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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成宽传
胡曰钢 胡曰琪

第十三章 英名慰世

这正如穆成宽所说的“要发展我们
自己的特点，根据中国人的身体情况去
进行训练。”这实际上就是穆成宽训练法
的精髓。更重要的是，穆成宽对弟子、学
生们的思想作风教育，是培养运动员成

人成才的关键。他培养出的教练们，不仅树立了为奥运夺金，为祖国争光的雄心大
志，更有着艰苦创业，刻苦拼搏的精神，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在哪个岗位，无论在多
么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都能够创造出辉煌业绩。穆成宽最为得意的弟子有：

王者兴 1936年12月出生，八一游泳队总教练，新中国第一批游泳健将之
一。后任厦门市体育总会主席、厦门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副厅级）。

王者兴生于哈尔滨的一个体育世家。1950年全家迁至天津。他第一次在天津
参加1万米滑冰比赛就受到穆成宽的关注。随后又参加天津的自行车比赛，拿了几
次冠军，创三项记录。1953年，在第八体育场比赛1万米自行车，超过第二名 200
多米。比赛刚刚结束，穆成宽就找到他问：“你叫王者兴？”
“是。”那时王者兴还不认识穆成宽，回答也简短。
“你是哪里人？”
“哈尔滨人。”
“会游泳吗？”
“我在松花江学过游泳，没姿势，‘狗刨’。”
“你跟我练游泳吧。”
“您是？”
“我是穆成宽。”
“那好，我跟您学游泳。”早就知道穆成宽鼎鼎大名的王者兴兴奋得不得了，立即

答应下来，从此走向了游泳之路。
三年后，王者兴的游泳成绩突显出来。1956年8月，

在北京参加全国15城市少年运动会，获100米蝶泳第二名，
被海军体工队“八一”游泳队看中。 连载

为了应对解放军，天津守军日夜清除阵前1000米内的树木、坟地、草房、民居，将
“四万个地雷遍布于前线”，更于12月25日火烧宜兴埠等津郊13村，造成38000人流离
失所。这就是所谓的“大天津堡垒”。

经过多次努力，杨连第和三弟连坡终于突破层层设防，在凌晨跑回了18里外
的北仓。路经天齐庙村时，见到断壁残墙，连那座数百年的清真寺也被烧毁了，杨
连第心中对国民党充满了恨。兵荒马乱的年月，北仓村胆小的人都关起门来躲在
家里听炮响，唯有杨连第和他的二弟站在家门口时时向外张望。天亮时，杨连第
见京津国道上开来一辆吉普车，下来几个戴大皮帽子的军人。就走上前去问：“你
们是八路军吗？”一位军人说：“我们过去叫八路军，现在叫解放军，来解放天津
的。”杨连第急忙握住他的手：“同志，可算把你们盼来了！”杨连第和弟弟立刻把天
津周围的情形说了一遍。还告诉他们什么地方有碉堡，什么地方好进。那位指挥
员一面听一面看地图，最后满意地说：“老乡，说得很对，谢谢你们！很快天津就要
解放了！”接着，解放军开车走了，兄弟俩没有回家，而是恋恋不舍地目送着吉普车
渐渐消失在了国道上。

杨连第家位于北运河左侧，房前一大片空地成为东北野战军炮兵纵队一个连队
的停车厂，解放军住在旁边的兰家大院。那些戴皮帽子的战士有的比弟弟的年纪还
小，却能开着庞大的苏制卡车到处跑，很让杨连第羡慕。每当汽车开动，后边都有一群
孩子跟随，为的是闻闻那汽车屁股后边“真好闻”的汽油味儿。每当这时，杨连第都会
出面劝阻，等孩子们跑掉，他就和汽车兵聊天，问他们哪里人，有什么困难，需要什么帮
助。有一次解放军的一辆卡车抛锚了，几位汽车兵忙了大半天也没鼓捣好，急得满头
是汗。杨连第细心观察了一会儿，便提出“让我试试”。满身油污的战士见这位平易近

人的农民大哥提出这样的要求，就有点信心不足，说：“您是说
的‘试试’吗？修汽车？”杨连第真是外憨内秀，他利用在汽修厂
学到的技术，经过一番努力竟真的修好了汽车！

英雄杨连第的故事
杨光祥

父亲的二胡
王原昌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顶替父亲进了工厂。张师傅对我说，你爸的二胡拉得
很好，自学成才不简单。我只是讪笑，心里说，拉二胡能有什么出息？

