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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经》里说：茶者，南方之嘉木也。其日有雨不采，晴有云不采；晴，
采之。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意思是：茶树是产
于我国南方的一种优良树木，采茶那天若下雨则不采，晴天有云也不要
采，天气晴朗时才采。因茶的性味至寒，最适于作饮料，是那些品行俭朴
的人的最爱之饮。

可见茶的历史之悠远，采茶之讲究，饮茶之清雅。可是喝了这么多
年的茶，我还从来没有采过茶，在这个晴朗的春日里，我去参加了巴南区
举办的采茶节，体验了一把采茶。

随着盘山公路行驶，来到巴南区二圣镇的白象山茶园。此时朝阳未
升，晨露未褪，茶园采摘区那一行行整整齐齐的茶树笼罩在一层白雾里，
仿佛盖着这浓白柔软的雾还在香甜地沉睡着。而最令我一见倾心的是
旁边那几棵上百年的枝叶繁茂的香樟树，长着新绿的叶子，从粗壮的树
杆分出细细的枝丫，如伞般伸向天空，造型优美，在浓雾中若隐若现，仿
佛充满爱意地守护着还在沉睡的茶树，如诗如画般美丽。

雾气流淌，轻纱般让这一片绿色变得朦胧柔美，一扫钢筋水泥都市
里呆久了的视觉疲劳，吸入的清新空气让身心都变得纯净起来。我沉浸
在这仙境般的美景里，浑然忘却了我是来采茶的，直到朝阳升起，金色的
阳光唤醒了茶园。

脖子上一挂上小竹篓，我就好像真的变成了采茶姑娘。随着采茶师
傅的介绍，我了解到什么叫“单芽”“一芽初展”“一芽一叶”，不同的采摘
决定了茶叶的等级，采摘时不能直接掐断，断口处会发黑，得轻轻地拔
起。我当然是要采品质最高用来制作“定心”绿茶的单芽了。

单芽还真不好采，要选择最新鲜、饱满、细嫩、完整的独芽，不是每棵
茶树上都有符合品质的，有些采过了还没长出来，有些太细小不够饱满，
既考眼力又考手力，我聚精会神心无旁骛地采了半天，浅浅的一层还铺
不满小竹篓的底部，不禁感叹：终于知道好的茶叶为什么那么贵了！虽
然所获不多，但是采茶过程中很是快乐，专注于一件事时内心的宁静平
和，以及和大自然的亲近，让人忘却了尘世烦恼。

采好茶后，我观看了炒茶师傅手工炒茶，名为杀青。二百多摄氏度
高温的大铁锅，师傅双手在里面翻炒却不会烫伤，足见技艺高超。只
见锅内水汽升腾，阵阵带着青草味道的清甜香味弥漫，那些我亲手采
摘的叶子们开始脱水卷曲，具有了茶叶的雏形。当然，制成茶还需要
很多道工序，揉捻、理条做形、干燥等，有限的时间里，我已等不到它
们变成真正的茶叶。

此茶名为定心，是因为制茶时既不能太喜悦，也不能太悲伤，对茶的
品质都有影响，要保持平和的心态。经过冲泡，颗颗茶芽在水中挺立，上
下沉浮，宠辱不惊，是为定心。这个颇有禅意的茶名，让我想起影片《澄
沙之味》里的情节，德江老太太在制作红豆馅时，总会倾听豆子们的低
语，想象着豆子们见过的晴天和雨天，又是怎样的风把豆子们带到了这
里……我觉得，把这个豆子换成茶叶也是一样的，香樟树下的茶叶们，见
过雾气和露水，阳光和风，它们也有自己的故事，它们
也是大老远的从地里过来，经过千锤百炼，才成为你
手里的那一杯定心茶。

来到巴南，除了体验采茶制茶，还可
就近观民宿大院，它有一个诗意的名字叫
花境院子。还可以去中国最美休闲乡
村二圣镇集体村一游。我去时天色已
晚，夕阳映照在水面一片波光粼粼的
金色，衬着对岸黄灿灿的油菜花，那么
热烈那么生机勃勃，让人感到生活充满
了希望。而岸的另一边是整个山坡的花
树，临河深深浅浅的红色桃花开满小径，徜徉其
间，真是春到巴南，遇见花开遇见你，既可观山观水
观世界，又可品茶品酒品人生。

