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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轮半月那轮半月，，犹如掰开的半块香瓜犹如掰开的半块香瓜，，挂在挂在
灰色的空中灰色的空中。。它又穿过淡橘色的路灯灯光它又穿过淡橘色的路灯灯光，，
印在公交车窗上印在公交车窗上。。

淡黄色淡黄色，，些许的浑浊些许的浑浊。。
马克将头靠在车窗上马克将头靠在车窗上，，与那轮半月与那轮半月，，只只

隔了一层车窗玻璃隔了一层车窗玻璃。。可能是可能是，，太疲劳了太疲劳了，，他他
的眼色的眼色，，如月色般浑浊如月色般浑浊。。

““经三路经三路，，人民医院站到了人民医院站到了。。””
马克就在这一站下车马克就在这一站下车。。公交车停稳了公交车停稳了，，

车门才徐徐打开车门才徐徐打开，，他只随身带了一个小包他只随身带了一个小包。。
显然显然，，马克没有想长时间驻留这座城马克没有想长时间驻留这座城。。

站在站在1313号楼下号楼下，，马克深呼一口气马克深呼一口气，，抬头抬头
望去望去，，在幽暗的夜幕下在幽暗的夜幕下，，第第 1313 号楼号楼，，就是一就是一
口被竖立起来的棺材口被竖立起来的棺材。。

1313号楼号楼907907病房病房，，住着三个病人住着三个病人。。
他们的病情都很严重他们的病情都很严重。。
这间病房十分窄小这间病房十分窄小，，仅能容下三张病仅能容下三张病

床床。。病房有一扇门和一个窗户病房有一扇门和一个窗户，，门通向走门通向走
廊廊，，紧挨着护士站紧挨着护士站。。透过窗户可以看到外界透过窗户可以看到外界
——鳞次栉比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物鳞次栉比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物。。

““嗨嗨，，马克马克。。””
恰巧恰巧，，护士张小雅抬头护士张小雅抬头，，看到了马克看到了马克。。
马克真的太疲劳了马克真的太疲劳了，，他仅是浅笑他仅是浅笑。。这是这是

他父亲的第三个疗程他父亲的第三个疗程，，也就是说也就是说，，这程一千这程一千
三百里的路三百里的路，，马克走三趟了马克走三趟了。。

站在病床旁站在病床旁，，马克就像被人死死掐住脖马克就像被人死死掐住脖
子一样子一样，，他说不出话来他说不出话来。。可他的心可他的心，，被揪了被揪了
一把一把。。

病床上病床上，，躺着那个待命运宰割的男人躺着那个待命运宰割的男人
——马克的父亲马克的父亲。。不久之前不久之前，，他还是一个充他还是一个充
满激情的战士满激情的战士，，手握长矛手握长矛，，与巨大而无形的与巨大而无形的
命运斗争命运斗争。。

没有什么比这更让马克绝望的了没有什么比这更让马克绝望的了！！父父
亲高大亲高大、、伟岸的形象伟岸的形象，，瞬间瞬间，，轰然倒塌轰然倒塌。。

在在1313号楼号楼，，因为有期待因为有期待，，难免会感到凄难免会感到凄
凉凉。。

““我做了一个梦我做了一个梦。。””看到马克看到马克，，他父亲的他父亲的
眼神眼神，，突然多了几许的暖色突然多了几许的暖色。。他好像是怕儿他好像是怕儿
子要走了似的子要走了似的，，看到儿子看到儿子，，便如此说便如此说。。

好像掉落在深井里好像掉落在深井里，，他大声喊他大声喊，，等待救等待救
援援。。天黑了天黑了，，他黯然低下头他黯然低下头，，才发现水面上才发现水面上，，
满是闪烁的星光满是闪烁的星光，，就像银色的幕布上就像银色的幕布上，，撒满撒满
了荧光粉了荧光粉。。

