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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活 下来慢

感悟人生

重庆市渝中区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煮日子
清晨，阳光很俗气
我也很俗气，时间慢
睁开眼就看见你
刚刚好，投来的笑眼

桃花儿，粉红，慢

亲爱的，今天不会客
只煮我们的小日子

煮荷包蛋，小汤圆
外加甜甜糯糯的小醪糟

我把阳光和进面粉
你把柔情炒进肉丝
酸菜粉丝炒肉，香，绵，爽
韭菜炒鸡蛋，鲜，嫩，美
合二为一的春饼里
一张是你，一张是我
清脆的鸟鸣，就汩汩溪流中
朵朵绽放了

我，斜倚美人靠
看书，发呆，走神
你，沙发上观谍战片
嘴角，不时被剧情牵动
此刻
窗外的春风，同你慵懒
梨花，杏花，比我，勤快了一点点

毛毛雨，嫩绿
你给的，都是蓝天
云朵才这么洁白
偶尔洒下的毛毛雨，我过敏
哭或闹，都是小撒娇

孤独也分给云吧
你是自变量，我是因变量
定义域的大小，你来定

毛毛雨，嫩绿，燃烧沉默
你的拥抱，依然
那么毛毛的
雨

（作者单位：重庆前卫克罗姆表业有限公司）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
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
山。”从乡下到镇上，走15公里的山路，
爬坡上坎，蜿蜒曲折。儿时的我，父亲把
我骑在他的肩上，一路走一路教我背诗，
长长的一段路，不知不觉就到达了终
点。那时，作为“木匠”的父亲，经常是忙
完家里的农活后，赶到镇上给别人家做
家具。每当星期天，我都随他赶路混好
吃的。

父亲出身书香家庭，却在农村成
长。爷爷曾是某中学的校长，后到农村
当了农民。因此父亲小学都没毕业就辍
学务农。然而，深知“读书耕田一般苦”
的父亲，饱读爷爷留下来的书籍。

很多乡亲们认为，父亲学上得不多，
书却读得不少。在家里一个老式破烂的
抽屉里，放满了《唐诗三百首》《七侠五
义》《说岳全传》《林海雪原》《李自成传》
《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
等。印象中，他无论农活多忙，也要在饭
后看一会书，疲倦不堪时，手中的书常常
在打瞌睡时滑落到地上。

母亲见状，赶忙从地上捡起来放到
桌上，父亲惊醒了，接着又看。可墙上的
闹钟很快响了，父亲背起农具，到田间地
头干活。在坡地上，累了的父亲总喜欢
站起身来仰天长吟，有时朗诵唐诗宋词，
有时是他自己写的“打油诗”。那时在我
眼里，父亲不是在背诗，而是在唱歌。那
种发自内心的豪放，总让我激情满怀。
站在他身旁也手舞足蹈，对山狂吼。尽
管我说的话父亲一句也没听懂，但我的
举止让他对我充满信心。

后来，父亲在镇上粮站找到了木工
活，每到周日放假，我都一早跟他到做工

的地方混饭吃。公家饭堂有
鱼有肉，是农村娃儿见都没
见过的美食。父亲打饭时，
总是把荤菜让我吃，我一
点都不推让。吃饱饭的我，
总被父亲喊在身旁读古
诗。厚厚的书，我哪里看得
进去，趁父亲忙得不可开交时，
跑到马路对面有孩子的房间里玩。

那时镇上没有车流，行人十分安
全。久而久之，父亲也不逼我读古诗词
了。于是每次收工回家，在漫长的回家
途中，父亲就教我背古诗。而我走不了
几里路，就吵闹着要父亲给我搭马架，骑
在他的肩膀上摇摇晃晃，倍感舒适神气。

这时父亲又开始教我背诗。从李
白、杜甫、白居易、王昌龄，再到李清照、
陆游，父亲每教一句，我就背一句。可一
回到家里，所学诗词全给忘了，东一句西
一句的，把李白的诗当作陆游的诗来背，
常常闹出笑话来。而李白的“床前明月
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
乡”从没有背错过。善于鼓励我的父亲
会夸赞：“不错嘛，有长进啊！”