张师傅接着说，看来小王不信，我就给你说个事情。有次兄弟单位来咱厂文
化宫演出，轮到一位师傅表演二胡时，突然肚子疼不能坚持。台下你爸的同事纷
纷喊，让王师傅试试。你爸站起来摆手说不行。直至盛情难却，才红了脸，提着自
己的二胡上台。坐定，挺腰，调弦，时而颔首沉醉，时而摆头扬眉，一曲《二泉映月》
响起。曲子延绵起伏，低声时如山涧小溪，潺潺流水。豪放时，如水库泄洪，奔涌
而下，观众情绪不能把持，纷纷起身鼓掌。从此，你爸拉二胡名声大震。

父亲怎么没有对我提及此事？我纳闷不已。唯一的解释，父亲是一个低调且
不张扬的人。

退休后，父亲回农村老家，侍弄几亩耕地，和母亲相依为命。
有次我回家，碰见母亲正给从地里回来的父亲拭汗，又倒好水让父亲盥洗。

父亲笑着说，今儿给你娘俩拉二胡听听。
母亲拿来二胡，父亲坐在院子里的葡萄架下，望着一簇一簇摇曳的绿叶，独奏

一曲《放风筝》，音色柔美欢快，我听得如痴如醉，心情欢愉似在白云间穿梭。母亲
给父亲端来一杯茶水说，你爸拉二胡入迷，吃饭也得妈三番两次喊。

父亲说，二胡能将情绪宣泄出来，爸就不会给你妈乱发火。我看见母亲打了
一个愣怔，有泪花闪烁。

多年后，母亲离世，父亲悲痛欲绝，悲伤地说，你妈来咱家51年，上侍奉公婆，
下疼爱子女，温柔贤惠。也能逆来顺受爸的坏脾气，爸愧对你妈。我不由想起母
亲的好，泪如雨下。

办完母亲的后事，父亲像变了个人似的，郁郁寡欢，二胡也懒得拉。每一次回
老家，从父亲蹒跚的步履中，读得出几分沧桑。

不久，弟弟火急火燎打来电话说，爸大早出去，天快黑还没有回来，到处找不见。
回家我埋怨弟弟，怎么把爸弄丢了？弟弟说，爸这些天心情不好，常坐在葡萄

架下，拉二胡也无精打采，盯着院中那棵老榆树发愣。
进了父亲的屋子，我盯了一眼挂二胡的墙壁说，我知道爸去哪里了，快跟哥走。
村外两公里外河岸上是母亲的坟茔，是夜，月暗星稀。忽然传来幽幽低沉的

二胡声，伴着清冷的月光，似是叹息，又如哭泣。父亲坐在拐杖凳上，拉着母亲最
爱听的秦腔《三滴血》，凄婉地唱：祖籍陕西韩城县，杏花村中有家园，姐弟姻缘生
了变，堂上滴血蒙屈冤……

爸，爸，咱回家吧！我和弟弟抱住父亲，泣不成声。
母亲去世不到一年，父亲苍老了许多。我多次劝说，爸，和我去县城吧，白天

你可以找老同事聊天，晚上到文化宫广场拉二胡，看年轻人跳火车舞，可热闹呢。
父亲摇头说，哪里也不去，爸离不开老家，更离不开你妈。
拗不过父亲，我对弟弟说，这样下去，爸会衰老很快，哥想了个办法，你看行不

