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朋友阿松是做服装生意的，经过十几年
的打拼，手里有了上百万元的积蓄，就开始
潇洒起来。以前都是阿松管理服装店，有了
钱后他就做起了甩手掌柜，把服装店扔给妻
子，自己不是整天打牌玩麻将，就是和一帮朋
友喝酒唱歌，经常夜不归宿，要不就是跑去旅
游，十天半个月不见人影。

阿松的妻子又要打理服装店，又要照
顾孩子和父母，疲惫又憔悴。妻子和阿松
一见面就吵，好好的一个家，要不是亲戚劝
和，早就散了。

去年夏天，阿松喝酒回来，刚进家门，就
一头倒在地上，捂住胸口满地打滚地喊痛。
妻子吓坏了，喊来邻居帮忙把阿松送到了医院。

检查结果出来了，医生说是胃溃疡。
妻子说他吃饭一直很有规律，为什么会得
这种病？医生说，应该是过度地抽烟喝酒
熬夜造成的。

阿松只好住院治疗。出院后，他像变
了一个人似的，不再打牌玩麻将，不再和一
帮朋友喝酒唱歌夜不归宿，更不会玩失踪
般地游山玩水很多天。白天，阿松和妻子
一起打理服装店，夫妻更加恩爱了，家里又
有了欢声笑语，家庭氛围变得温馨甜蜜。

我问阿松怎么变得这么好了呢？他
笑笑说：“我哪里好了？得了一场大病后，
我才明白人活着不能只图自己潇洒，而是
要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光，一家人一起
幸福地生活也是潇洒的人生。所以，我学
会了珍惜每一天。”

阿松的话很有道理。人活着追求的是
幸福，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光就蕴含着最暖心
的幸福。人生苦短，除去忙忙碌碌的时光，真
正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光又有多少？因此，我
们应该在忙忙碌碌的日子里，珍惜每一天，珍
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光，那样的时光或许平
淡如水，却溢满幸福的甜蜜滋味。

珍惜每一天
□ 徐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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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松原何松原

每天一大早，资阳城东新区高铁站
外的沱江边就热闹起来，一群游泳爱好
者在这里开启了新一天的生活。一个个
精神抖擞的游泳健儿，生龙活虎地跃入
江中，挥动双臂在沱江里畅游。

此情此景，让我这个既爱水又怕水
的人顿生羡慕之情。

去沱江里畅游，是我的一个梦想！
童年时，我对水塘、河流充满畏惧。

每年夏季，都有小孩下河玩水被淹的事
发生。我弟弟一岁时就差点被淹死。那
时我也只有三四岁的样子，母亲出门就
把弟弟交给我照管，我看他在睡觉，就跑
出去玩了。不一会儿，就听到池塘边有
人惊呼：“谁家的小孩淹着了？！”我惊慌
失措地跑回家去，见屋子里没有弟弟的
身影。来到池塘边，只见那里围着一群
人，母亲在里面嚎哭。经过大家的各种
抢救，终于听见了弟弟的哭声。感谢那
位发现弟弟的大嫂，是她赶早回家奶孩
子时，在途中发现了在浮萍下挣扎的弟
弟，弟弟才被大家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大人们从此更加严管小孩，如果发现哥

哥、弟弟们下了河，回家肯定会“赏赐”一
顿“饱打”。

随着年岁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
高，人们开始关注健康和养生。游泳是
一种很好的锻炼方式，游泳能促使能量
代谢提高，保持体态匀称，增强呼吸系统
及体温调节能力，预防感冒；游泳能增进
全身关节、肌肉、韧带协调运动又不伤膝
盖。身边的朋友们一个个都学会了游
泳，这更加促使我想尽快学会游泳。

2017 年春，朋友邀约我去新建的市
游泳馆游泳。朋友在池子里轻松地游来
游去，很是自在。我不会游，就在水里瞎
扑腾，弄得水花四溅。朋友便停下来，给
我讲解游泳的动作要点。

后来，我独自去另一游泳馆学习游
泳。连续学了几天后，逐渐克服了对水
的恐惧，也可以在水中换气了。通过观
察、请教别人，加上自己的反复实践，我
渐渐体会到了游泳的乐趣，越来越喜欢
人在水里那种自由放松的舒适感觉。

学会换气后，我就开始训练手脚的
协调一致，以提高自己的速度。我一边

在池子里实战，一边在网上收看游泳视
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加上每天坚持
训练，我对水的感觉越来越好，游得越来
越轻松。

八月的一天，我带着漂流袋去了城
东新区凤凰城外的沱江边，想去体验一
游沱江的感觉。旁边一位大哥问我：“你
下去游过没？”我怯怯地回答：“没有。”他
赶紧说：“那你别去，水流得急，我都不敢
去游。”听他这样一说，我怕了，只好又去
游泳池里游。