父亲每教我读一首诗，就耐心地解
读。他说诗词不是死记硬背出来的，是
要用心去读懂作者的心。比如读李白的
《早发白帝城》，一定要了解李白创作时
的背景。他又说，《早发白帝城》是一首

好诗，首先好在第一句里用
“彩云间”描写白帝城的地
势之高，这样就为全篇描写
船快打下伏笔，积蓄势能。
拿到做人来说，每个人的一
生都应是光明的，是自由的，

但也有不平坦的人生，就像蓝
天白云，不可能永远挂在天上自

由飞翔，但也不可能跌倒不起。
听着父亲的解读，我似懂非懂，总觉

得我听的是一段故事，引人入胜。然而，
在他不断解读和鼓励下，我学会了背古
诗，也学会了写顺口溜。到小学毕业，我
读完了《唐诗三百首》《毛泽东诗词》以及
《红楼梦》等四大名著。而在我小小的书
柜里，整齐排放着200多册连环画，它们
都是我积攒的零用钱买的。

每当星期天，我都随爷爷一起，背着
这些连环画到集市上摆摊租给喜欢读书
的人看，分享“勤俭节约”的成果，内心的
欢喜，至今还记忆犹新。

骑在父亲肩上背诗的岁月虽然短
暂，却让我记得一辈子。那份浓浓的父
爱，让我发誓要做一个喜欢读书的人。
后来，我连续出版发行了9部自己的作
品，终于才明白父亲那时“负重前行”的
道理：一生中不是收获了多少，而是学到
了什么！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

这平躺的江流
柔柔地
是大地铺展开的

心絮吧
偌大的空白如同

沉默
容得下，万物间

宁静的你我

看啊，那一排排金波
是体内深藏的火焰
在湿湿的流光中
涌成的金蔷薇

那一排排金波
是故乡鳞鳞千片的屋瓦上
飞过的鸟群
每一茎羽毛都闪耀着依恋的光晕

那一排排金波
是多少个你与我 一世世
变成的一对对金鲤魚
在骨头上将惶惑和迟疑的阴影磨光

高高的树挺立风中
它唱出的金色曲调 唤醒
江风
留下叩问：是否解开落日的金纽扣
就是爱情

谁说来吟诵
来搅动这平躺的江流？金晃晃地
鱼等来了第十个波浪
那是圆满

（作者单位：重庆化医控股集团）

在父亲肩上背古诗

骑在父亲肩上背诗的岁月虽然短暂，却让我记得一辈子。那份浓浓的父
爱，让我发誓要做一个喜欢读书的人。

回首往事

一辆滑轮车 沈定顺

时隔几十年，许多事儿在时间长河中冲刷得没了一点儿影子，但童年的快
乐至今还深深地印在记忆中。

何真宗

生活的毛毛雨
（二首） 王景云

那一排排金波
江娃

童年时，我们最早看到的车是马车。
马车有两个橡胶轮胎，上面搁着结

实的木板架子，两边有几寸高的栏杆，前
面伸出去两根辕。一架马车多用五匹马
拉，一匹高大雄壮的辕马在中；四匹
生龙活虎的力马在前。

车把式斜坐在马车前，一扬
马鞭，发出“啪”一声脆响，马儿
就拉着沉重的货物踏上征途。
我们总爱欢叫着跟着马车跑，
有时车把式会发善心，默许我
们上去坐一段路，那摇一摇的感
觉真是好极了！

后来看见了汽车，汽车自然比
马车威猛厉害多了，老远就能听见它“轰
轰”的响声。当它越来越近时，我们会惊
恐地躲在马路边看它轰鸣着绝尘而去。

能坐上汽车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是
我们儿时的梦想。

有回我和刘二娃放学回家，过一段
有斜坡的马路时，突然听到“哗啦啦”的
声音，抬头看，有个东西在往下滑，上面
坐着两个和我们年龄差不多大的娃儿，
坐前面那个双脚蹬在横木上，一脸得意。

近了，才看清是一辆有三个铁轮的
车。那车很简陋，中间一块长约两尺的
木板，后面两个滑轮，一边一个固定在圆
形的木轴上；前面一个滑轮，固定在活动
的横木上，双脚踏在上面可把握方向。

