到放戏曲片就躺在椅子
上呼呼大睡的小男孩……
小时候，我家大门前的禾场是晒
稻谷的场子，也是村里放露天电影的
主要场地。一块幕布，一束有魔力的
光，一连串精彩的画面，深深吸引了
男女老少的眼光。每当村里有电影
时，大家奔走相告，消息就像长了翅
膀一样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开了。吃
过晚饭，孩子们早早就把家里的椅
子、板凳搬到禾场占位子。等到天黑
下来，椅子、凳子上就坐满了男男女
女老老少少，有聊天的，有摇着蒲扇
赶蚊子的，有呼儿唤女的，有小摊贩
趁机推销冰棒、瓜子、糖果。最热闹
的还是孩子，吃着烤红薯、炒豌豆、炒
黄豆、麻花、爆米花，有的打打闹闹，
有的在人群里钻来钻去，有的玩捉迷
藏的游戏，有的在稻草垛上竖蜻蜓翻
筋斗，有的去禾场外围捉萤火虫。等
到放映机将一束光投到幕布上，电影
的声音随之响起，大家才能安静下
来，一个个专注于电影，有时寂静无
声，有时哄堂大笑，有时毛骨悚然，有
时顿足叹息，有时泪流满面，有些孩
子则在椅子上进入了梦乡。一两个

我喜欢旅行，在旅途中，总会与
一些有缘的陌生人不期而遇。茫茫
人海，相遇是缘。今年四月，一个人
出门旅行，在去往普者黑的高铁上，
和几位大爷坐在一块，看到他们麻利
的动作和健朗的身板，我猜想一定是
几个喜欢锻炼身体的老年人。闲谈
中，才知道几位大爷是参加过自卫还
击战的老兵，这些老兵以前在云南服
役，后来转业回地方，他们来自遥远
的江西，我好奇的问，你们过来旅游
吗？他们说，不是，来为牺牲的战友
扫墓，一个老兵笑答，我们连续来了
三年了，以前因为工作没有空闲时
间，从退休那一年开始，我们就约定，
每年都要到云南来，为逝去的战友扫
墓，而我们健在的战友也借此相聚一
起。我们会一直坚持下去，直到走不

小时后，随着银幕上出现“完”
“剧终”
“再见”等字幕，人们意犹未尽地收拾
东西，三三两两结伴回家……夜幕
下，交织着手电筒的光，欢笑声、斥责
声、叹息声、自行车铃声、少年的歌声
……混成一片，人们交谈着剧情，沉
浸在电影的乐趣中。一场露天电影
给人们带来的喜悦，总是要持续好长
时间。看完电影的第二天，小伙伴们
会聚在一起讨论电影情节，有的眉飞
色舞手舞足蹈比划着电影里的动作，
有的模仿电影里好人坏人的声音，都
表演得惟妙惟肖。
记忆中我第一次看电影大约只
有六七岁，村里提前几天通知说要放
电影《红楼梦》，大人互相传说，那是
世上最好看的电影，我盼望至极，想
早点看到这世上最好看的电影。那
天傍晚，禾场就坐满了等候的人，我
也早早随小姨妈和姐姐去等候。等
候的时光总是显得很漫长，我傻乎乎
地听大人聊天，啥都没听懂，一直等
到半夜，电影终于从横石电影院调来
了，一共放两场，先放《大闹天宫》，是
动画片，里面的镜头太好看了，每一
个动画都让我兴奋不已，可以说我童
年最幸福的时刻就是看这场电影。接
着放《红楼梦》，
里面都是唱戏，
我一点
都不喜欢，
看着看着就进入了梦乡，
醒
来时已经在床上了。第二天听小姨妈

和姐姐聊电影情节，说《红楼梦》太好
看了，
而《大闹天宫》一点都不好看，
我
很纳闷，
明明是《大闹天宫》最好看，
为
什么她们却说《红楼梦》好看？多年以
后我才明白，原来孩子最喜欢的是动
画片。
这次看《大闹天宫》印象太深，有
好多天我都沉浸在电影镜头里。从此
以后，
只要打听到邻村放电影，
我一定
求姐姐带我去，
我想再看一遍《大闹天
宫》。后来与四大名著结下不解之缘，
甚至于爱上读书写作，估计都与童年
这场电影有很大关系。
读四年级时，第一次看到《西游
记》连环画，
才知道大闹天宫的孙悟空
原来是这里的人物，于是深深喜欢上
了《西游记》，
中学时代，
我将四大名著
看了多次，
我欣赏英雄战将冲锋陷阵，
领略三国大战风云变幻，佩服梁山豪
杰快意恩仇，
神往神话人物腾云驾雾，
感知贾荣二府没落根源。尽管当时对
深奥的历史问题似懂非懂，但对文学
名著却产生了浓厚兴趣，使我一生受
益匪浅。20 多年前，我家购买了影碟
机，我第一时间去买了张《大闹天宫》
的光盘，
重温童年最爱的影片，
蓦然发
现，
这些动画原来一直刻在我脑海里，
看到上一个镜头，我就知道下一个镜
头，
细节完全一致。
那时老是追赶电影，从来不计较

勋 章
□ 赵梅燕
动的那一天。几句寻常的话语，道出
了那深深的战友之情。顷刻之间，我
心情有些澎湃，他们之间的情怀，不
是亲人，
胜似亲人，有温暖，
有感动。
一 路 上 ，老 兵 们 给 我 讲 述 了 在
部队服役的那些往事，讲述参加自
卫还击战的光辉史迹，他们面带笑
容，神采奕奕，曾经的回忆让他们重
拾一种久违的荣誉感，一个老兵掏
出一个功勋章给我看，我特意请求
拍了一张相片作为留念，他说，这是
一次战争中，荣获一等功的殊荣，他