春日迟迟，卉木萋萋，不如采茶去呀！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有朋友做东邀请喝酒，欣然赴约，几乎没有人会无故
缺席，说不定心里在暗暗思忖，今儿喝他一个一醉方休，不
醉不归，可见酒，的确是个好东西。

但端起酒杯来，就口是心非了。有人端起茶杯来，礼
貌有加婉拒说，不好意思，我以茶代酒，你们尽兴喝；有的
托辞身体有恙，刚从医院“大修”出来，滴酒不能沾，见谅见
谅；有的拿“酒驾”说事，不是不想喝，实在是不敢喝，想害
我啊……总之，拒酒的理由都情有可原，仿佛杯子里是毒
药似的，敬而远之。

这种局面，往往让东道主脸上多少会有些挂不住，因此请
客的也不傻，会请出秀色可餐的美女来助兴，活跃一下酒桌气
氛。一个一个来，糖衣炮弹似地轮番敬酒，面对一桌怜香惜玉
的老男人，人家小女子都先干为敬了，你总不能一点面子不给
吧。得勒，理屈词穷，无路可退，一饮而尽。原来那潜力还真
的深不可测，只是轻易不露相而已。

最近在单位大楼电梯里，碰见新来的90后小编，寒暄
中问他学什么专业的，他说交大汽车专业毕业。我有点纳
闷，原来他在一家汽车公司做公关，经常出差，每天喝业务
酒，实在完不成任务，便跳槽来了新闻媒体。

这让我想起我在比他这个年龄还小的时候，正下乡在
农村。一次大队领导带我去一个生产队搞水利报道，结果
队长、支书、妇女主任、团支部书记热情相迎，轮番给我敬
酒。当时我不过一个嫩毛头，一说话就脸红，心想人家看
得起才给你敬酒，不敢拒绝，也不会拒绝。但花里胡哨的
敬酒词连珠炮般轰炸过来，难以招架，头一回领教了什么
叫“酒精考验”。

后来几个人亲自伴着月光扶着我，走十来里路，送我
回到自己的茅草房。我倒床就睡了过去，胃里却翻江倒
海，睡梦中起来找水喝，摇晃到水缸前，咕嘟咕嘟灌了几大
瓢井水，才熄了火，身体慢慢安静下来，醒来后感觉害了一
场大病。

私下里琢磨，酒桌上的逻辑真的很有意思。大家乘兴
而来，为的不是把自个儿喝痛快，而是巴心不得别人喝趴
下，“我先干为敬，你随意”，这样斯文理性地喝酒，很难喝
出兴致来。要想喝出点动静，非要“我走一圈，大家杯子里
要滴酒不剩”，用这种自虐式的苦肉计，方能把酒事推向高
潮：装在瓶里像水，喝到肚里闹鬼，说起话来走嘴，走起路
来闪腿，半夜起来找水，早上起来后悔，端起酒杯还是很美
……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君子风范，在酒桌上荡然无
存，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大公无私”却能在这里大
行其道。来喝酒的无不是尽量少喝或者不喝，以成全他人
多喝为乐，喝得越豪爽，越耿直，就越能够赢得满桌人的恭
维和敬佩。直到别人喝高了，喝麻了，喝得出尽洋相，方能
打住。这种惩罚性娱乐，类似恶搞，里面难免夹杂些许幸灾
乐祸，甚至有时候，竟然酿成了斗酒、斗殴、最后拍案而起，
不欢而散。

记得早年在成都工作，大家都是单身汉，周末晚上就
去春熙路下馆子。先是几个同学划两拳自娱自乐，见邻桌
喝酒的成都人划拳划得河翻水翻，有人便提议，都是好兄
弟，不如干脆两桌人划拳对战。我们人少，几个回合败下
阵来，喝得人仰马翻，就借着酒劲掀翻了酒桌，他们仗着人
多，便大打出手，一看那个阵仗要吃亏，我们的人赶紧骑着
自行车开溜。但酒醉心明白，我知道骑车要闯祸，便扶着
自行车慢慢走回住地，可是路上酒劲上来，路都走不利索，
还要扶稳了自行车，很是吃力，转弯处便随着车身倒过去，
摔了个狗啃屎。愣了半天猛然醒过神来，摸摸嘴，门牙断
了半截，路边没路灯，黑乎乎的也没找到那半截，事后后悔
喝酒坏事。

