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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瑾瑜

我是“背包客”，爱上了青山绿水，喜欢
享受风餐露宿的那份惬意。 2016年暑假，应
朋友之邀，我报名到安化支教，被安排到了
安化长塘镇克明学校。

克明学校， 是红军将领邓克明的故乡，
学校硬件条件不错，是邓老晚年捐资改扩建
而成。 为此，学校设立了一个小型的红军博
物馆，讲述那段悠长的故事，激励着大山里

的孩子们。
安化人纯朴、憨厚，有着深重的大山性

格。 我们的到来，受到了极高的待遇，丰盛的
晚餐、茶话会……学校还专门腾出了三间办
公室，装上了空调，修了厨房卫浴。

9月3日报到，我分到五年级教数学。 9月
4日，教导主任小蒋亲自领着我进了教室，他
作了简要的开场白后就走了，留下我和我的
新学生们。

我开始作自我介绍:�“我叫钟瑾瑜……”
刚开头，下面就哄堂大笑、眉飞色舞、手舞足
蹈：“嘿嘿， 来了个说普通话的老师……”教
室里乱嚷嚷笑开了锅，像极了晚宿噪林的鸟
雀群……

下课了，我叫了几个同学，想和他们聊
聊。 刚到外面走廊上，没等到开口，教室里传
来“咣当”桌椅倒地的声音，我赶进教室：两
女孩互扯着头发在厮打，谁也不让谁。 我连
忙扯开，一问，是李梅不小心用笔头划了同
学的手背。 鸡毛小事，李梅就是不肯道歉。

我还没有正式给他们上课，他们就给我
上第一课了！看来这次支教，我小瞧了。怎么
办？ 我需要重新思考。

登山不能望着山高就却步，信念是不断
前行的动力。 接下来，我每天点一次名，三天
准确叫出他们的名字，一周内就熟悉了学生
的基本情况。 我有事无事总在教室里泡着。
班上有40多人，其中30多人的家长常年在外
打工，和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一起生活。 父母
给孩子们的爱就是每月按时打点生活费，偶
尔用电话叫他们听话，好好读书。 有些同学
沾上了不良习惯。

小李爱拿同学的钱和物， 不讲卫生，同
学们都不和她玩。 我找她谈了几次，告诉她

该怎样做，时刻关注她，主动辅导她做作业。
慢慢地她就亲近我，不再跟同学吵闹，人变
勤快了，学习上也主动多了。 第一次月考，她
数学得了26分，第二次月考58分。 她很高兴，
对我说：“钟老师，我冇抄，是自己做的，差2
分就及格了。 ”当时我特别感动：“好，好，继
续努力！ ”果然，期末她得了69分。 她外公特
地大老远来学校感谢我。

姚舒雅，家境很好，不爱学习，我行我
素，谁都不服，经常欺负其他同学。 她告诉
我，爸爸叫她别老实，在外不能吃亏。 我经常
和她谈心，跟她爸爸打电话沟通。 慢慢地，她
变了，作业按时了，成绩好多了，不再是同学
眼中的“太妹”。

每周一，我都会给带一些零食与孩子们
分享，他们知道了大山里虽有美味的野果野
味，大山外还有好多好吃的东西。 我跟他们
讲外面的故事， 描述城市里繁华的世界，告
诉他们好好学习，将来走出大山，外面的世
界更宽广，更精彩。

渐渐地，我上课不再要讲纪律了，我布
置作业没有抗议声了，每节课上课前有学生
迎接，前呼后拥，甚至背到身上。 第三次月
考， 班上数学居然出现了3个满分，11个优
秀。同学们都高兴坏了：“我们不是差生了！ ”

一年，很快就过去了。 期末最后一个晚
自习，孩子们知道我要走了，自发准备了晚
会，家长送来了几箱吃的，还特意定制了一
个大蛋糕。 我害怕那场面，编了个理由悄然
离开。 然而，当汽车启动的一瞬间，车灯下，
孩子们整齐地站在车前， 拿着蛋糕：“钟老
师，什么时候再来安化看我们！ ”