行？然后，我给弟弟耳语一番。
不久，我把老人机和一张光盘送回家。在院中绿意流淌的葡萄架下，父亲紧

紧盯着老人机说，这个视频是你妈在跳秧歌……还有这个视频是那年上华山，爸
背你妈在东峰看日出……快把二胡拿来，爸要给你妈拉二胡。

父亲的目光被屏幕俘虏，脸上泛着红光，二胡声柔顺地依附在指节周围，演绎
着久违重逢之喜。那种温馨，暖暖的，仿佛回到母亲生前时光。

父亲说，等爸百年之后，和你妈合葬一起。记住，把爸妈棺椁之间的隔墙拆掉，好
在一起团聚。还要把这把二胡陪葬，爸天天给你妈拉秦腔《三滴血》《周仁回府》……

说这话时，父亲的脸荡漾着笑容，仿佛要盼这天早早到来。我和弟弟泪眼迷
蒙，突如其来的心酸在胸腔弥漫。

父亲的二胡，就像攀援的藤蔓。那是依附在父亲身上的一根血管，流淌着父
亲对母亲的爱。

同时，二胡也是一根琴杆顶天立地，两根琴弦连接情感的纽带。外弦如母亲，
柔弱温润；内弦如父亲，雄厚高亢，在阴阳的融合中演绎着朴实无华的爱情。

在我小时候的诸多记忆中，父亲的口算能力是最让我佩服的。虽然几十年过
去了，这一点我是记忆犹新，念念不忘的。

在那个年代，每到每月的二十五号，市民们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就如同冬季
的天气一样，经过了数日的雾霾，忽然一夜间被大风吹得云消雾散，重现蓝天，人
们终于可以喘息了。父亲也不例外。这就是那个年代的二十五日“借粮日”。

每当“借粮日”的头天晚上，父亲总是睡的很晚。夜阑了，母亲和弟弟妹妹都
已睡下，父亲把小饭桌摆在屋子的当中，桌子上铺上一张报纸，他搬一张小凳子
坐在桌前开始他的口算功。我也搬一张小凳子坐在旁边一言不发，好像在分享
或准备分担着什么。父亲自言自语道：“白面五十斤，每斤一毛八分五，五对五；
五八四；五五二十五，九块二毛五。棒子面，每斤九分，五九四十五。共计十三
块七毛五。米……。”算罢站起身来搬小凳子放到墙角站上去顺手摘下挂在墙角
钉子上的一个小方盒，重新坐到桌前，打开一个用麻绳打着十字花盒上印有真藕
粉字样的小盒子。盒内有几张码放整齐的人民币和一个购粮证。父亲小心翼翼
的拿起人民币用右手食指在舌头上蘸一下认真地数起来，五块；七块；九块；十一
块；十一块五……。直到把盒里钱都数完。父亲停下手来怔怔地坐着，两眼盯着
小盒思索着一言不发，过了好半天，突然好想经过了深思熟虑做出一项重大的决
策似的，自语道：“钱不够，少买点，吃到开支再说。”于是，父亲又用到了口算功：
“白面四十五斤，四对四四八三十二，五四二，七块四再加九毛二分五共计八块三
毛二分五；棒子面四十斤，四九三十六共十一块九毛二分五；米……。算罢又用手
掂了掂数过的钱，脸上露出一丝不经意的微笑，看来钱够了。父亲把钱和购粮证
用桌子上的报纸包了一个规整的长方形小包，又拿出三个面袋和几条扎面袋用的
小麻绳放到了一起，抬起头来对我说：“睡吧！天不早了，明天帮我借粮去。”

每当我回忆起这些往事，心里总是酸楚楚的。我在想，父亲如果有幸活到现
在，哪怕只有几天，我对这些往事将会淡忘很多。

父亲的口算
韩富良

夕阳下的小河旁，微风在荡漾
祖孙两个在漫步，一起追斜阳
他们两个一个样，脚步在摇晃
小的像只快乐鸟，展开了翅膀
一路跑来一路唱，笑弯了红月亮
爷爷脚步太踉跄，追也追不上
一路追，一路唤，唤醒了星光

这是我的父亲我的孩儿
漫步在河滩上
我的祖父和幼时的我
也曾是这个样

多想
这流水不腐，这夕阳不落
这画面永远不被封藏

父亲说，人总是要离开的
没有谁，绕得开，躲得过

孩子，如果有那一天
记得，不要为我悲伤
在时，对得住良心，认真生活
走时，不惧人评说，也不怯场

父亲，可我怕，更舍不得啊
世上没了父母，该怎么生活
天空也是灰色的，失去了光芒

这样的对话，祖父和父亲之间
四十年前也有过一场

父亲说
人啊，就是这样一辈辈走过
日子，就是这样一天天打磨
磨着磨着，就磨出了亮光
照进胸膛,把前面的路照亮
磨着磨着,就磨出了甜和香
甜进了心窝窝,香进了梦乡

父亲对我说
刘再伟

麦秋散记
刘昊

麦秋，是对麦收季的民间俗称，
“秋”在这里并非季节，而是寓意着丰
收，是庄户人对粮食丰收的祈盼。我总
觉得，麦秋承载了我对童年乡村生活最
温馨的记忆，她是庄户人最美的活计。
基本的农活，我几乎都干过，麦秋尤使
我难以忘怀。六月，即使生活和工作再
繁忙再劳累，我也总要回到乡间看一
看，因为，六月是麦收季。