那一刻那一刻，，他忘记了他忘记了，，他是骨癌患者他是骨癌患者。。
马克说马克说，，他想和父亲一起生活他想和父亲一起生活，，在河湾在河湾

的那个小村子里的那个小村子里，，共享无尽的黄昏共享无尽的黄昏，，和绵绵和绵绵

不绝的布谷鸟叫声不绝的布谷鸟叫声。。
““马克马克，，我不行了我不行了。。””他的孤独他的孤独，，恰似一个恰似一个

人类经过另一个人类人类经过另一个人类，，像湿透的寒气像湿透的寒气，，缩在缩在
桥洞下打磨剔骨的暖桥洞下打磨剔骨的暖。。

马克想说什么马克想说什么。。
他想说他想说，，当父亲举起他的小白旗当父亲举起他的小白旗，，他并他并

不能经过自己的孤独不能经过自己的孤独，，像一个人类经过另一像一个人类经过另一
个人类个人类。。

可他什么都没说可他什么都没说。。
高个病友叫丁思光高个病友叫丁思光。。马克的父亲曾背马克的父亲曾背

地里说地里说，，丁思光名字不好丁思光名字不好，，思光思光，，死光死光，，不得不得
病才怪病才怪。。

丁思光不这样认为丁思光不这样认为，，他心态一直很好他心态一直很好，，
还可以像诗人一样歌颂死亡还可以像诗人一样歌颂死亡。。死神与他一死神与他一
步之遥步之遥，，他可以面无惧色他可以面无惧色，，多么难得啊多么难得啊！！

在在1313号楼号楼，，护士都喜欢听他说话护士都喜欢听他说话。。
丁思光对马克说丁思光对马克说，，他曾以为日子是过不他曾以为日子是过不

完的完的，，未来是完全不一样的未来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现在，，他就呆在他就呆在
他的未来里他的未来里，，却没有看到什么变化却没有看到什么变化，，他年少他年少
的梦想的梦想，，还是遥不可及还是遥不可及。。庆幸的是他要与梦庆幸的是他要与梦
想一起离开想一起离开，，算是实现了吧算是实现了吧。。

丁思光还对张小雅说过丁思光还对张小雅说过，，不要相信世人不要相信世人
的嘴巴的嘴巴，，尤其不要听那些人说婚姻的美丽尤其不要听那些人说婚姻的美丽。。

““《《东京女子图鉴东京女子图鉴》》编剧黑泽久子说编剧黑泽久子说，，女女
人太不幸啦人太不幸啦！！””丁思光像是在逗张小雅丁思光像是在逗张小雅，，““未未
婚时被人说婚时被人说，，结婚才是女子的幸福结婚才是女子的幸福；；结婚了结婚了，，
又被说生孩子才是女人的幸福又被说生孩子才是女人的幸福；；女人一生都女人一生都
被这无言的压力胁迫着被这无言的压力胁迫着，，被这种世俗的定义被这种世俗的定义
无止境地逼迫着无止境地逼迫着。。””

““是不是很惨是不是很惨？？””丁思光扶了扶镜框丁思光扶了扶镜框，，一一
直盯着张小雅直盯着张小雅。。

张小雅抬头倩笑张小雅抬头倩笑：：““我是不婚主义我是不婚主义。。””
““你是一朵永不凋谢的花你是一朵永不凋谢的花。。””丁思光说这丁思光说这

句话的时候句话的时候，，能让人看到他少年思春的模能让人看到他少年思春的模
样样，，如诗一样的男人如诗一样的男人。。

张小雅出了病房张小雅出了病房。。在在907907病房病房，，还有五还有五
个人个人，，可丁思光更愿意可丁思光更愿意，，盯着被日光渲染得盯着被日光渲染得
一片耀眼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物一片耀眼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物。。

““我曾幻想我曾幻想，，她会如约归来她会如约归来。。””
““但我要死了但我要死了，，忘记了她的姓名忘记了她的姓名。。””
马克转身马克转身，，看到太阳特别亮看到太阳特别亮，，长长斜斜长长斜斜

