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童年乐趣

塞塞
外文苑外文苑

■■高雁萍高雁萍

图片来源：IC Photo

88 丰州滩 2021年12月15日 星期三

编委：高翠清 编辑：陈瑛 王凯丽

美编：晓行 校对：王凯丽 一读：张志君

声明：本报所采用部分文图无法联系到作者，请相关著作权人持权属证明与本报联系，本报将支付稿酬。联系电话：6564069

短短
笛横吹笛横吹

■■ 张新文张新文

图片来源：ICphoto

闲闲
情小品情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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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有诗书气自华。
欲腹有书，初必有书，方能读之；有

书，无外乎借书和买书。
记得读小学的时候，县城里来了一

个支教的女老师。她来的时候，看似一
副文静的样子，走起路来却风风火火，
显得阳光、富有朝气。她从县城里带来
了很多小人书，并倡导大家把各自拥有
的小人书带到班级，集中起来，办起了
小小图书馆，还让我来当管理员。这样
就形成了资源共享，我们一下子沉浸在
小人书的世界里，长了见识，开了眼
界。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我们怎么没
有想到这样一个好的办法呢？我们在
感激县城来的老师同时，也懂得了借书
的一些基本常识，起码你得爱惜书；你

得赶快读完；你得按时把书还掉才能再
借到书……

也就是从那时起，我爱上了读书，
也明白了书非借不能读的道理。无论
求学还是工作，每到一座城市，我第一
个要去的地方，就是图书馆。最早在小
县城图书馆办一张借书证只需要五元
钱，如今到了大城市，一张借书卡少说
也得一百元。虽然办证（卡）的费用，图
书馆是可以退还的，但是看着红彤彤的
借书证和精美的借书卡，我还是爱不释
手，视作珍宝。毕竟经历和过往，不是
用钱可以换来的，更何况每一枚借书凭
证，都见证着自己的足迹和求知的历
程。它们沉淀在日子的册页里，等待着
开卷忆梦，每每触碰到它们，流走的岁

月依然沉香如昨，心头便涌起满满的幸
福波澜。

最早买书是在读高中的时候。学
校位于镇上，那时候书也便宜，厚一点
的书，也就三元钱左右。我把爸爸给
的菜钱省下来，买小说读。作家契诃
夫的小说读着很过瘾，还好笑，比如

《在催眠术表演会上》“我”由无眠到睡
去，到臂膀僵直，一切顺应着催眠师的
安排，可笑之处，原来都是“钱”在作
怪，你想不睡都难。读着，读着，你开
始是会心一笑，接着是开怀大笑……
笑的同时，也看懂了人性的另一面；要
想完善自我，就得努力学习，提升自己
内涵和品位，做一个高尚的人，做一个
纯粹的人。

随着社会的进步、生活的富有，买
书再也不需要勒紧裤腰带了。况且，现
在买书可以去书店，也可以足不出户，
网上下单，既方便也省钱。我是一名作
者，有时参加征文比赛，获奖的时候，主
办方会奖励给我购书券，到指定的书店
去买书。就当以文补文了！

借书和买书，其目的就是为了读
书。至于如何读书，没有固定的模式。
我喜欢夜读，特别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昆
虫的夜吟作为背景音乐，心会随着文字
进入另一个奇幻的世界，是滋润，也是涤
荡，充实着自己的精神世界。

读书有声声入耳的时候，也有润心
细无声的时候。老舍说，一本书，有一
段叫我喜欢两天的，我就感谢不尽。所
以，我们要带着一颗感恩的心去读书，
才能对得起作者和编者，才会有汩汩不
断的源头活水来……

20世纪 70年代，我们桥靠村剧团
从呼和浩特市民间歌剧团弄回一大堆
人家演歌剧《洪湖赤卫队》后退下不用
的道具，其中大刀和步枪最多。这些
东西每年只是正月里唱戏时用用，平
常就放在我们家南房里。

其实，放在南房里的那些道具不
唱戏的时候更忙，成天被我们一帮小
孩儿提溜出来玩儿打仗。那会儿没电
视，也没录音机，收音机和半导体都不
是家家有，放露天电影一年也就那么
有数的几回；最关键的，是我们作业少
的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每天吃过晚
饭，尤其是礼拜天，我们总是先照例集
中到巷子里，再商量看如何打发大把
的时间。一般是少数服从多数，要么
打仗，要么玩儿电报（也是一种游戏），
要么藏迷迷。最奇葩的一次，是一致
同意天黑了到村东面那块儿离村里居
住区最近的黄瓜地里去偷黄瓜。我觉
得还是打仗有意思，也不用为了一口
吃让吓得心惊肉跳。