有人形容麦秋说，眨眼到芒种，田
里麦稍黄，六月无闲人，都在地里忙。
这总结得很贴切。麦子到了芒种前，忙
得人仰马翻，庄户人都得准备麦收的工
具，其中镰刀是必不可少的。当年，绕
村而过的百里河水清澈见底，石拱桥
下、河坡上静卧着十几块长条磨刀石，
每块磨刀石足有一米长、半米厚，直到
现在，也没人说得清是哪辈人留下来
的。麦收前，家家户户都会抱着几把镰
刀来到这里磨一磨。舀上一瓢河水泼
在石头上，双手压住刀刃一前一后使劲
磨起来，只听得刀刃与石头摩擦发出
“刺啦刺啦”的响声，一声接着一声，一
浪高过一浪，犹如跳动的和弦奏响了丰
收的序曲。众人一边磨镰刀，一边有说
有笑，互相拉起家常。那场景，堪称一
幅乡村惬意的生活图画，让人心向往
之。后来，麦收实现了机械化，那场景

就再也没见过了。
割麦子、打麦子、晾麦子是麦秋三

部曲，每个环节都充满着艰辛和劳累，
也总会让人感受到收获的喜悦。我参
加麦收的年代是没有现在这种先进机
械设备的，全部是手割肩扛牲口驮。割
麦子需要抢在晴天干，男女老少一大家
子齐上阵，少的五六口，多的十来口。
男劳力每人一把镰刀，左手拢住一把麦
秆儿，右手握住镰刀齐根儿用力一割，
随后把割下来的麦秆儿整齐地摆放在
地埂上。妇女们则按顺序把麦秆儿扎
成麦捆，方便运输。“烈日炎炎焦似火，
顶戴草帽护容颜。”麦收的季节暑气日
盛，面朝黄土背朝天，不一会儿衣衫湿
透，汗珠子从草帽沿顺着脸颊滚下。除
了天气炎热，割麦子时还要弯下腰去，
半天下来，确实挺累的。

当年，庄户人多用毛驴车把田里扎
成捆的麦子运回家里的场院，七八亩地

收割来的麦捆就能堆成一座小山，还要
趁着天晴抓紧脱粒，农村俗称“打麦
子”。一口铡刀绑在长条凳上，一人抱
住麦捆放在铡刀下，另一人摁下刀柄，
把麦捆分成两段，正是“铡刀麦捆拦腰
斩，麦根麦穗分两边。”然后用四齿铁叉
把麦穗挑进打麦机里，麦粒就从打麦机
另一侧断断续续地流出，用簸箕将麦粒
装进口袋摆放在旁边。这场景最能打
动人心，最让我激动，一年的劳作终于
有了实打实的收获。在我的记忆里，爷
爷总会在这时捧起一把新鲜的麦粒，吹
去麦瓤子，不管好赖，揉进嘴里嚼起来，
然后露出笑容说道：“好子粒，一年的嚼
谷算是挣下了。”那心满意足的劲头儿，
至今感染着我。

打下了麦粒，还要抢晴天晾晒，除
去水分才能贮存。我最喜欢的是趟场
儿。当年农村的柏油路车少幽静，被
暴晒得滚烫，各家各户都把麦粒晾晒

在柏油路上，车道被占去一半。麦粒
被摊开晾晒，每过个把时辰，孩子们就
要按照大人们的吩咐，光着脚丫踏进
麦场，有次序地把麦粒趟上一遍又一
遍，目的是把底层的麦粒翻腾到上面
来。大中午的，两只小脚丫刚踏进麦
粒，被烫得直跺脚，此时，我们总是在
家长的鼓励下慢慢地适应。我还记
得，那时母亲常说，趟场儿治百病。后
来我才明白，脚是根，趟场儿烫脚，相
当于用热水泡脚，驱寒散湿，自然对身
体有益啦。

我怀念麦秋，不仅是怀念丰收的喜
悦，更怀念庄户人互帮互助的淳朴情
怀。麦收是一场集体劳作。有些壮劳
力不足的庄户遇到困难，左邻右舍总会
诚心实意地帮衬一把；如果谁家黑天时
打麦、晾麦、收麦，你看吧，前街后坊都
会把自家门口的电灯打开给这家照亮；
如果谁家晾麦突然遇到了下雨天，只要
招呼一声，半个村子的人都会赶来帮忙
抢场收麦子，笸箩、簸箕、木铲……有啥
使啥，有的收、有的扛、有的拽……决不
能让雨水淋湿了麦粒。因为湿麦粒会
发芽，一年的收成就没了。