俗话说，小酌怡情，牛饮伤身。从此喝酒我得小心拿
捏这个分寸，少了不能尽兴，多了有害无益，因此我拒绝任
何干杯。

有个老朋友深怕人家说他不耿直，不豪爽，为个面子，
凡酒必干杯，且来者不拒。几杯猫尿下肚，身子如一摊烂
泥，送回家从床上滚到床下，一只腿挂在了床沿上。几个
钟头后醒来，发现那腿早失去了知觉，动弹不得，住进医院
才得知床沿压迫血管，堵塞导致脉管炎，从此小腿肌肉肿
痛，而后萎缩，行走不得。幸而没有截肢，理疗若干年，才
重新站起。类似乐极生悲的情形，想想都后怕。

有朋自远方来，酒逢知己千杯少，则另是一番乐趣。
记得相交十多年的老沈，我们那年夏天在四面山相逢，一
顿火锅长麻吊线吃了6个多小时。海阔天空地聊，扯南
山，盖北网，陈谷子，烂芝麻，似乎有说不完的话，没有敬
酒，也不劝酒。两个人随性，掏心掏肺地这般对
饮，情谊绵长，不知不觉竟然干掉了16瓶啤酒，
剩下两瓶开了盖，却已经不能再喝，干脆倒进火
锅翻滚的红汤里作罢。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
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
在，几度夕阳红，一壶浊酒喜相逢，古
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分手的时候，
走路虽然有点打偏偏，但飘飘然如释
重负，微醉的感觉真好。酒肉穿肠过，
情义心中留！

（作者单位：重庆日报报业集团）

轻岚淡黛缠山团，
馨翠田园绿苒峦。

细雨微风蛙叫乱，
鸭忙鸡慌犬声单。

小桥流水人家绕，
修竹葱林炊烟漫。

借问暇闲何欲往，
悠然乡野享清欢。

（作者系重庆市审
计局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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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快 轻松贷
建行快贷 一触即贷

乡间采茶记

谭竹

吴昊

在重庆众多的古镇中，位于开
州城郊的温泉古镇远不如磁器
口、龚滩、龙兴等古镇闻名，但若

是你踏进这片土地，一定会领
略到其独特的魅力。

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温
泉镇（原名温汤井、温汤镇），曾是

川东四大盐场之一的温汤井盐场所
在地。《汉书·地理志》记载，早在汉代
即有居民取盐卤煎盐。因境内有热

泉，四季常温，故名温泉，是重庆市唯一以“温泉”命
名的古镇。

古镇的老街，以蜿蜒的清江河为轴，依山而建，
由河东和河西两条街道组成。河西中心街，街面由
青石板铺垫而成，街道两边是具有明末清初特色的
木板墙房屋。河东燕子街，两边建筑全由木板墙、盐
碱石和砖瓦房组成。

漫步古镇，时间仿佛变慢，古镇充满了浓郁的生
活气息，坐在门前藤椅上的老大爷正悠闲地抽着烟
卷、三三两两的主妇们聚集在一起，一边理菜，一边
相互拉着家常，天真无邪的孩童们在巷子里穿梭玩
耍……

古镇老街曾是原温泉镇经济最繁华的贸易街，
它见证了整个古镇的兴衰成败。如今的老街，虽有
一些残垣断壁，但建筑、民风、市情仍然保留着昔日
古朴、优雅的风貌。“当年这里是过河、运盐的必经之
路，商铺林立，每天过路的人也多，那叫一个闹热！”
见游人举着相机正专注地拍摄街道的一砖一瓦，正
为门前花儿浇水的老婆婆主动介绍。游人探寻的目
光，仿佛也打开了她的记忆之门。

温汤井盐井遗址仍存，如今盐业已经衰落，清江
河边的盐泉依旧涌出。清江溪流侧畔，有多处温泉水
浸溢而出，《夔州府志》载：“温汤有井，冬夏常温”。盐
泉常年水温40—42摄氏度，泉中含1%的食盐和微量
的碘、钙、硫等近十种矿物质，对人体具有独特的医疗
保健作用。因此又为天然保健浴的极好矿泉。