的阳光一道一道射进病房来的阳光一道一道射进病房来，，轻飘飘的空气轻飘飘的空气
因子因子，，在一道一道光芒里翻滚在一道一道光芒里翻滚。。

丁思光望着马克微笑丁思光望着马克微笑：：““她是我的初恋她是我的初恋
情人情人。。””

马克点头马克点头。。在接近生命尽头处在接近生命尽头处，，丁思光丁思光

对那些逝去的美好对那些逝去的美好，，念念不忘念念不忘。。他是多么热他是多么热
爱生活啊爱生活啊，，怎么就得癌症了呢怎么就得癌症了呢？！？！

靠近门口的靠近门口的，，是一个二十一岁的淋巴癌是一个二十一岁的淋巴癌
患者患者。。所有的医生所有的医生、、护士护士，，还有他的病友还有他的病友，，都都
喊他喊他““小田小田””。。刚开始刚开始，，他还有力气争辩他还有力气争辩，，说说
他是一个父亲了他是一个父亲了，，不该喊他不该喊他““小田小田””。。

““小妮儿小妮儿，，再给我一支杜冷丁吧再给我一支杜冷丁吧。。””
小妮儿是他身边那个女人的名字吧小妮儿是他身边那个女人的名字吧？？

可是可是，，更像是一个丈夫对妻子的爱称更像是一个丈夫对妻子的爱称。。
女人低头女人低头，，玩着手机玩着手机。。

““小妮儿……小妮儿……””
““好好，，我去喊我去喊。。””
在某一天在某一天，，他陪着她在黄色的银杏树林他陪着她在黄色的银杏树林

里里，，转了一圈又一圈转了一圈又一圈。。在某一天在某一天，，他陪着她他陪着她
在公园里反反复复散步在公园里反反复复散步。。在某一天在某一天，，他听她他听她
哭泣哭泣，，一遍遍喋喋不休地说一遍遍喋喋不休地说，，说说，，说说。。

终于终于，，在某一天在某一天，，他娶了她他娶了她。。
她给他生了一个像她一样可爱的女儿她给他生了一个像她一样可爱的女儿。。
在某一天在某一天，，她和女儿她和女儿，，都哭得撕心裂都哭得撕心裂

肺肺。。天塌下来了天塌下来了。。他被诊断患了淋巴癌他被诊断患了淋巴癌。。
后来后来，，她不哭了她不哭了。。
她像是回到了认识他之前她像是回到了认识他之前。。一个人出一个人出

去吃宵夜去吃宵夜，，一个人出去到处嗨一个人出去到处嗨，，没人知道她没人知道她
有个女儿有个女儿。。

更无人知更无人知，，她有一个患淋巴癌的丈夫她有一个患淋巴癌的丈夫。。
张小雅进来了张小雅进来了，，她问小田她问小田，，是否坚持得住是否坚持得住。。

因为因为，，一个小时之前一个小时之前，，他刚用了一支杜冷丁他刚用了一支杜冷丁。。
小田没说话小田没说话，，眼泪却一直在流眼泪却一直在流。。

““给他用吧给他用吧。。””
张小雅迟疑了一会张小雅迟疑了一会，，可能是被小田疼痛可能是被小田疼痛

的模样惊住了的模样惊住了，，亦或是听到了患者家属同意亦或是听到了患者家属同意
的话语的话语。。

小田又用了一支杜冷丁小田又用了一支杜冷丁。。
张小雅推药的针头张小雅推药的针头，，还没从小田那颜色还没从小田那颜色

跟包装纸箱一样的肌肤里取出来跟包装纸箱一样的肌肤里取出来，，在一旁低在一旁低
头玩手机的小妮儿头玩手机的小妮儿，，已在谋划她的出行了已在谋划她的出行了。。

““明天明天，，云台山不见不散云台山不见不散。。””
““小妮儿小妮儿，，你就不能多陪陪我吗你就不能多陪陪我吗？？””
““爸下午就来爸下午就来。。””
小田不再说话了小田不再说话了，，还是一声接着一声地呻还是一声接着一声地呻