感受麦秋，每每就多了一些怀旧的
思绪，想起爷爷对麦秋的念叨仍音犹在
耳，内心深处总会萌生无尽的乡情。

说也奇怪，旅行至昆明一带，留给
我印象最深的不是滇池的海鸥，也不是
石林的怪石，而是塘子巷地铁站附近的
一家重庆小面。

还记得那天，我和张猫同学去滇池
喂完海鸥回来已经晚上八点钟了，地铁
站附近的餐饮小店陆陆续续的都关门
了，只有一家重庆小面还在营业。

那是一家并不太大的小店，老板就
坐在门口收银，在他身后的墙上写着各
种面、米线、还有抄手的价格，这家小店
的招牌是豌杂面和麻辣素小面。前者的
价格是一两9元、二两12元、三两14元；
后者的价格是一两6元、二两8元、三两
10元。正犹豫着吃哪个时，老板不慌不
忙很热情的说道：“二位吃点什么？也可
以做成不辣的。”于是乎，我俩爽快地决
定了两种招牌面二两的各一碗。老板又
道：“微辣，中辣，还是不辣？”我俩道：“微
辣”。话音刚落，小票已经打印好了，伴
随着一声“请找地方坐吧！”老板完成了
招待、点单、结账整个过程。我看了一眼
支付账单，整个过程不到一分钟，不禁暗
自佩服，真高效啊！

入座没多久，面就端上来了，那卖
相，使得我看到它的第一时间不是吃，
而是忍着饿，拍起照来。豌杂面：流沙
似的豌豆与点点葱花相伴，肉沫点缀其
中，白芝麻花生仁似为这碗面增添了几
缕人间烟火气。麻辣素小面，则是给人
一种清淡的美好，那样超凡脱俗的感
觉。终于，动筷，第一口，我就被那豌豆
杂的清香俘获了，再“吨吨吨”地喝起汤
来，那汤是少有的清淡，是食物本身所
散发出的香气。这种清香而有味道的
面，现在在大城市真的少有了，一般商
家为了畅销都在面的汤料里“做手脚”

（放食品添加剂）导致汤很油很腻。没
想到，到了昆明居然吃到了那么正宗的
重庆小面，真是意外收获啊。带着充足
的满足感，饱腹后的惬意感，我们愉快
地结束了一天的行程。

第二天一早，我们又来到了这家店，
不似昨晚的清闲，我们看到了早上忙碌而
有序的场景。还是那个老板，还是那样不
慌不忙的语调，有条不紊地为人们挑选好
口味。而等待的人们也很从容淡定，不像
一线城市的人们那样急躁或是插队。已
经点好面的人们，选好座位就先聊起来，
而一边的食客们则是细细品味着食物的
美味，一副从容静谧的模样。

奇怪的是，这家店的人们吃饭时很
少有看手机的，都像个小孩子一样认真
地吃饭。不禁让我想起一位禅师说的话
“吃饭即吃饭，砍柴即砍柴。”不就是这样
吗？大多数人的生活，本身就是忙忙碌
碌，而在能够休息的空档享受生活，在吃
饭的时候能够享受食物本身所带给人的
美好，在工作的时候就踏踏实实做事，这
本身就是一种生活啊。这个老板从容乐
观的经营模式和和颜悦色的态度本身就
是财富啊，谁不喜欢彬彬有礼的人，我想
起妈妈总说的一句话：财神爷也喜欢脾
气好的人啊！这个小店所带给人的智慧
思考都深深吸引着我而不想再往其他店
家吃饭。我在想：再去的话这家饭堂也
依然是我的首选，我还推介给到那个地
方旅游的亲朋。

就这样，一连三天的昆明行，我们
在此吃了三天成了我记忆深处的小故
事，每当在北方的都市看到重庆小面招
牌，都会勾起我的回忆。那小店内涵着
的精神世界，会伴随着我阅历不断丰
富，而不断产生新的思考。

老家的院子里有两颗石榴树，一棵
是甜的，在东面；一棵是酸的，在西面。

小时候爱极了那棵甜石榴，从每年
的第一场春雨起，我就搬着手掌般大小
的小板凳，坐在石榴树下，托着腮帮子，
直勾勾地盯着石榴树看。
“奶奶，甜石榴树长芽了！”
“奶奶，甜石榴树开花了！”
当夏天的狂风和急雨把石榴花打落