我的眼泪刷地流了下来。 我的爱换来了
更多的爱，我的心留在了大山深处！

朱定

深冬，深冷。
救护车跌跌撞撞，呼啸着，夕阳下奔

向故乡，回家。
车上，爸爸的手，依然温暖，却如纸

一样轻。 一撒手，就会飘走。
这双手，曾经多么有力。
爸爸是煤矿工人，爸爸是八级钳工。

亲眼看到过，有一次给乡邻帮忙，没带钳
子， 爸爸就用手， 筷子粗的铁丝一拧一
拧，和用钳子一般熨帖。

这手还要使锄头。煤矿离家近，下班
后， 和这个煤矿的
大多数矿工一样 ，
爸爸就成了农民 。
挖红薯的时候 ，往
手上吐一口唾沫 ，
吼一声， 起出一大
兜，幼小的我，抱都
抱不动。

儿子眼里的爸
爸，总是在劳作，总
是英武、伟岸、无所
不能。

爸爸的手，粗

糙、生硬、黑乎乎，裂着缝，一股煤油味。
缝里，永远是洗不干净的煤灰。这个煤矿
的矿工，都有一双这样的手。

下班回家，爸爸黑乎乎的手，会从同
样黑乎乎的工具袋里， 变戏法似地掏出
一块肉、几个橘子，或者一本小人书、一

个小陀螺，带来一阵欢叫。爸爸带回的食
物，我们从来不洗，张口就吃。

走夜路的时候，爸爸左手一个、右手
一个，牵着我和妹妹，抓得紧紧的、牢牢
的，稍一走偏，左拉右扯，我们就会紧紧
跟在身边，手被钳得生疼，却觉得安全，
不害怕。

这双手，还能抓鱼、挖泥鳅。 泥鳅藏
在深深的泥巴里，爸爸两手并排，像犁耙
一样翻开泥巴， 肥硕的泥鳅在泥里扭来
扭去，常常能收获小半桶。 抓鱼更神奇。
爸爸的手在水草间左一下、右一下，手一
扬，手掌大的鲫鱼抓在手中活蹦乱跳，通
体乌黑的小螃蟹张牙舞爪。

爸爸的手，从不吝啬。东家要焊个炉
子，西家要补个轮胎，这手从没犹豫过。
帮人做的撑衣杆、 晒衣架， 几十年用不
坏。

爸爸一定没有像我一样关注过他的
手。 似乎只记得他说过，手是用来“抓生
活”的。 手勤，才“抓”得来好生活。

退休后，爸爸的手，那些岁月留下的
缝隙、辛劳，那些岁月沉淀的颜色、气息，
有的慢慢褪去，有的慢慢填平。不知道哪
天开始，爸爸的手，变得白里透红。 性子
还那么刚强，手却不再坚硬。

爸爸的手， 依然有力。 和爸爸掰手
腕，钳工的手，真的像钳子一般，总是我
输。 手装进爸爸的手， 就像雪球丢进火
里，瞬间融化。

几十次病危中， 我揣摩爸爸病
情的办法，就是和他掰手腕。

就着病床旁的小台子，我提
醒爸爸准备，一、二、三，同时用

力，还是我输。 我夸他，你
行，你行，雄风犹在，可喜
可贺。 爸爸就得意地笑。

在这样的笑声中，
爸爸一次一次挺过难
关。 多么希望，每次他

都赢。 最后时刻，
他全力和病魔搏
斗。 不忍再掰手
腕。 手心相对，爸
爸 的 手 不 再 有

力，却依然温暖，柔软。 跳动的脉搏，
依然在和我交谈。 我相信，爸爸不是

输了，只是已坚强到甘心撒手。
爸爸的手， 和人一样直白， 不会表

达。记忆里，似乎从未接受过他诗意的抚
摸。 但我常常想起，冬夜冷醒，这双大手
从床那头伸过来，被子底下捧着我的脚。
长夜，温暖拂过。

杨为民

920年前，屡遭失意的苏东坡，又一次接
到朝廷的通知，从惠州贬去儋州。

东坡先生是北宋重臣， 曾任多地太守，
官至吏部、礼部和兵部尚书。 因与朝廷官员
政见不和，仕途严重受挫。 一向耿直的东坡
先生，从不与权贵同流合污，宁肯流放，也不
改初衷。

在老师欧阳修提携下，他一直活跃在政
坛和文坛，成为当时受人景仰的文学家。

此次南去儋州，路途凶险，东坡先生也
义无返顾。 儋州地处海南岛西北部，一道琼
州海峡，令多少人望而生畏。

在小儿苏过陪同下，东坡先生日夜兼程
赶到了儋州。 儋州是海南岛最早的两个古郡
城，民风朴实，风景秀丽。

来到儋州，当时的昌化军头领张守中出
于对东坡先生的爱戴，安排他在兵吏休息的
官舍暂住。后被举报，赶出官舍。东坡先生只
好和苏过用茅草搭屋暂且住下。 当地老百姓
对他极为尊重，时常送些米和菜，让东坡先
生度过了一段艰难生活，他感激不尽。