吟吟。。张小雅说得对张小雅说得对，，杜冷丁已经不起作用了杜冷丁已经不起作用了。。
他是否有精力感知到他是否有精力感知到？？是的是的，，这一阵这一阵

子子，，他与小妮儿总是在吵架他与小妮儿总是在吵架，，他不知道为什他不知道为什
么么，，她总是心不在焉她总是心不在焉。。

面对他的时候面对他的时候，，小妮儿总是发呆小妮儿总是发呆。。
他会提起儿女他会提起儿女，，很想念女儿吧很想念女儿吧。。907907病病

房的人都知道房的人都知道，，小田的女儿叫小芒果小田的女儿叫小芒果，，刚刚刚刚
会喊爸爸会喊爸爸。。

小妮儿说小妮儿说，，第第1313号楼不好号楼不好，，女儿不能到女儿不能到
这里来这里来。。

““你好久走你好久走？？””马克的父亲马克的父亲，，还是开口问了还是开口问了。。
马克故作镇定马克故作镇定：：““还早还早。。””

““还是下午四点吗还是下午四点吗？？””
马克点点头马克点点头，，不知再说些什么不知再说些什么。。

““好好上班好好上班。。””父亲的这句话父亲的这句话，，可能是一可能是一
句反话句反话，，也可能是一句最诚实的祝福也可能是一句最诚实的祝福。。天下天下
的父亲的父亲，，总有一个通病总有一个通病，，希望自己的儿子有希望自己的儿子有
出息出息。。

下午离开时下午离开时，，第第 1313 号楼下号楼下，，点点滴滴点点滴滴，，
落下了雨落下了雨。。要走出楼了要走出楼了，，迎面走来两个护迎面走来两个护
士士，，推着一辆送尸车推着一辆送尸车。。

马克立在那里马克立在那里，，梦魇般梦魇般，，怔了许久怔了许久。。
““哦哦，，第第1313号楼的电梯号楼的电梯，，通向停尸房通向停尸房。。””
晚一些时候晚一些时候，，一场暴风雨造访了这座城一场暴风雨造访了这座城。。
或许或许，，907907病房的人都喜欢这场雨病房的人都喜欢这场雨，，因为因为

这场雨这场雨，，他们会觉得他们会觉得，，困在病房里是天气的困在病房里是天气的
原因原因。。

第二天还没出门去上班第二天还没出门去上班，，马克就接到了马克就接到了
电话电话。。

““马克马克，，小田走了小田走了。。””
马克该说些什么呢马克该说些什么呢？？他劝慰父亲他劝慰父亲，，一开一开

始就放弃的话始就放弃的话，，就什么都做不成了就什么都做不成了，，只要不只要不
放弃就不会结束放弃就不会结束。。

但是但是，，如果这样说如果这样说，，多么可笑多么可笑。。
““小芒果哭得很厉害小芒果哭得很厉害。。””父亲在电话的一父亲在电话的一

端端，，像是一个人在对着镜子不停地说像是一个人在对着镜子不停地说，，““这个这个
孩子很懂事孩子很懂事，，可能是知道他爸爸要死了吧可能是知道他爸爸要死了吧，，
她一直哭她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哭了一夜哭了一夜。。””

““天刚亮天刚亮，，小田就断气了小田就断气了。。””
““第第1313号楼号楼，，都是这样都是这样，，能进来能进来，，走不出去走不出去。。””
马克欠身马克欠身，，将电话放在了床头柜上将电话放在了床头柜上，，蒙蒙