温泉水清澈见底，在盐井泡温泉成当地居民的
日常休闲方式。即便在寒冷的冬季，温泉古镇的“温
汤井”里照样是一番热气腾腾的景象。男女老少纷
纷惬意地躺在露天泳池里，或相互戏水，或七嘴八舌
地说着新鲜事儿，或闭上眼睛聆听潺潺流水声。

温泉古镇还有元宵对骂、斗亮等独特民俗。每年
正月十五元宵节，夜幕降临，河东与河西两岸的人都
在自家门前、阶沿、阳台、灶上摆上蜡烛。随着盏盏烛
灯的亮起，霎时间，古镇河流两岸烛光相照，倒映到水
中，流光溢彩。两岸的居民比谁的蜡烛和灯点得多，
点得亮，称之为斗亮；随后，居民们搬起板凳到户外，
将平日的怨气统统骂向河对岸的人，叫作对骂。据
说，斗赢的一边，新的一年里将会更发财兴旺。

在温泉古镇，流传着这样的民谣：温泉怪事多，
百姓真坦率；不公就要骂，不平就要说；越骂越兴旺，
越骂越红火；明天见了面，仍是兄弟伙；风俗成定局，
世代相传播；今天说不完，明年往下说。“温泉赛骂”
并没有特定对象，就是骂河对岸一方，以发泄一年来
的怨气。这一习俗经过“改头换面”，作为盐文化传
承的一部分，成了温泉镇的新民俗。每年的元宵节，
还会吸引不少游客前去“观战”。现在的“对骂”可以
相互揭短、提意见，内容更多的是倡导文明新风。
2016年正月十五，作为元宵节特色民俗，温泉镇的

“对骂”活动还登上了央视。
2010年温泉镇被评为重庆市历史文化名镇，

2014年评为第六批中国历史文化名
镇，2018年温泉镇入围全市第三批特

色景观旅游名镇。如今，温泉古镇
已渐渐揭开神秘的面纱走出深闺，

为世人所瞩目。
（作者系开州区作家协

会副主席）

老/ 重/ 庆

温泉古镇观民俗

周成芳

岁/ 月/ 回/ 首

青春期的劳动课 刘云霞
喝酒有分寸

诗/ 绪/ 纷/ 飞

遥望雪山孔兴民

七律·乡村初夏

张友鹏

有时在诗里，有时在诗外
望见望不见，都在
那远方的白，诗圣说是千秋雪
我疑心是盛开的万年花

哦，雪山，我屹立的梦
目光所及，再遥远，也能到达
一路向西，不用踏平坎坷

不用斩妖除怪

一次次遥望，何时出发？
不为取经，也不为途中，与她相见
只为捧起一朵雪莲花
让它在手中，慢慢融化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

许多年前，我在驴溪岛读师范时，每周有固
定的劳动课。劳动的内容是从西河坝往操场靠
江一面需要填起来的一角运送鹅卵石。下雨不
行，头一天下过雨也不行。因为走向校门的路是
一个不平整的泥面陡坡。毛毛躁躁的少男少女
们挑着沉重的鹅卵石走在湿滑泥泞的坡路上，显
然是危险之举。每当劳动课要来临，而天气又晴
好，一群女生总会趴在操场西边的红楼走廊窗口
前，看着飘荡在平静蔚蓝色天空上飘忽的白云，
向着通红的太阳的方向大声嚷嚷：“瞧吧，那白云
变成鲨鱼了。它在替我们着想啦！等它的嘴一
伸出来，那条路上就开始滴沥滴沥地下雨啦！”有
人立即附和道：“路上湿淋淋地，我们一步三滑，
就不用劳动啦！”

老天爷不会听到我们的嚷叫。学生时代的
抱怨都不是动真格的，就是心血来潮的信口嚷
嚷，没有人当真，连嚷嚷的我们自己也没当真，老
师听见了也不会责备。只有教我们数学的明雄
书记故意逗我们。每当他布置作业时，只要我们
孩子气地七嘴八舌嚷嚷：“又是这么多作业啊，做
不完了！”“还没弄懂不会做啊！”“我们要劳动没
时间作业啊！”他立即一边用双手往下压做着制
止继续嚷嚷的姿势，一边用带北方口音的普通话
连声告饶：“好好好，好好好，不做，不做。”然后就
是我们一阵小聪明得胜的欢笑。