常年的打压和颠簸，东坡先生早已抛弃
了客居意识，一到儋州，就自觉融入到了生
活中，和当地民众打成了一片，喜欢上了儋
州的风土人情。

在黄州市时，他已完成了《易传》和《论
语说》初稿，到了儋州，他顾不上生活的拮
据，日夜校正，又完成了《书说》。

闲适时， 东坡先生还常去市井逛夜市，
逛完后顿生感慨，说人生大小得失，存乎一
心而已。

他看到儋州亟待人文开发，便无偿给儋
州子弟传授学业。 一时，儋州形成了学习之
风。 现在的东坡书院，是北宋年间当地官府
在他建的载酒堂的旧址上兴建的，到了明朝
才正式命名为东坡书院。 可见东坡先生在儋
州的影响之深。

东坡先生被贬，并没有影响到文人雅士

对他的追随。 他的家乡四川眉山有个叫巢元
修的老人，不顾苏辙的劝阻，执意渡过琼州
海峡，专程看望东坡先生，令先生倍感欣慰。
还有一个叫刘沔的友人，冒着政治打压的危
险赶到儋州，请东坡为他编录的东坡诗文二
十卷进行指正。 东坡先生与他彻夜长谈，不
亦乐乎。

居儋三年，东坡先生完全把自己融入到
了这里的生活。 1100年5月，东坡先生遇赦北
归。

离开儋州时，东坡先生百感交集，作了
一首词《千秋岁·次韵少游》，诗中写道：岛边
天外，未忘身先退。 珠泪溅，丹衷碎。 声摇苍
玉佩。 色重黄金带，一万里。 斜阳正与长安
对，道远谁云会，罪大天能盖。 君命重，臣节
在。 新恩犹可觊。 旧学终难改。 吾已矣，乘桴
且恁，浮于海。

他表示，即使赦免回去，也不会改变初
衷，表现出先生的铮铮铁骨。

但他对三年的居儋生活念念不忘。 他写
诗道：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
去，譬如事远游。 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
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

仍然保留了他三十岁时的那种旷达，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儋州三年，东坡先生以一种不向命运低
头的精神，始终未忘老师教诲，潜心研究和
推介传统文化，儒学得到了空前的聚合。

苦难的历程，成就了东坡先生后世仰慕
的文学地位。 他留下的功业，足以让后人学
习传承。

肖月生

临澧县刻木山乡“国家石漠公园”通
过评审，巨大而又幸福的喜讯。

刻木山乡的石头， 其实并无惊人之
处，不过多是普通的石灰石而已。刻木山
乡多山丘、多石灰石，少树、少经济林。

改革开放前，人们恨石头。
因为它总挡在路上， 特别是靠腿丈

量的行程，见石头就恨得牙痒痒。一是石
头多在山上，爬山比走平路累得多，还险
象环生； 二是平路上的石头大的你得绕
着它，小的经常绊脚。

我大姐出嫁到岩龙村， 因为官亭水
库水位上升， 上大姐家就得绕着水库的
边儿走，这一绕就要翻过几座小山，其中
一座小山就是石漠公园的核心区域。 它
虽小，可是蛮陡，有时候得手脚并用才能
艰难爬上去， 经常是爬到了顶上得歇一
阵才能恢复体力继续前行。那时候就想，
没有这该死的水库、该死的山、该死的石
头，多好！

改革开放后，人们喜欢上了石头。
一夜之间， 刻木山乡的石头翻身

了， 人们开始开山采石烧制水泥、 石
灰， 财源滚滚， 当然是喜欢上了值钱、

生钱的石头， 水泥、 石灰成为乡村经济
的支柱。 特别是大姐所在的村子， 靠山
吃山最显著， 以前是最穷的村， 现在成
了最富的村， 因为岩龙村直接开采石
场， 除了人力成本， 基本不需要其他成
本， 差不多就是无本生意。 他们把一座
山的头、 肩都削掉了， 采到了山腰的部
位， 大块的就卖到就近的水泥厂、 石灰
厂， 碎石就卖到公路、 铁路工程上， 一
石二用， 都是哗哗的钞票。 大外甥还买
了大卡车专门运石头。 改革开放前， 谁
敢想？