着头着头，，抽泣起来抽泣起来，，像三十年前的自己像三十年前的自己，，也像小也像小
芒果芒果。。

““喂……喂……””
““喂喂，，马克……马克……””
““马克马克，，在听吗在听吗？？””

第13号楼
□ 大凉

““秋老虎秋老虎””发威发威，，这几天天气热起来了这几天天气热起来了。。
在酷热天气的驱使下在酷热天气的驱使下，，不少小朋友在家长的带不少小朋友在家长的带

领下领下，，到专门的游泳场馆去学习游泳到专门的游泳场馆去学习游泳，，享受清凉享受清凉。。
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儿时学习游泳的那些事儿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儿时学习游泳的那些事儿。。

小时候小时候，，我家门外有一口大堰塘我家门外有一口大堰塘，，里面种了些里面种了些
莲藕莲藕，，水深也就在一米五六的样子水深也就在一米五六的样子。。那可是我和小那可是我和小
伙伴们的游泳天堂伙伴们的游泳天堂。。我们在游泳我们在游泳、、打水仗时打水仗时，，把大把大
南瓜当南瓜当““跟屁虫跟屁虫””救生圈的救生圈的““坏事坏事””可没少干可没少干，，那时因那时因
为游泳带来的屁股挨打的次数也不少为游泳带来的屁股挨打的次数也不少，，用现在的话用现在的话
来说来说，，那就是那就是““痛并快乐着痛并快乐着””。。

记得大约八九岁时记得大约八九岁时，，一到酷暑天气一到酷暑天气，，等大人们等大人们
午睡了午睡了，，我便和几个差不多大的小伙伴来到堰塘我便和几个差不多大的小伙伴来到堰塘
边边，，脱得一丝不挂脱得一丝不挂，，先用堰塘水在胸口拍几下先用堰塘水在胸口拍几下，，那凉那凉
意瞬间浸入身心意瞬间浸入身心，，让人感觉凉得非常劲爽让人感觉凉得非常劲爽。。接着接着，，
我们移动双脚一点一点地顺着堰埂斜坡一点点下我们移动双脚一点一点地顺着堰埂斜坡一点点下
水水，，当水没过胸口当水没过胸口，，感觉人在水里有浮力时感觉人在水里有浮力时，，不会游不会游
泳的我们只好躲在水边看会游泳的小伙伴们泳的我们只好躲在水边看会游泳的小伙伴们““板板
澡澡””。。不知谁出了个主意不知谁出了个主意，，叫我们去摘个大南瓜当叫我们去摘个大南瓜当
救生圈救生圈，，爬在上面用脚爬在上面用脚““板澡板澡””，，安逸得很安逸得很。。

““这是个好办法这是个好办法。。””小伙伴的提议立即得到了大小伙伴的提议立即得到了大
家的认可家的认可。。于是大家穿上衣服跑上山于是大家穿上衣服跑上山，，摘了两个又摘了两个又
圆又大的黄南瓜圆又大的黄南瓜。。抱不动就背抱不动就背，，背不起就抬背不起就抬，，我们我们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大南瓜从几百米外的山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大南瓜从几百米外的山上
搬到堰塘里搬到堰塘里。。这个办法还真管用这个办法还真管用，，抱着大南瓜游泳抱着大南瓜游泳
真的不会往下沉真的不会往下沉。。我们两脚使劲地上下摆动我们两脚使劲地上下摆动，，溅起溅起
阵阵浪花阵阵浪花，，““板澡板澡””声和欢笑声混在一起声和欢笑声混在一起，，成为快乐成为快乐
童年的美好记忆童年的美好记忆。。后来后来，，““偷偷””南瓜的事被大人查了南瓜的事被大人查了
出来出来，，父亲先是带着我到南瓜主人家赔礼道歉父亲先是带着我到南瓜主人家赔礼道歉，，回回
家之后便是一顿痛打家之后便是一顿痛打，，还下了还下了““死命令死命令””：：不准再到不准再到
堰塘堰塘““洗澡洗澡””。。