身材瘦小的培鼎校长听见了也不会责备。
他从楼下走过，听见了也见惯不惊，只管背着手
不紧不慢地踱着方步。那时，时隔很多年，很多
年后的今天，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人回想起，估计
我们心目中的培鼎校长，他就是那样一副姿势，
看似漫不经心，实则明察秋毫。

劳动课当天，天气晴好。活蹦乱跳的姑娘小
伙子们早已忘记了前一天的抱怨，劳动装早就换
上了。说是劳动装，其实就是运动衣裤，就是手
臂和腿侧镶有两道白杠的成套的运动服，蓝色或
者红色居多，有小翻领，款式不分男女。也有绿
色的，估计市场上价格要贵一些，要么就是小场
镇买不到，穿的人少。同班同桌家庭富裕的云就
有一套。她修长丰满的身材穿着那样一套随着
身形晃悠的绿套衫，从女生寝室穿过操场到教学
楼，俏皮的马尾左顾右盼，无论从正面、背面还是
侧面看，都是阳光下靓丽的一道景观。不管哪种
颜色，当然单纯地说是劳动装或者运动装都不恰
当。除了我们师范生把这样的服装当外套穿着
到处晃悠外，街上的行人、聚奎中学和工商学校
的学生都顶多把它当汗衫穿的。因为每天必须
的晨跑，傍晚时分的自由活动，还有每周两节体
育课一节舞蹈课，大家都习惯了穿着那一身轻松
的套衫东奔西窜。即使溜出临江苑讲师楼底那
道窄窄的小门到马项丫转悠，或者过驴溪河到白
沙镇的闹市去闲逛，甚至结伴相约着到临近学校
去看昔日的同学，那样镶着两道白杠的运动衫显
然是师范生的标配。

劳动工具是一挑箩筐或一挑宅筐，宅筐也叫箢
篼。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能够清晰地记起
它们颤悠在父辈肩头的模样。无论箩筐还是箢篼
都需要木制或竹制的扁担作为附件承载在肩上。
箩筐是用细竹编成的，以棕绳拴在扁担的两头。箢
篼不用棕绳拴，扁担两头各有一个铁钩子吊着两根
细细的提手。箩筐一般运载粮食，箢篼一般运载泥
沙石头。白沙是农业大镇，当年的街头巷尾到处都
是卖竹编篼篼筐筐的店铺。今非昔比，此类买卖倒
没有完全淘汰，不过肯定不如从前繁荣。

我们的工具与大多数人记忆中的稍有不同。
家里的箩筐和箢篼体积要大一些。考虑到我们肩
膀的承受能力，大家带到学校的劳动工具都是心怀
疼爱的家长们精心设计制作的，箩筐或圆或方或
扁，箢篼或深或浅，无一例外，都小巧玲珑精致可爱，
整整齐齐码放在一栋坐南向北的四层建筑里。

我们把目光投向那栋四层建筑，那是我们的
宿舍楼。之所以叫宿舍楼不叫男生楼或女生楼，
因为里面既住着男生还住着女生。楼下一层全
是男生，楼上三层都是女生。男女生分别从东西
两道门进出。每一层楼中间有长长的走廊把建
筑断成南北两面，每一面又被分隔成很多个小
间，就像现在的学生公寓楼。不同在于现在的公
寓楼每个房间都有卫生间，我们的宿舍楼每一层
才有一个卫生间。

青春期的我们劳动前像欢腾的鸟儿奔赴宿

舍里取工具。没有一
个人无精打采的，都在
兴致勃勃地准备着把
蓄积一周的能量、活力
与速率尽情地释放出来，在热火朝天的劳动中消
耗掉，如同今天每到傍晚，荣臻广场黄葛树下一
只只自由转悠的陀螺一般。其兴奋的程度不亚
于今天的人们在风和日丽的春天收拾行李拖家
携口出门旅行。