玩儿打仗的时候，一般都是自由
组合，分成人数差不多的两伙，互为敌
对。我敢说，那会儿的小孩儿不管是
城里的，还是村儿里的，都喜欢八个一
伙十个一群地玩打仗。打仗就得有家
伙事儿，但其他孩子手里的武器，绝对
顶不上我们的。我们那大刀是五合板
做的，刷了银粉，把儿上的羊眼圈儿里
还拴条红绸子。步枪是木头的，刷了
油漆，上边儿有枪栓、有刺刀，也有背
带，看上去和真的一模一样。我喜欢
握着我爸给做的红缨枪去站岗，不喜
欢背着大刀去爬墙头，也不喜欢端着

枪趴在柴火垛上用嘴噼噼啪啪地射
击。但男孩儿就不一样了，有时后腰
上别把大刀，手里再端杆步枪，或上蹿
下跳，或左冲右突；要是不小心中弹
了，就得翻着白眼儿打个挺，然后摔倒
装死。这个游戏结束后，我们滚得浑
身上下都是土，不小心的还会把衣服
挂个口子。有的家长发现孩子衣服挂
烂了，轻的骂一顿，重的就背上擂一拳
或屁股上踢一脚。所以后来再有挂烂
裤子或上衣的，就自己悄悄找块膏药
从里边儿粘上，先躲过眼面前再说。

至于作战中的掩体，那可就多了；
灰堆、炭堆、石头堆、猪圈墙、院墙、花
池子、排子车、水瓮、葡萄池子……反
正是蹲下、趴下能挡住就行。我记得
还给对立那一伙的俘虏戴过手铐子，
好像是两手腕拴个绳儿。

我们打仗大都模仿电影里的一些
场景，像《小兵张嘎》《鸡毛信》《三进山
城》《两个小八路》《红色娘子军》《渡江
侦察记》《奇袭白虎团》等。看完《智取
威虎山》，我们玩儿打仗游戏的时候，
就把大人的纱巾或头巾披在身上，假
装战士们滑雪时那威武帅气的披风。

其实这个游戏夏天玩儿最有意
思，可以用柳树或杨树的枝条编个圈
圈当帽子。这样的帽子一戴，大家瞬
间变得目光炯炯；再来个集体匍匐前
进，那场面，相信当年这么玩儿过的都
还记忆犹新。

童年在游戏中不知不觉就过去
了，那些大刀和步枪也在我上中学后，
一个挨一个，被我亲手塞到灶火里，化
成蒸煮一日三餐的熊熊火焰。

有人说，时光如水，了无痕。您
用什么来衡量时间呢？

有人用一盏茶来衡量时间。假
日午后，放空心境，穿着舒服的衣
服，坐在茶榻前，温杯换盏，烧一壶
清泉，然后将茶置于茶碗中，沸水而
至，茶叶在水中浮浮沉沉，人生起
伏，恰若这茶。我们小心地品尝，茶
香氤氲，再配上一首茶乐，这个午
后，晒着暖暖的阳光，享受一人一茶
的时光，这盏茶的时光，看上去是温
馨而惬意的。

作为父母，我们习惯用孩子的
成长来衡量时光。孩子小的时候，
感觉时光是慢的，天天心心念念地
盼着哪天孩子不吐奶就好了，哪天
孩子会叫妈妈就好了，哪天孩子会
走路就好了。却回首时，一不留神，
儿子上幼儿园了，上小学了，然后时
光似乎飞一般地跑起来，恰若少年
信心蓬勃，他追求着自己的梦想，上
初中，然后上大学了，飞往遥远的城
市，我的周围又安静下来。时光从
喧闹回归平静，这是年复一年儿子
的成长。我们从不会感觉自己在变
老，却不得不承认，儿子已经长成了
一个大小伙儿。轻轻地推开儿子的
房间，在房门背后有一面身高墙。
墙壁留下了爸爸每一年为儿子标注
的身高。仿佛儿子还在跳着脚，说：

“爸爸，我长高了吗？我要长得和你
一样高。”可是一回首，儿子在高中
时，就已经远远地超过了爸爸，原来
我的“小拐棍”，居然可以轻松地搂
着我的肩膀，成为家里最高的那个
人。时光，就是这样被记录在墙壁
上，仿佛还记录了每一次量身高时，
儿子的话语和表情。