不准到堰塘不准到堰塘““洗澡洗澡””，，我就跑到山上去我就跑到山上去。。夏季暴夏季暴
雨过后雨过后，，山上的山上的““牛滚凼牛滚凼””和蓄水池装满了水和蓄水池装满了水。。小伙小伙
伴们的伴们的““游泳阵地游泳阵地””就转移到了几个就转移到了几个““牛滚凼牛滚凼””和蓄和蓄
水池水池。。我们先学习我们先学习““狗刨狗刨””式游泳式游泳，，后来又慢慢学会后来又慢慢学会
了潜水了潜水、、仰泳仰泳、、侧泳侧泳，，在学的过程中在学的过程中，，也没少呛水也没少呛水。。
记得最清楚的是记得最清楚的是，，父亲检查我洗没父亲检查我洗没““洗澡洗澡””的方法很的方法很
特别特别，，用手指甲在我腿上划一下用手指甲在我腿上划一下，，如果能划出白色如果能划出白色
的痕迹的痕迹，，就证明洗了冷水澡就证明洗了冷水澡，，没有痕迹则说明没有没有痕迹则说明没有
洗冷水澡洗冷水澡。。所以所以，，一到夏天一到夏天，，我最怕的就是父亲执我最怕的就是父亲执
行腿部大检查行腿部大检查。。

学习游泳学习游泳，，从条件上来说从条件上来说，，农村的孩子与城里农村的孩子与城里
的孩子确有差别的孩子确有差别。。看见城里孩子在家长的陪同下看见城里孩子在家长的陪同下
学习游泳学习游泳，，甚至请专门的游泳教练教学游泳甚至请专门的游泳教练教学游泳，，我不我不
得不说这些孩子很幸福得不说这些孩子很幸福。。农村娃也有农村娃的乐农村娃也有农村娃的乐
趣趣，，我认为家长不必我认为家长不必““打压打压””，，应正确引导孩子学习应正确引导孩子学习
游泳游泳，，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把安全放在第一位，，不要磨灭孩子的游泳童不要磨灭孩子的游泳童
心心，，让他们在快乐的童年中具备一项必备的求生让他们在快乐的童年中具备一项必备的求生
技能技能。。

有一座知识的宝库有一座知识的宝库，，有一片知识的海有一片知识的海
洋洋，，需要我们一生去探寻需要我们一生去探寻。。而阅读而阅读，，就是我们就是我们
直抵宝库直抵宝库、、海洋的有效途径海洋的有效途径。。

““读一本好书读一本好书，，就是在和高尚的人谈就是在和高尚的人谈
话话。。””在你阅读的那段时光里在你阅读的那段时光里，，有一轮爱的有一轮爱的
太阳照耀心灵太阳照耀心灵，，有一场爱的春雨滋润心田有一场爱的春雨滋润心田，，
有一堆精神食粮填补大脑有一堆精神食粮填补大脑，，开启我们的梦开启我们的梦
想之门想之门。。

随着科技的飞跃发展随着科技的飞跃发展，，阅读阅读，，不仅仅只不仅仅只
是读书本是读书本，，还可以通过电脑还可以通过电脑、、手机等满足学手机等满足学
习习、、阅读的需求阅读的需求。。而我们家的幸福时光而我们家的幸福时光，，要要
从亲子阅读说起从亲子阅读说起。。

近年来近年来，，有一个软件有一个软件，，叫叫““学习强国学习强国””。。
我们家的幸福时光我们家的幸福时光，，就与就与““学习强国学习强国””软件紧软件紧
紧相连紧相连。。