后来才晓得那东西叫滑轮车，也叫
滚珠车。

那天下午，我们被滑轮车深深吸引
了，把书包挂在树枝上，下坡跟着车跑，
上坡就帮他们推车。那时的马路是土公
路，半天不见一辆车来，那段马路就成了
我们的天堂。

太阳快落山时，两个男孩才同意让
我们也坐坐滑轮车。

我和刘二娃立马坐上去。滑轮车借
着惯性从上往下溜，只听得耳边风声“呼
呼”响，人像飞起来一般。那种感觉爽极
了，绝对不亚于现在开宝马车！

那次过后，我们巴不得自己也有一
辆滑轮车。

要想有一辆滑轮车，关键是要解决
滚珠问题。那玩意儿两个地方有：一是
粮食加工厂；二是河边抽水站。

粮食加工厂离家不
远，我们经常提麦子去
兑面；把谷子担去打成
米。厂头有一台老式
柴油机，由它带动打米
机，磨面机。每次启动

时都要用一根“之”形铁棍
伸进去摇动。冬天冷，摇半

天机器都启动不了，不断发出
“空搞空搞”的声响。

加工厂的土墙上挂着两个换下来的
旧滚珠，碗口那么大，我们决定把它顺走。

那天，我和刘二娃背谷子去加工，看
见那两个滚珠还挂在墙上，心激动得“砰
砰”直跳。怎么才能把它弄到手呢？我
们盯着它脑瓜里飞快地想着办法。

轮到我们打谷子了，我向刘二娃递
了个眼神，然后故意站在旁边挡住周师
傅的视线，好让他把墙上的滚珠取下来
塞进谷糠里，撮进口袋中。

哪晓得刘二娃手还没有挨着滚珠，
就被周师傅发现了。他一声断喝：“做啥
子？崽儿！”

“没做啥子，没做啥子，我……我想
看看那是什么东西。”刘二娃满脸憋得通
红，结结巴巴话都说不伸展。

“嘿嘿，啥子东西？那是滚珠！你两
个小家伙一进来就贼眉贼眼的，我早就
晓得你们想偷走是不是？”

我们低着头无话可说。
周师傅把滚珠从墙上

取下来，锁进了工具箱。
同时锁进去的，还有我们
梦寐以求的希望。

那段时间，我们心
里全装着滑轮车，做
梦都想得到滚珠。

那年腊月的一
天，父亲从亲戚家
回来，带给我三个
滚珠！

“啊！滚珠！”我一声惊叫，心跳得快
要蹦出喉咙，伸手去拿。父亲说：“别动，
那上面有黄油。”

原来父亲早就晓得我渴望得到滚珠
做滑轮车，在一个搞机修的亲戚那里要
了三个回来。

接着，父亲找来工具和我一道做滑
轮车。不到两个小时，一架真正的滑轮
车诞生了！

在院子的地坝上，我第一个坐上车，
刘二娃和弟弟在后面推。听着“哗啦啦”
的声响，我高兴得不得了，绕着地坝转了
十几圈还舍不得下来，惹得他们不住声
地请求：“让我们坐坐嘛……”

院子后面有一条漫长的小路，从上
到下足有百多米长，我们经常去那里
玩。两三个娃儿坐在上面沿着斜坡往
下滑，越滑越快，人犹如长了翅膀在
飞翔！

车快又无刹车装置，危险就多，把方
向的稍不注意就会翻车。有回滑轮车冲
到半坡时，前面方向没把握好，一下子窜
出小路，掉到一丈多高的坎下！好在下
面是松软的泥土，我们只受到惊吓而没
整断脚杆手杆！

为玩滑轮车，我们经常被摔得鼻青
脸肿，衣裂裤烂。回家免不了挨骂挨打，
才晓得快乐往往是要付出代价的。

那辆滚珠车我们使用了两年，
用它到煤炭厂拖过煤炭；到石灰厂
拉过石灰……后来钢珠磨坏了，
不能用了，我们也进初中了，把它

卸下来卖给了废品收购站。
时隔几十年，许多

事儿在时间长河中冲
刷得没了一点儿影
子，但童年的快乐至
今还深深地印在记
忆中。

（作者单位：渝
北区龙溪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