在地上时，我哭着拉着奶奶的手说：“你
看，你看，甜石榴都给坏雨打下来啦。怎
么办呀，我还要吃甜石榴呢……”
“没事的，这些被打下来的都是谎

花，是结不了石榴的。”
“这样的呀！”我放开奶奶，用手数

树上可以接多少甜石榴。
“奶奶，有五十多个呢！”
“是吗，你帮我数数酸石榴有多

少？”
“酸石榴有什么好的，奶奶，甜石榴

才好吃呢。”
“你以后会喜欢吃酸石榴的。”
在甜石榴树下打转，一直转到了高

中。那时因每月才能回家一次，望甜石
榴的机会变成思甜石榴。有时想起奶
奶，想起奶奶便想起那棵与她一起嫁进
王家的甜石榴树。

高二那年秋天的一个月末，天气异
常的萧条冷寂，当我踏进院门时，看到
了红灿灿咧着嘴的石榴仍然挂在树上
时，我的心猛地沉下去，一种不祥的感
觉从心底升起——从我记事起，每年的
深秋，当石榴未咧开嘴时奶奶就用剪刀
把他们一一剪下，分散给亲戚邻居一
些，留作春节的贡品。但是这次，为甚
麽石榴都裂开了嘴开挂在枝头？
“奶奶，奶奶……”

我害怕极了，不停地呼喊奶奶，殷
切渴望听到她的回答，后来我的声音都
打颤了。
“成，怎么啦，快进屋，你奶奶在床

上呢！”
把书包塞给娘，我便急切地跨进屋

里。
“奶奶，是我，你的成，你睁开眼睛

看看我呀，我是您的成啊！”
用手轻轻抓住奶奶那枯枝般青筋

暴露的手，我的泪水止不住地流下来。
“成，是你吗？”
“嗯，奶奶，你看是我呀！”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
那天晚上半夜的时候，奶奶走了，

去找早在地里等他的爷爷去了。留下
我，留下咧开嘴吐出珍珠的石榴。

奶奶走后的第三天，我拿着剪刀踩
在凳子上，一个一个剪奶奶遗忘在尘世
的酸石榴。眼里的泪在眼眶里不停地
打转。每剪一下我的心就一阵酸楚，每
一个都像是奶奶那布满皱纹的慈祥脸
庞。精选出最大最好的三个把它们供
在奶奶的灵像前。

那次我的心都在酸石榴树上，这才
第一次发现50多岁的酸石榴树原来竟
如此沧桑。当奶奶的爹把它作为嫁妆
送给奶奶的时候就注定奶奶一辈子就
是操心、劳苦的命。生活如酸石榴一
样，处处是辛酸，处处是无奈。品着酸
石榴就像品味人生，品味生活一样，奶
奶就这样把一生安然走完。

带着沉重的心返校的时候，娘给我
塞了不少的甜石榴，我悄悄取出一些，
然后选了几个酸石榴放了进去。回到
学校时，我把酸石榴拣出来，甜石榴留
给舍友，她们争着说很甜很好吃。我无
奈地苦笑，弄开一个酸石榴，把石榴粒
放进嘴里，很酸很苦像极了我那时的心
情。慢慢的，我品味到一丝的甘甜，我
竟没有发现酸过后竟然这样甜。现在
我才一点点体会到奶奶喜欢酸石榴的
原因，就像苦日子过完总有好日子一
样，它不会一味地酸下去，就像贫穷不
是专候在一家。

后来接触到更深、更广的社会，我
也越来越明白酸石榴的内涵。现在老
院子里的酸石榴树成了娘的“嫁妆”，
而那棵甜石榴则被小侄女霸占着。每
每看到这，我便想起奶奶，儿时的我，
以及儿时的那棵石榴树，一棵酸来，一
棵甜。

吃饭即吃饭
谭金子

石榴酸，石榴甜

彭海玲

春雨

细雨摇曳翠柳梢，
寒冬悄逝九云霄。
春燕急忙衔新泥，
又见烂漫山花娇。

早春

辛丑东风悄然来，
几处残荷薄冰埋。
待等旭日东升起，
春鸭黄鹂对成排。

春分

桃红柳绿尽相宜，
鸟语花香正是及。
万物蛰伏总有声，
甘霖细雨望春泥。

暮春

暮春不语拂流苏，
荡落桃花遮案牍。
楼阁琴瑟声声响，
庭前流水画青竹。

咏 春
孙铭淳

（四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