儿子十四岁儿子十四岁，，从小就喜欢阅读从小就喜欢阅读。。有什么有什么
好书好书，，我首先会给他推荐我首先会给他推荐，，让他阅读让他阅读。。对于对于

““学习强国学习强国””这个软件这个软件，，也不例外也不例外。。

20172017年年，，我第一次在手机上下载了我第一次在手机上下载了““学习学习
强国强国””APPAPP，，从这里从这里，，我看到了一个欣欣向荣的我看到了一个欣欣向荣的
世界世界：：有要闻有要闻，，有新思想有新思想，，有各类新闻有各类新闻、、美图美图、、视视
频频，，有人文历史有人文历史，，有各种感人瞬间……可以有各种感人瞬间……可以
说说，，从这里从这里，，能够让我们的工作能够让我们的工作、、生活获得满满生活获得满满
的正能量的正能量！！

儿子正处在青春成长期儿子正处在青春成长期，，正是世界观正是世界观、、
人生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最重要的时期价值观形成最重要的时期，，需要不需要不
断地给他输入正能量断地给他输入正能量，，让他的青春不迷茫让他的青春不迷茫，，
让他的人生有方向让他的人生有方向。。

为此为此，，我作了一个决定我作了一个决定：：全家都来学习全家都来学习
““学习强国学习强国””，，从中汲取营养从中汲取营养，，补足精神之钙补足精神之钙。。

于是于是，，我每天会利用空余时间我每天会利用空余时间，，在在““学习学习
强国强国””学习和阅读学习和阅读，，并把其中精华内容整理并把其中精华内容整理
出来出来，，每天让儿子抄写在专门的学习笔记本每天让儿子抄写在专门的学习笔记本
上上，，并与他谈感受和认识并与他谈感受和认识，，培养他的家国情培养他的家国情
怀怀，，引导他客观认识世界引导他客观认识世界，，激励他奋发向上激励他奋发向上。。

坚持两年多来坚持两年多来，，我欣喜地发现在儿子我欣喜地发现在儿子

身上起了显著变化身上起了显著变化：：他谈及国际国内形势他谈及国际国内形势
能头头是道能头头是道，，对身边人身边事的判断也更对身边人身边事的判断也更
精准精准，，对自己读书学习的目标也越来越明对自己读书学习的目标也越来越明
确确。。可以说可以说，，这个方法打开了儿子了解世这个方法打开了儿子了解世
界的一扇窗界的一扇窗。。

有位朋友得知我此举的效果之后有位朋友得知我此举的效果之后，，感叹感叹
““学习强国学习强国””是孩子青春逆反期的教育是孩子青春逆反期的教育““神神
器器””。。现在现在，，她也开始用她也开始用““学习强国学习强国””的内容的内容
教育孩子教育孩子。。

如今如今，，在我们家在我们家，，利用利用““学习强国学习强国””加强日常加强日常
学习学习，，已然成为一道美丽风景已然成为一道美丽风景——

每天早上醒来每天早上醒来，，点开软件开启学习之旅点开软件开启学习之旅
是全家的头等要事是全家的头等要事——做早餐做早餐、、整理内务整理内务、、
洗漱洗漱，，都有都有““学习强国学习强国””中的视频新闻相伴中的视频新闻相伴，，
让我们获得美美的让我们获得美美的““精神早餐精神早餐””；；中午或晚中午或晚
上上，，我会把当天学到的精彩内容我会把当天学到的精彩内容，，又特别是又特别是
习总书记各种论述的金句整理出来习总书记各种论述的金句整理出来，，让孩子让孩子
周末抄写周末抄写、、理解理解；；周末孩子回家周末孩子回家，，我们全家会我们全家会

举起一个自拍杆把手机架起来举起一个自拍杆把手机架起来，，共同观看共同观看
““学习强国学习强国””中的重要视频中的重要视频，，各自谈认识各自谈认识、、谈谈
体会……体会……

阅读阅读““学习强国学习强国””里的丰富内容里的丰富内容，，成就了成就了
我们全家最幸福的时光我们全家最幸福的时光。。在这里在这里，，浓浓的亲浓浓的亲
情在流淌情在流淌，，学习的力量在勃发学习的力量在勃发，，学习的精神学习的精神
在彰显在彰显！！