进入了新时代，人们开始赏石。
如今公路村村通了， 官亭水库被保

护起来了，石头也不用乱采了。绿色发展
成了人们新的共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 充满灵气的
石头，历来就为人们所喜爱、所欣赏，只
不过过去的赏石，只是少数富有者、闲逸
者、高雅者的专利，养家糊口的农民，日
出而耕日落而息，哪有工夫赏石？而如今
的刻木山乡的乡亲们，开始赏石了，而且
还赏出了规模与级别———国字号的石漠
公园。

石头还是那些石头， 是智慧与政策
点石成金。

梦圆2020征文

大 寒

石头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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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小霞

寒兽最后的厮杀， 年终岁尾最寒
冷的季节， 凄凄的风， 翳翳的夜， 弹
出冷冷的曲， 浓浓的云， 厚厚的雪，
彻骨透心的寒， 雪舞风嚎意正酣， 各
领风骚闹翻天， 且等梅花绽放时， 鞭
炮齐鸣迎春天。

风呼啸着， 用力地扫除通往春天
路途上的粒粒尘埃， 直到所有的道路
通畅干净。

每年1月20日前后， 太阳到达黄
经300度， 为大寒。 大寒就是天气寒
冷到了极点的意思。 大寒前后是一年

中最冷的季节。 大寒正值三九刚过，
四九之初。 谚语云： “三九四九冰上
走”， 大寒与小寒相对， 都是表征天气
寒冷程度的节气， 因“寒气之逆极，”
故谓大寒。 它是全年二十四节气的最
后一个节气， 过了大寒， 又迎来新一
年的节气轮回。

大寒节气， 时常与岁末时间相重
合， 因此这样的大寒节气里， 除干农
活顺应节气外， 还要为过年奔波———
赶年集、 买年货， 写春联， 准备各种
祭祀供品， 扫尘洁物， 除旧布新， 准
备年货， 腌制各种腊肠、 腊肉， 或煎
炸烹制鸡鸭鱼肉等各种年肴。 同时祭

祀祖先及各种神灵， 祈求来年风调雨
顺。 此外， 旧时大寒时节的街上还常
有人们争相购买芝麻秸的情形。 因为
“芝麻开花节节高”， 除夕夜， 人们将
芝麻秸撒在行走之外的路上， 供孩童
踩碎， 谐音吉祥意“踩岁”， 同时以
“碎” “岁” 谐音寓意“岁岁平安”，
求得新年节好口彩。 这也使得大寒驱
凶迎祥的节日意味更加浓厚。

由于大寒适逢春节， 一般家庭都
会准备丰富的过年应节食物， 此时要
注意避免饥饱失调， 同时可以多吃具
有健脾消滞功效的食物， 如淮山、 山
楂、 柚子等， 也可多喝小米粥、 健脾

祛湿粥等进行调理。 此外， 还应多食
用黄绿色蔬菜， 如胡萝卜、 油菜、 菠
菜等。

黄庭坚 《岁寒知松柏》 就是一首
大寒时节的诗： “松柏天生独， 青青
贯四时。 心藏後凋节， 岁有大寒知。
惨淡冰霜晚， 轮囷涧壑姿。 或容蝼蚁
穴， 未见斧斤迟。 摇落千秋静， 婆娑
万籁悲。 郑公扶贞观， 已不见封彝。”

柏树庄重肃穆， 且四季常青， 历
严冬而不衰， 所以值得人们去敬畏。
敬畏生命， 敬畏冬天。 一年只有一个
冬天，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 在这冰
凉的夜， 我们需要一盏灯， 去照亮另

一盏灯， 让我们每一个人， 每盏灯与
夜空的星星相印， 去寻找心灯， 让这
个冬天， 灯光通明， 让这个季节成为
心中的春天， 让心中的种子撒满人间，
迈向春天。

冬天不意味着什么， 它只是告诉
人们， 一年要过去了。 我们向终点又
迈进一步， 岁月不饶人， 所以不要太
计较， 迈着大步向前。

随着新年将至， 人们忙着买年货，
忙着将一年的工作做个总结， 忙着准
备回家过年。 外面的天气再冷， 把大
红福字贴上门， 预示着新的一年里，
依然风调雨顺， 安宁幸福。

插画/傅汝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