过了几天江水平静了些，在一个游
友的带领下，我大胆跳进了沱江，开始逆
流而上。由于没有在流动水域游泳的经
验，我游得有些吃力，手脚奋力划动，可
抬头一看，不但没前进，好像还后退了
些。旁边一位大姐说：“你再靠边一点
游。”于是我沿着河岸手脚并用，加快划
水频率，开始缓慢向前。我费了九牛二
虎之力才游到第一个小岛。虽然只有几
百米距离，但这是我的第一次沱江游，在
喘粗气的同时，心底涌出了些许自豪之
感。从此，我喜欢上了去沱江游泳。

今年，沱江水质越来越好，各方人士
共同努力，在沱江野人滩打造了一个户
外游泳基地，建起了下水平台，配备了淋
浴设施。端午节，沱江边更是热闹非凡，
来至全省各地的游泳爱好者齐聚资阳，
畅游沱江，欢度佳节。

当你累了，可以在游泳中放松，忘掉
不快。当你人生得意时，也可以去沱江
里畅游，体会“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
舒”的豪情，感受“不管风吹雨打，胜似闲
庭信步”的舒畅。

人不能在天空自由飞翔，却可以在
水里畅游。在沱江里畅游，与江水亲近，
更能体会生命的活力与美好。

我从没有像现在这样热爱沱江……

在沱江畅游
□ 柳芽子

我的父亲
□ 杨明良

那是还在高原出差的时候，一
个人背着行囊踽踽独行 ，略显疲
惫、带点忧伤，时不时掏出手机，浏
览一下网页、关注一下朋友圈，聊
以慰藉。

老班长阿锋打来电话，询问我
什么时候返乡，毕业十年的约定就
要到了，准备一起去看望初中班主
任，借此大伙儿聚聚。我答应出完
差就赶回去。挂了电话，熟悉的场
景仿佛又浮现在眼前。

那年夏天，赶上了五十年一遇
的大旱，空气中的灼热从早持续到
晚。盼了许久的录取通知书终于
到了，大家在毕业晚会上都格外欣
喜，班主任拖着稍显疲惫的身躯，
挪步讲台“致辞”，额骨突出的脸庞
上，露出微笑，用颤抖的声音讲道：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看到同学们
能 有 今 天 的 成 绩 ，老 师 很 欣 慰
……”她停顿了片刻，按了按镜框，
接着说道：“未来的路还很长，希望
同学们‘不负我心、不负我生’，十
年之后我们能够再次相聚，畅叙师
生谊、共话同窗情……”

回想起这几年，自己总是一个
人常年在外，连父母都少有联系。
每次电话的那头，都是母亲千叮咛、
万嘱咐，担心远方的孩子是否吃饱
穿暖睡好，自己却“不善言谈”。初
中班主任更是久久没有联系，电话
簿里的那串曾熟悉的数字似乎已经
被时间所尘封。

然而，只要一提到班主任，班里
的每一名同学都心怀感恩。小王母
亲身患绝症离世，一度意志消沉、自
甘堕落，是她为小王重新点燃了生
活的希望；小丽出生在男尊女卑的
家庭里，自幼不受亲人待见，是她为
小丽营造了另一个温馨的“家”；小
超打小就是孤儿，孤苦伶仃、无依无
靠，是她给了小超继续奋斗不息的
勇气……

相聚的日子一天天临近，我出
完差回到故里。多年未见的老同学
们相聚了，大家守着一份初心、揣着
一份感动，重新汇在了一起，几番寒
暄后，大家都焦急起来，开始等待我

们的班主任。
快晌午了，但班主任始终都没

有出现，是家里有事？还是路上堵
车？不安的情绪弥漫在每个人的心
里。过了好一阵子，老班长领着一
位年轻的女子走进会场。老班长步
子有些沉重，声音哽咽地解释道：

“班主任来不了，只能由她的女儿代
为参加。”女子缓慢接过话：“很高兴
同学们还记得这个约定，但我母亲
几年前因为患病不幸离世，临终前
始终没有忘记约定，便嘱咐我来参
加……”犹如晴天霹雳一般，所有人
都呆坐在会场，许久，许久。

其实大家都知道班主任备受病
魔折磨，无数个日日夜夜都是靠药
物来缓解疼痛。学校领导让她放下
工作、调养身体，家人们劝她不要熬
夜加班、注意休息，但她都委婉拒绝
了，因为放不下孩子们。

