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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壮人如其名，长得人高马
大，孔武有力。因为家紧挨着家具
城，只有小学文化的他靠给家具城
的顾客拉货搬物为生。

别看刘大壮长得五大三粗，但
在女儿面前却有铁汉柔情的另一
面。刘大壮妻子在女儿三岁时过
世，当爹又当妈的他视女儿为掌上
明珠，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口里怕
化了。

有一次我看见刘大壮在家门口
修理一张旧木椅，我凑上前问他：

“大壮，今天不去拉货怎么捣鼓起椅
子来啦？”

刘大壮抬头看到是我，就笑着
对我说：“我拉货回来的时候，别人
正要扔了这椅子，我就拉回家修理，
等修好后再上点油漆，就可以送给
我女儿了。”

看着刘大壮心满意足的样子，
我突然觉得有些心酸。没等我多
想，他就接着说：“过几天是她生日，
我把这个椅子修葺一新，就算是一
件礼物，只可惜少了张书桌……”

我站在边上看着这个粗汉子忙
碌的身影，心里却是十分的感动。

一家人吃晚饭的时候我对自己
的女儿说：“爸爸看你的书桌旧了，
明天给你换一张新的吧！”

女儿挺不解地看着我说：“为什
么给我换新书桌呀，那旧的不是还
好好的吗？”

“家具城这两天搞活动降价处
理，我看上了一张书桌就给你定了
下来，明天就到。”女儿听我这么一
说显得非常高兴，还特意夹了一块
肉到我碗里。

第二天书桌就按照我的要求送
到了楼下，等我看见刘大壮正在门
口整理东西时就向他喊：“大壮，我
买了张书桌一个人搬不上去，快来
帮我一下。”

刘大壮爽快地答应了，我们一
起把书桌搬到了三楼女儿的房间。
待到新书桌放下之后，刘大壮围着
书桌一边看一边由衷地感叹书桌漂
亮。正当他满心羡慕时，我掏出钱
给他说：“大壮，这是你的搬运费。”

刘大壮连忙拒绝说：“哥，举手
之劳的事我能收你钱吗？”我一再要
给钱但刘大壮死活不肯收，于是我
说：“本来我还有一事相求，既然你

不收钱，我也不好再麻烦你了。”
刘大壮疑惑地说：“哥，你有啥

事就直说吧！”
见他这样说，我顺手拍拍女儿

的旧桌子说：“这旧桌子我也用不上
了，本想让你下去的时候顺手帮我
扔了。”刘大壮惊讶地说：“这桌子不
还挺新的？”

我说：“家里小放不下，你要是
能搬走真是给我行了很大方便。”

刘大壮赶忙说：“瞧你说的，这
旧桌子我帮你搬下楼也不扔掉，我
拿回家就算是我的劳务费好了！”

我说：“那最好不过了，这样就
叫物尽其用，不浪费资源。”

看着刘大壮搬着旧桌子离去，
女儿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对我说：

“爸，你送桌子干嘛还绕弯子呀？”
我摸摸女儿的头说：“傻闺女，

送东西也要考虑到别人的自尊心。
让他觉得劳有所得，就是对他最好
的尊重。”

女儿点点头，似乎是懂了……

我坐上乡村公交车，在通
往故乡的路上。蒙蒙细雨，涂
抹着村路两边的杨树。若隐
若现的村舍，绿茵茵的田野，
清亮亮的水塘，构成一幅高雅
的水墨画。

祖父离开我们已经有四
十个年头，可他的话语还如这
春雨一样清新，他的笑容还如
这春波一般温馨。年年清明，
都给祖父扫墓，庄重肃穆里，
总是想起祖父深沉的呵护，亲
切的关怀。

还记得祖父在夏夜晚风
里讲民间故事的情景，绘声
绘色，让我们陶醉其中，让真
善美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萌
芽；还记得祖父在夏日池塘
边，手搭凉棚观望我们游泳
的身影，他在水塘的深坑位
置插了竹竿，阻止我们“陷入
绝境”；还记得祖父在我们四
五岁时，就教我们识字，那诲
人不倦的态度，鼓励我们朗
读唐诗宋词，让我感受爱国
的情怀。