一直带在身上，老兵说，这是用生命
换来的，老兵含着泪水，哽咽着说，
和他一起获取一等功的战友却在那
次战役中永远离开他了，他说，战友
走的时候才 25 岁，那年刚刚准备回
家结婚，可惜了，一个年轻的生命就
这样走了，我现在唯一可以为他做
的，就是每年来为他扫墓。痛失战
友之痛缠绕老兵多年，人世间的别
离最悲催的不就是生离死别，老兵
沉重的说，姑娘，你一定要好好珍惜
身 边 的 人 ，不 要 等 到 失 去 了 才 后

距离远近，几里、十几里外也要跑去
看。无论刮风下雨，都阻挡不了看电
影的脚步。记得有一次去看电影，雨
下得特别大，雨水落到地上溅起很大
的水泡，
我们还是在雨水中观看电影，
没有一个打退堂鼓。冬天看电影，很
冷，
很多时候手脚都冻麻木了，
也舍不
得回家，
边跺脚边搓耳朵。
现在想来，那时的国产电影都是
集中了当时国内优秀的编剧、
导演、
演
员等拍摄制作的，
几乎每部都是经典，
影片中的人物栩栩如生，影响了一代
又一代人。影片以革命战斗故事片居
多，如《地道战》
《地雷战》
《铁道游击
队》
《平原游击队》
《上甘岭》
《南征北
战》
《延河战火》
《智取威虎山》
《洪湖赤
卫队》
《渡江侦察记》
《奇袭》等，
敌特片
有《羊城暗哨》
《国庆十点钟》
《古刹钟
声》
《英雄虎胆》等，
戏曲片有《十五贯》
《梁山伯与祝英台》
《白蛇传》
《追鱼》
等，
国外影片有《桥》
《瓦尔特保卫萨拉
热窝》
《列宁在 1918》
《大篷车》等。每
一个形象，
每一句台词，
每一首插曲都
久久地沉淀在几代人的记忆中，历久
弥新，
让人深受感染。
露天电影早已淡出了历史舞台。
但在我内心深处，
空旷的麦场，
占位的
小凳，白色的银幕，黑压压的人群，总
有着乡愁般的怀念，无法从我的记忆
中消失。

悔。从那一天开始，我懂得了珍惜，
懂得了对身边的人好。
一 次 偶 遇 ，我 遇 见 了 一 群 重 情
重义的老兵，让我分享了老兵们军
人生涯的点点滴滴，当我还是小孩
子的时候，我知道了谁是最可爱的
人 ，那 就 是 当 兵 的 人 ，儿 时 的 记 忆
里，军人是好人，是无所不能的人，
成年之后，对军人有了更深层次的
认知感，有了敬畏之感，有了崇拜之
情。这群六十岁的老兵，依然没有
减去当年的英姿卓越，依旧有着不
凡的气度，那是一种军人的气质，普
通人身上是无法展现出来的。
今天，我为军人祈愿，愿他们拥
有温暖的亲情，拾获美好爱情，得到
纯真友情，愿他们一生平安，一辈子
幸福。

小湾电站百里长湖位于凤庆县城
以北 50 公里，澜沧江与黑惠江汇合处
下游 1.5 公里。这里湖面平静秀丽，湖
湾半岛星罗棋布，两岸山峰秀丽，苍峻
巍峨，珍稀动物繁多，风景如诗如画，
被誉为“云南小三峡”
“东方多瑙河”
。
“壁立千峰两岸回，划然一水绕三
台。黛光倒影拖冰练，岚气凝波洋绿
莓。岂自鸭头分脉络，定从螺女泄胞
胎。临流不尽安澜感，作揖准为砥柱
才。”澜沧江大峡谷本以“高山耸立、深
谷险堑，江流湍急”而著称。从这首描
写旧时顺宁十景第四景——“沧水澄
蓝”的诗句里我们便能确切感知。
2010 年 3 月，小湾电站全面竣工，
这里便矗立起高 292 米的世界最高双
曲拱坝，形成了高峡百里长湖，诞生了
“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

万倾”
的景致。
从大坝开始朔流而上 1.5 公里，百
里长湖便如一个巨型倒“人”字的一撇
一捺分开。右边的一“撇”是黑惠江，
左边的一“捺”是澜沧江。沿一“撇”而
上，我们可以领略犀牛古镇的古朴幽
香，目睹犀牛望月的风姿，臆想诸葛亮
七擒孟获的战场……而沿一“捺”而
上，我们可以遥感当年青龙桥“何处骄
龙逃至此，一卧长波永不起”的气势，
遥感马蹄声的铿锵顿挫，遥感赶马调
子的荡气回肠。体验“清风拂绿柳，
白水映红桃。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
游”的惬意。直到全长 812.97 米、最高
桥墩 168 米的亚洲第一深水高桥——
新漭街渡大桥映入眼帘。从青龙桥骄
龙卧波的记忆，回到新漭街渡大桥巨
龙凌空的美好现实。

东 方
――献给新中国 70 华诞
□ 李树王
仰望长空，旧时，星光暗淡
一曲义勇军进行曲唤醒东方沉睡的土地
黄河两岸，吼声不断
七十年，
祖国已高山巍峨
坚实的脊背顶住亿万沧桑
大河奔腾，浩瀚洪流
时而惊涛骇浪
时而风光秀美 ，时而明月醉荷
这就是祖国――我深深的爱恋
爱你源远流长千古灿烂
爱你每一寸土地上的花朵
爱你风光旖旎的壮丽河山
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
搏动的心脏跳动着五千年波涛
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
涌动的血液奔腾着长江，
黄河
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
可爱的祖国
五十六个民族缔造辉煌
自豪你的光明
自豪你的精神勇往直前气势磅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