就在我们中考前夕，她病倒了，
送进手术室的那一刻，还询问小徐
的立体几何会了没，小芳的英语听
力练得怎么样，小何的字写好点没
……她一直牵挂着大家的学业、关
注着大家的成长。

出院后，她虽一直在家静养，但
在毕业晚会时，她又“精神抖擞”起
来，说什么也要参加，不管别人怎么
劝都不听。

“其实，今天来到这里，还想向
大家道个歉！因为，我借用了母亲
的 QQ 号，在我们这个班级的群里，
以她的口吻发了很多鸡汤，甚至连
她辞世的时候也没告知大家……”
女子哽咽了。此时，大家才恍然大
悟，为什么之前鲜有的两次聚会总
是一再推迟，我们每次去探望班主
任都总是遇到闭门谢客，每次联系
都不用语音？！

一时间，空气仿佛凝固了，大家
哑然了，十年之约定格了……

父亲虽然已经离开我八年了，但
我不时会想起他，深深地怀念他，他的
音容笑貌，似乎就在眼前。他的诸多
言行，时常鼓舞和鞭策着我。

1929 年，父亲出生在县城东边的
一个小山村，家庭不算富裕，但也不算
很穷。父亲辈共有四弟兄，父亲是老
幺。四个弟兄中，唯有父亲善读书，从
小学到高中，成绩一直优秀。

父亲在资阳中学读初、高中时，成
绩优异，一身正气。为了防身，他练得
一身散打本领，经常帮同学打抱不
平。一次，一地主子女欺负一贫困人
家，父亲知道后，单枪匹马去找地主算
账。但是由于对方人多势众，父亲被
打得鼻青脸肿牙齿变形。此后，轻度
龅牙齿陪伴了他一生。

1949年，父亲高中学业刚完成，我
爷爷奶奶就逼他回家结婚。父亲为了
逃婚，就跑到重庆璧山一同学家里去
躲藏。三个月后，由于同学要去上海，
父亲只好选择回家，却错过了参加升
学考试的机会。但是在当时，高中生
已被看成是有社会影响力的知识分
子，所以父亲回到家里后，乡书记就到
家里找父亲，要他参加党的土改工
作。从此，我父亲走上了一条充满挑
战而又十分光荣的道路。

当时，参加土改主有两项职能：
一是征粮，二是剿匪。因为任务艰
巨，凡是参加土改工作的，都必须要
学校出具证明，然后由当地党委派人
考察。二十岁出头的父亲得到了党
组织的认可。

征粮剿匪工作很艰苦，但父亲什
么都不怕，吃得苦、不怕死，工作很出
色，就职当年就被任命为乡征粮剿匪
委员会委员，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

功夫不负有心人，父亲的工作得
到各方认可。1951 年，他光荣地加入

了共青团，同年7月份调到丹山区公所
担任区文教助理；1956 年正式加入中
国共产党；1957年参加大学招生考试，
最终考取了西南师范学院政教系，毕
业后被分配到资阳中学任教……1979
年 5月，根据工作需要，父亲调资阳教
师进修校担任支部书记兼校长。

到资阳教师进修校上任第一天，
他就向全体教职员工承诺：一定在较
短时间内，把资阳的教师队伍从业水
平提高到一个新的台阶。于是，他跑
基层，跑办得好的兄弟学校，跑省、市
教育主管部门，很快就落实了学校教
学所需要的教室、教师和相应的设备，
彻底消除危房 5 间，整修教室门窗若
干。为了改善教师和学生的生活条
件，办起了学校食堂。

父亲凡事都亲力亲为。哪个教师
家里的厕所不通了，他就去疏通；哪个
学生没有生活费了，他就请他到家里
吃饭；哪个教师家屋里漏水了，他就亲
自爬上房顶去给人家补漏；哪个教师
家里没有人种庄稼了，他就亲自组织
师生去劳动。哪个教师有怨气怨言
了，他都耐心倾听，不厌其烦解释做工
作，直到对方“烟消云散”……有进修
校教师这样评价我父亲：“杨校长为人
非常朴实、真诚，不管老师有任何困
难，他都能够在第一时间去帮助解
决。他对师生从来不发火，都是以理
服人……”

我母亲原先在南津驿街上从事小
手工业，读过私学，能够写一些东西，
嫁给父亲后就在城东公社当妇联干
部。虽然父母工作的地方距离不远，
但要见一次面也很难，因为工作，父亲
差不多半年才回家一次。当时，我已有
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然而，1958年4
月和1959年12月，两个姐姐都因为感
冒发烧，先后患上肺炎。在那个医疗条

件极差的年代，人们对肺炎没有什么概
念，又加上父亲长期不在家，母亲在公
社的事务繁忙，就让亲戚在山坡上摘一
些草药给她们治疗，可最终两位姐姐都
没能扛过去，先后离世。