那年去西双版纳的古茶山上访
友，面对着莽莽布朗山，面对着千万
年不曾改变的古茶园，那些茶树每
年在适合的季节开花，长叶，生长出
神奇的“中国叶子”，似乎在这里，时
光是凝固的，茶园里小黑猪和老黄
牛悠闲地踱步，时光似乎年复一年
没有任何改变。当我说出自己的想
法时，朋友笑了，说：“茶山上，也是
有时光的痕迹的。”他随手抓起手边
的普洱茶，说：“你尝尝，这是新鲜的
叶子。”我好奇地接过来，尝一下，是
涩涩的味道。然后，朋友又让我尝
尝那些经年的普洱茶，却散发着柔
美的香气。朋友说：“普洱茶经过时
光的发酵，糅合天地雨露的精华，更
加芳醇，这就是时光啊。”让我不禁
点头称是。

听老家人说，苏北老家的宅子
没有人住，年久失修，让我们回家看
看。驱车前往，只见古老的村落里，
老宅像是时光的记录机，依然顽强

地矗立着，在这里，曾经发生过多少
悲欢离合。老宅的围墙已经斑驳，
墙皮有些剥落，最严重的是北屋的
一面墙都有些倾斜。妈妈说：“几十
年了啊！”原来，时光也可以用老屋
来衡量。

时光可以用数字来衡量，比如
我们的年龄。于是，人们不放弃任
何一个节日，希望每一天都过得有
仪式感。而时光，也可以用我们脸
上的皱纹，头上的白发来衡量。可
是，当我们有着丰富的学识，优雅的
谈吐，知性的外表时，这同样是时光
赋予我们的礼物……

借书·买书·读书

写一首诗寄给雪花

灯灯
下漫笔下漫笔

■■ 文茹潇潇文茹潇潇

你是冬天里的精灵，夏海中的浪花，
秋野上的籽绒儿，更是春雨中丝丝不绝的
思念！天寒地冻的苍茫旷远，热浪滚滚的
雷雨翘盼，风吹叶落的无奈惜别，还有春
情荡漾的波澜涟漪，都无法动摇你始终不
渝 的 冰 清 玉 洁 ！ 纵 然 山 高 路 远 ，征 程 漫
漫，你一直执着于初心不改的晶莹信念，
一路坚持着披荆斩棘的姿态，用宁为玉碎
不为瓦全的决绝，坚定不移地去奔赴生命
中的那一场圣洁的天地之约。

你是我留住童年时光的美丽信笺，你
是我网住动人往昔的纤纤玉手。在你轻轻
柔柔，洋洋洒洒的自如笔锋下，徐徐出现的
是我在村庄当街的高高土台上，和伙伴们
一边欢快地踢着毛毽，一边悠闲地等待着牧
羊人把我们家家户户的羊赶回村庄。在你
悠悠荡荡，仙袂飘飘的曼妙舞姿中，渐渐清
晰的是父亲弓身骑行的后背，还有“咯吱咯
吱”的协奏曲，一路伴我从十几里地之外的
学校回家。在你雍容缱绻，深情款款的步履
里，慢慢呈现出的是一座矗立在戈壁腹地的

小站，我登上列车，挥手依依作别疗愈了我
青春创伤的那一棵棵胡杨。在你挤挤挨挨，
缠缠绵绵的软言细语中，一个挺拔的绿邮筒
始终在街道边静静倾听着，那个穿越乡间小
路风尘仆仆赶来的滚烫足音……

你是儿子寒冬里的快乐源泉，你是儿
子开启闪光梦想的翩翩翎羽。你用纤细
的玉手柔曼地穿针引线，为儿子绣出了一
个新奇美丽的六棱世界！你用清澈见底
的心灵，纯粹自由的舞蹈，为儿子打开了
一扇朝向美好希望的憧憬之门！你用细
细密密的纷飞，点点滴滴的晶莹，试着向
儿子描述人间至诚之情的真相。你让城
市乡村绽放如此银装素裹的美颜，却从始
至终安安静静不吐一言，已经用行为告诉
儿子“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

你 是 春 天 的 使 者 啊 ，你 是 夏 雨 的 期
冀。你总是在飒飒秋风中一天天走向返
璞归真，因为，你最懂百炼成钢后的冬天
缄默。

衡量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