新式扫墓，不烧纸钱。我
们手捧鲜花，缅怀祖父。默
哀、鞠躬，借以表达对他感恩之情，感恩是美好的情
愫。扫墓是血脉相连的亲情联络的一种最好方式，
也是我们民族精神文化的一种传承。此时，我仿佛
看到祖父弯着腰挥舞镰刀在吃力地割麦，背心上似
抹了一层盐。

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情也浮现在眼前：那时我还
没有八仙桌子高，祖父和一位在水利部门工作的干
部下棋，我踮着脚看他们争楚河汉界，祖父摸着我的
头，夸我认识字了，那个干部非常吃惊，拿出一个

“士”字让我认，我不假思索地说“干”，干部大笑不
止，我羞得满脸发红，眼泪掉下来了。祖父说：“你没
有读错，你读得对！凡事都从孩子的角度出发，就没
有教不好的孩子。”

无论沧海桑田、人世更迭，祖父的教诲随着血脉
传承穿越时光，还久久印在我心底的。作为一个老
师的我，以及祖父后辈里的十几个老师，都受益匪
浅。年年清明，今又清明，我们总是带着感恩的心来
扫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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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解放的
故事》

本书以日记体的形
式，讲述了1949年有关
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
的故事。这些故事来源
丰富，既有当年的报刊，
如《中央日报》《大公报》

《申报》等；又有私人日
记。

作者陈虎在书中通
过这些鲜活的历史素材，再现了1949年这个
开辟新纪元的历史年份里发生的伟大历史变
革，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碎旧世界
建立新中国的非凡气概。

《新时代国企基层
党建50讲》

这是一本基层党
建业务书。针对新时
代对基层党建提出的
新要求，针对当前工作
中的普遍难点和热点
问题，比如如何让组织
生活深入人心，如何让

“三会一课”更有吸引
力，如何让党建工作真

正与中心工作融合，如何避免“两张皮”做到
务实有效，如何让党建工作者更专业更受欢
迎等问题，提供极具操作性的实用解决难题
的方法和途径。

一张书桌一张书桌
□方泳霖

春分过后是清明，对清明最早的印
象便是唐代大诗人杜牧那首耳熟能详的
《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
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
花村。”清明时节的景象跃然纸上，在诗
句里我们看见了细雨纷飞、行人上坟、孤
客问路、牧童遥指的画面，而这清明雨和
杏花村随着“清明”便在古诗词的长河里
深深扎下了根，被定格成了一个个永恒
的经典，每逢清明节便会在人们的脑海
里浮现。

清明节，不仅是一个节日，更重要的
它已成为了一种情结，是生者对逝者的
追思和祭奠。在古诗词的长廊里缓慢踱
步，细细品味“清明”那独特又悠远的韵
味和内涵。

清明扫墓，据说源自春秋时期晋文
公悼念介子推一事。晋文公重耳流亡期
间，“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

公。”后重耳称帝，介子推拒不入官，晋文
公本想烧山以逼其出，哪知介子推与母
抱柳被烧而死也不就。晋文公嗟叹悲
切，下令将放火烧山的这一天定为寒食
节，每年这天全国禁忌烟火，只吃寒食。
因寒食与清明相接，后来就逐渐形成清
明扫墓了。

“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
然。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
鹃。”宋代高翥的《清明日对酒》笔墨浓
重，一句摹景，一句写人。在清明节的南
北山上，祭扫的人随处可见，焚烧的纸灰
似白蝴蝶般漫天飞舞，心里的悲痛如杜
鹃啼血般哀啼。诗人触景生情，携无限
的感慨落笔，在清明诗中寄托了人们对
故去亲人们的深深哀眷。

“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
城。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
莺。”吴惟信的《苏堤清明即事》文情并茂