两个女儿的离世，让父亲悲痛万
分，于是他让母亲把工作辞掉，在家当
家庭主妇，专门照顾我们。曾记得父
亲说过，那个时候根本没考虑过家里
的事情，都全身心投入到了工作中，觉
得很愧对妻子和两个女儿。

记得小时候，父亲每天和我碰面
的时候很少，更莫说交流了。他一般
回到家里除了找人谈事，就是学习。
父亲很喜欢看书，大部分看的是政治
书籍。当时，我家整个房间到处都堆
着书，可能家里值钱的也只有书了。
父亲在书里寻找工作方法，在书里寻
找生活营养。同时他也喜欢做笔记，
笔记都是用毛笔写，字很工整。

父亲对我们的学习从来都是鼎力
支持的。在父亲的鼓励下，我先后拿
了 4 个大学、一个研究生文凭。记忆
深刻的，是我参加 1998 年省委党校半
脱产班的研究生招生考试，当时报名
者达 1600 多人，只录取 20 人，竞争非
常激烈。在父亲的大力支持下，通过
艰苦的努力，我终于如愿以偿，考进
了半脱产经济管理专业研究生班，当
时整个内江地区
参 加 考 试 的 有
20 多人，只录取
了2人。

入学那天，
父亲陪同我到省
委党校报名。父
亲给家庭的所有
成员说，只要是
学习上进，他都
坚决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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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明

每年中秋节前后，我的心里都
有一种莫名的情愫。每年中秋这
天，赏月、吃月饼、团圆，是个永恒不
变的主题。好像八月十五的月亮
最圆、最亮，月圆是福，一切都圆圆
满满。人们赏月常会赏出情感和
思绪来，于是就有了苏轼的《水调
歌头》、李白的《静夜思》……中秋
节、中秋月更成了人们寄托情感的
重要载体。

在我家乡安岳，中秋有吃糍粑、
吃月饼、走亲戚的习俗。糍粑是把
蒸熟的糯米倒进石碾内，用石碾碾
糍糯，然后精心制作而成白色的厚
圆饼。小的糍粑比银盘小，大的糍
粑比米箩口还大。吃糍粑的感觉是
甜蜜幸福的。洁白的糯米饼在铁锅
里温热烘软，醮着白糖吃，真是香甜
撑肚。中秋节这天，乡下未婚男子
必须到准老丈人家过节，如果男方
不去，则表示两家的亲事也告吹了，
月圆人不圆，乡下人是忌讳的。中
秋节晚上，当明月升起来，木桌上摆
上桔子、苹果、月饼，然后，烧冥纸，
敬祖先，沏一杯清茶，一边赏月一边
吃水果、月饼，那种感觉惬意而美
好，一切的情思犹如银色的月光，在
静谧的夜色里缓缓流淌。

对于我来说，小时候吃月饼是
一种奢望。那时生活非常艰苦，我
四岁那年得了一场病，躺在凉席上，
不吃不喝，奄奄一息。母亲对父亲
说：“看来老二真的不行了。”母亲从
门外找来一张黄篾席，放在我睡的
凉席边。也许只要我小腿一蹬，一

口气接不上来，母亲就会用黄篾席
将我裹了，悄悄把我背上后山给埋
了。谁知，七天后，我竟奇迹般活了
过来。那年中秋，母亲亲手烙了两
个大米饼给我，我死活不要，哭吵一
夜，就要吃月饼。母亲望着我，心酸
地扭过头去。第二天，母亲真的买
回两个莲蓉月饼，那是我一生中记
忆最深刻、吃月饼吃得最香甜的一
次。谁知当天下午，母亲竟然晕倒
了。在我十岁那年秋天，邻居王二
婶告诉我一个秘密，说那年我母亲
经常去县城里医院卖血。当时，我
的眼泪就哗哗地滚落下来。从那以
后很多年，我都不吃月饼，甚至讨厌
月饼。

如今，我已人到中年，经历了无
数个中秋，也吃过无数种月饼，母亲
离我远去也有二十六年了。中秋节
吃月饼的习俗未变，但吃月饼寄托
的情思却在改变。月饼一年比一年
卖得贵，有的一盒要上千元。看来
月饼真成了一种“外交”商品，它的
作用和内涵在增大，而其原质似乎
正在一点一点消失。

中秋月圆人未还，人生本就有
诸多阴晴圆缺的遗憾，或许缺陷也
是一种美。

今年中秋，我的心像秋水滤过
的月光般冷清 ，掠过丝丝无声的
惆怅。

中秋情愫中秋情愫
□□ 杨天朋杨天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