““才不胜今人才不胜今人，，不足以为才不足以为才；；学不胜古学不胜古
人人，，不足以为学不足以为学。。””未来的路上未来的路上，，““学习强国学习强国””
将是我们全家的良师益友将是我们全家的良师益友，，阅读将是我们全阅读将是我们全
家最幸福的时光家最幸福的时光，，一路相伴一路相伴、、一路向前一路向前！！

阅读带来幸福时光阅读带来幸福时光
□□ 胡佳音胡佳音

游泳那些事儿游泳那些事儿
□□ 黄志禄黄志禄

上初中时，常看见公园门口有个摆摊下象棋的
老头，六十来岁六十来岁，，高挑高挑、、清瘦清瘦、、长手长手、、方脸方脸，，站着就像站着就像
一个倒立的一个倒立的““士士””，，隐隐地带着一股杀气隐隐地带着一股杀气。。他下棋有他下棋有
规矩规矩：：落子无悔落子无悔，，每局下注每局下注，，一元起注一元起注，，先亮出钱再先亮出钱再
开局开局。。围观的人很多围观的人很多，，我每次去看都得从人群的缝我每次去看都得从人群的缝
隙里挤进去隙里挤进去。。一般的人在他手下走不出二十步一般的人在他手下走不出二十步，，只只
见他眼光一闪见他眼光一闪，，冷不丁就把对手将冷不丁就把对手将““死死””。。

那年我获得学校象棋比赛冠军那年我获得学校象棋比赛冠军，，得奖金五元得奖金五元，，
便心痒着想去下几局便心痒着想去下几局。。一个星期天一个星期天，，我偷偷溜出家我偷偷溜出家
门门，，坐到老头对面坐到老头对面。。第一局我以防守为主第一局我以防守为主，，步步为步步为
营营，，刚走到二十几步刚走到二十几步，，猛见他眼光一闪猛见他眼光一闪：：““将将！！””我的我的

““老王老王””被擒被擒。。第二局我运用棋谱上的招式第二局我运用棋谱上的招式，，以当头以当头
炮开局炮开局，，步步进逼步步进逼；；老头防守严密老头防守严密，，收缩蓄势收缩蓄势。。走了走了
近一小时近一小时，，老头眼光又一闪……老头眼光又一闪……““小伙子不错小伙子不错，，这局这局
我奖励你我奖励你，，不收钱不收钱，，回家去吧回家去吧。。””

工作后工作后，，我很少回家我很少回家。。一九九六年一九九六年，，我专门去我专门去
看了一次看了一次，，老头还在公园门口老头还在公园门口，，棋盘上刻着棋盘上刻着““楚河汉楚河汉
界界 每局五元每局五元””。。老头依然精神矍铄老头依然精神矍铄，，观棋的人不观棋的人不
多多，，旁边的都是等着下棋的旁边的都是等着下棋的。。轮不上轮不上，，我只好打道我只好打道
回府回府。。

二〇〇五年二〇〇五年下岗回家下岗回家，，我路过公园门口我路过公园门口，，见老见老
头满头银丝头满头银丝，，一脸红光一脸红光，，眼睛明亮有神眼睛明亮有神。。棋盘上刻棋盘上刻
的字变成的字变成““友谊第一友谊第一 比赛比赛
第二第二””。。没有观众没有观众，，一个一个
与他差不多年龄的老者与他差不多年龄的老者
坐在对面坐在对面。。久未摸棋久未摸棋，，我我
连观棋都没有兴趣连观棋都没有兴趣。。

今 年 清 明 节 回 去今 年 清 明 节 回 去 ，，
老头在公园里摆了几张老头在公园里摆了几张
棋桌棋桌，，旁边立着一块牌旁边立着一块牌
子子：：““免费教象棋免费教象棋，，参赛参赛
有奖励有奖励。。””

棋叟棋叟
□ 廖小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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