地描述了人们在梨花满天、笙歌鼎沸、黄
莺鸣啭的清明，出城踏青寻春的乐境。
阳光明媚，春风和煦的西湖引人入胜，游
人如织，熙熙攘攘；到了傍晚时分，笙歌
停歇，人群逐渐散去，西湖却春色依旧。
我们在诗中望见了仙境般的西湖，让人
流连忘返。

“问西楼禁烟何处好？绿野晴天
道。马穿杨柳嘶，人倚秋千笑，探莺花总
教春醉倒。”王磐的《清江引·清明日出
游》读来便觉一种闲适的韵味儿，灿烂明
媚的春光似要将人迷醉。

“清娥画扇中，春树郁金红。出犯繁
花露，归穿弱柳风。”温庭筠的《清明日》
写出了人们兴冲冲地结伴踏青，出发时
看到花瓣上颤颤欲滴的露珠，归来时领
略到微风拂柳的清明生活。

“清明节，雨晴天，得意正当年。马
骄泥软锦连乾，香袖半笼鞭。”晚唐薛昭

蕴《喜迁莺·清明节》生动地描绘了举子
们于清明雨后骑马踏青的得意。

“明时帝里遇清明，还逐游人出禁
城。九陌芳菲莺自啭，万家车马雨初
晴。”顾非熊《长安清明言怀》形象地记录
了唐都长安清明节万家车马出动的盛
况。

古诗词里的清明，蕴含着太多经典，
无论是扫墓祭祀的哀思绵绵，还是踏青
游玩的悠闲惬意，都蕴涵了深厚的“文化
密码”，值得我们细细品读。

清明厚重，诗词隽永，承载了太多的
情愫。清明时节，怀揣一颗拳拳之心走
进诗词，细细品味那古色古香的千年韵
味，慢慢感受古诗词里诠释的动人情结，
去接受一场情感的洗礼。

“春未老，风细柳斜
斜。试上超然台上望，半
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
家。”吟诵着东坡先生的词
走进四月，春天还没有过
去，微风细细，柳枝斜斜
随之起舞。看春雨潇潇，
滴滴答答落在小巷的青石
板上；看小桥流水，绕过
烟雨的乡村，与牧童的笛
声融合，清澈而悠扬。

青瓦屋檐下，燕子衔
来满满一枝桠的杏花香。
时隔一年，燕子归来，让
我激动得不知所措，或
许，使我更感动的是这久
远流传的情意，在每一个
芬芳满怀的四月里，见飞
燕犹见故人。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
家新燕啄春泥。”这是春
意，更是季节的馈赠。桃
李芬芳、牡丹盛放，四月
戴着百花的冠冕，携着嫩
绿的新芽，携半城烟雨半
城斜阳款款而来。

“沾衣欲湿杏花雨，吹
面不寒杨柳风。”相比三
月，我更喜欢四月的风。
没有春寒料峭的锐气，她
温柔得如水一般包裹着
你。她从远方走来，带着
梨花的清香，漫过树林，
淌进田园，与耕耘的农人
撞个满怀，忍不住直起身

来呼吸片刻，这是一缕久违的芬芳。
她从河边走来，带着水的气息跃上河堤，

跨过茫茫麦田，直扑进村庄，看麦浪翻滚，这
是一幅喜人的画面。四月就是这样直抒胸臆，
坦荡而来。

四月，总是浪漫多情。花儿在风中舞蹈，春
燕在柳叶间穿梭。看蝴蝶翩跹，双双对对停落
在花草上面窃窃私语，时而环绕漫飞，时而舔
舐嬉戏。花草虽是配角，可衬托出来的多情画
面成了不可或缺的景致，让路过的人们忍不住
多看几眼。

四月，是春日最后的绝唱。过了四月，立夏
也就不远了，那时候气温上升越来越快，夏天的
味道将会变得越来越浓。既然光阴留不住，那就
让我们珍惜这最后的春日时光，全力把握好每一
天，莫负春光，莫负自己。四月，万物可爱，春
风温柔；四月，草长莺飞，阳光正好；四月，月
色溶溶，花开锦绣。

四月，成就了人间最美的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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