驴溪岛最迷人之处就是靠江边的西河坝。
捡拾鹅卵石的时候，长江就在身旁不远处，碧绿
的江水在蓝天的辉映下缓缓流淌，沙地上长满茂
盛的杂草，麻雀驻足在沙石上喳喳叫的小嘴是金
黄的。白色的、褐色的、禇红的、长着斑点长着花
纹的、滚圆的、椭圆的、大大小小的鹅卵石或密密
匝匝拥挤在江岸沙滩上，或稀疏无序地散落在草
丛里，或像凝固的结晶体浸润在清凉的浅水滩，
看着就沁人心脾。有图方便的，专捡大的鹅卵
石，一个筐装一个，一趟就两大个；有喜欢娇小
的，一筐卵石有数不清的个数；有偏爱形状图案
的，专择心仪的椭圆形、长条形、有色彩或带花纹
的。当我们从浅水滩里把鹅卵石搬起来，我们就
捉住了清凉干净的味道……

我记忆里保存的图像里，还有一种生机勃勃
的动人心弦的美。见过担担子吧？见过一个班
几十个青春男女担担子吧？在上坡之前，我们挑
起几十斤重的箩筐或箢篼在平地上起步。我们
专注地弓着身子，再稳稳地直起身子，随着脚步
的迈动，扁担两头颤动，脚步也均匀地跳动起
来。在集体的劳动中，仿佛那不是一种苦力，而
是一种姿势优美的舞步。没错，劳动就是付出，
但是颤动的扁担与跳动的脚步却配合成一种乐
趣，默契成一种青春的美。

环绕驴溪岛的是驴溪河的最后一公里，夏天
的驴溪河畔桂圆树枝叶繁茂，浓荫如盖，串串青
色的桂圆果挂满枝头。培鼎校长拿着一把带大
铁秤砣的秤就等候在桂圆林和竹林里。那是计
划填起的操场的一角，狭长的一个锐角，到处都
是狗尾草，最边上是一片竹林，其面积至少可以
修筑两栋摩天大厦。夏天的时候，狗尾草中间夹
杂着很多细细的野花，引来很多飞蛾蝴蝶安营扎
寨。与操场的落差是多高有些模糊了，顶多不过
两三米吧，反正我是不需要铆足胆量与勇气就敢
往下跳的。我们从操场上猛然跳下去的时候，那
些飞虫就害怕地飞起来，把我们团团围住。我们
喜欢坐在草丛里发呆，看对岸隆隆轰响的冒着烟
的火车，看江面上来来往往的船只，看傍晚的夕
阳，看夕阳映照下的绯红的天空……

雷打不动的，每一次劳动课，培鼎校长都扎
了根似的等候在那里。拿着本子算不上较真地
称秤计数。与我们说几句笑话，鼓励耸着肩膀憋
红了脸的娇小身材的女生和矮个子男生。他的
语调平和，语速与他走路的步子一样不紧不慢。
读书三年，我一直没有清晰地弄明白他的真实身
份。有人说他是极有教育情怀的好校长，有人说
他是了不起的心理学教师，能不出差错叫出全校
每一个男生每一个女生。有时，他背着手不紧不
慢地在校园里徘徊，有时他站在升旗仪式的讲台
上，有时他夹着讲义匆匆走向某间教室，有时他
突然出现在我们闹嚷嚷的晚自习课堂里……为
此，至今我都没有弄明白，扩充填平那个锐角，到
底是学校集体的决定还是他一个人的运筹帷幄
深谋远虑。全校十八个班，每班都有劳动课，意
味着每一天他都要不厌其烦参与其中。他到底
参与了多少劳动课呢？还有在我们进校之前毕
业的师范生呢？还有此后的师弟师妹们呢？前
赴后继，不得不佩服培鼎校长明智的愚公移山的
毅力，才终于有了后来乃至今天航天职业技术学
院开阔平坦的大操场。

留在记忆里注定不会消失的图像，除了培鼎
校长，还有我的那些处于青春期的情窦初开的同
学们。在挑着担子走向校门的不平整的坡路上，
当少女们泛着绯红汗珠的面孔与少男们腼腆地
微笑遥相辉映时，我保证，一种捉摸不透的初恋
的情愫就开始萌芽了。虽然那时以互帮互助的
正当名义，但是当少男自然地接过少女肩上的担
子时，谁能说劳动的快乐不是在升华为强劲的、
隐秘的、美丽的风帆呢？

（作者单位：江津区四牌坊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