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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今日忆童年，
往事悠悠似袅烟。
转眼匆匆多少载，
人生如梦换新天。

六一有感
蔡中科

（一）

晴空万里映红霞，华夏儿童六一花。
庆祝歌声盈大地，欢呼喝彩遍天涯。
兴衰全仰新苗壮，荣辱依于好幼葩。
环宇未来更美丽，寄望今日美娇娃。

（二）

六一来临喜气洋，万千天使好风光。
歌声稚嫩惊云雀，舞步轻盈引凤凰。
艳李青桃承雨露，嫣红姹紫沐芬芳。
幼教播下优良籽，快乐成长向太阳

（三）

绿野青苗麦泛黄，恰逢六一歌声扬。
书包装着儿童梦，笔墨书描草木芳。
放眼桃源龙凤舞，凭栏沧海云水狂。
雕梁画栋人才出，立志擎天国富强。

庆祝六一儿童节
颜玉华

今夜，有雨敲窗
将我从睡梦中敲醒
穿过夜静的墨色
滴滴答答恰似一份情思入心田

今夜，有雨敲窗
心却静如止水
摊开掌心
流失的岁月在脉络里若隐若现

今夜，有雨敲窗
惊醒中有一丝仓促
仿若一个过客
途径我心灵的旅程

岁月的悄然
无声无息
时光的匆匆
在滴答的雨声中
彰显一种莫名的惆怅
窗外的细雨
你绵绵缠缠
请许我
陪你聆听世间的繁华

今夜，穿过雨帘
许我静静思念
一份懂得在心
经年馨香涟漪
一抹相思入梦
梦里相依与共

今夜，有雨敲窗
谷子

最近一段日子，王奶奶只要下班回
家，嘴里总要念叨几句：“真是活见鬼，这
湾子里有菩萨显灵还是咋回事？只要进去
就会看到不是汤就是水，有时还有烧饼油
条加豆奶，你不吃吧，第二天就会有人给
你换上新鲜的，你吃吧，这吃得不明不白
的，叫我这老太婆心里很不是滋味。”

笔者说的这王奶奶是位清洁工，负责
县城沿河西路一公里的路面清扫。王奶奶
虽年近花甲，可做起事来一点都不马虎，
她负责清扫的那一公里路段，在全国卫生
县城评比中，被环评小组的专家夸得一塌
糊涂，就为这，爹爹没少沾光，走到那，都
要和他熟悉的老邻居们扯上一阵闲篇，
“我那老太婆真傻，傻到把那大马路扫得
能睡觉，睡上去都不带一点灰的”必是这
闲篇中核心的几句话。邻居们听了，都夸
王奶奶是“女张思德”，听到这话，王爹爹
高兴得连嘴都要裂到耳根。这几天王奶奶
下班回家常唠叨，说她那湾子里（“湾子”
是指“劳动者港湾”，专为清洁工的小憩而
建）出了鬼了，时不时地不是汤就是水，更
有那烧饼油条加豆奶啥的。开始，王爹爹

根本没把王奶奶的话当回事。听多了，王
爹爹上心了：“奶奶，你说啥，湾子里出
‘鬼’了？该不是你老眼昏花，把别人临时
存放在湾子里的东西你给‘解决’了？”“你
个老鬼。”王奶奶生气地抢白道，“不要说
眼下吃穿不愁，就说我初嫁你家吧，那个
穷得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有个一碗汤
半碗水的，我都不动一筷子，不是尽老的，
就是尽小的。眼下，你不但不帮我‘破案’，
还挖苦我，我真是瞎了眼，嫁给你这么个
无情无义的老东西。”
“我咋就不帮你破案了？跟你闹着玩

的，你咋就当真了？老太婆，你附耳过来，
我们只需如此如此，必定会使案情大白。”
王爹爹诡秘地说。
“你个老东西，一肚子坏水，你要是早

说，我也不至于气得要往墙上撞。行，听你
的，就这么办，不管你是真菩萨还是假菩
萨，料你难逃我老头子的锦囊妙计。”王奶
奶气归气，一听王爹爹给她出了个好主
意，一肚子气全消了。

第二天，太阳还躲在黄海的肚里，天
刚刚才泛了点鱼肚白，王爹爹就陪着王奶

奶，大步流星地往他们那湾子里赶。就在
他们刚刚掀开门帘要进去时，不料却同里
面一个匆匆外出的人撞了个满怀。王爹
爹、王奶奶和湾里面的人同时都大吃一
惊。“噢，是王爹爹、王奶奶，你们咋来得这
么早？”里面的人说了话，王爹爹王奶奶一
听这声音咋这么熟？仔细一看，不由得倒
抽了一口冷气：“你不是建行的崔卫国行
长吗？你大清早跑湾子里干啥来了？”“不
是看你们辛苦了吗，送点热饮在桌上，你
们快点喝，我就先走了。”崔行长说完，拔
腿就要走，临了，还特别关照：“王爹爹，王
奶奶，这点小事见不着说，请帮忙保密。”
“要我们保密可以，但你得依我们一

件事。”王爹爹王奶奶异口同声地说，“你
得告诉我们，过去湾子里不断发现有人送
这送那的，你说是不是你干的？”“小意思，
小意思，你们这么辛苦，我只是表示点小
意思，见不着张扬，拜托了！”

望着崔行长的身影消失在清晨薄薄
的晨雾中，王爹爹王奶奶的眼中噙满了泪
水。不过，王爹爹终没能信守诺言，还是在
与几个老哥们的把酒言欢中泄露了崔行
长那“小小”的秘密。一传十，十传百，崔行
长的那点“小事”终被传得沸沸扬扬，那些
晨练的市民们一个个恍然大悟：怪不得我
们大清早经常遇到崔行长，原来他是送温
暖去了。

爽 约
李志勇

“行宫”，是指古代帝王出行时居
住的宫殿。扬州城，有古代帝王行宫多
处，最出名的当数天宁寺。琼花盛开的
一天，我走进天宁寺。

天宁寺，坐落于扬州城北，盐阜路
边，是世界文化遗产。此寺前身为东晋
谢安的别墅，武周证圣元年（695年）改
为证圣寺，北宋政和年间始赐名“天宁
禅寺”。隋炀帝、康熙、乾隆南巡时，都
多次入驻天宁寺，康熙在天宁寺题“萧
闲净因”等匾，并写下《幸天宁寺》诗。
乾隆为天宁寺题写的匾额有“淮南香
界”、“浮山华海”、“神威拥护”、“省方
设教”,又为天宁寺写了《天宁寺行馆
杂咏》等诗篇。

天宁寺早期规模宏大，南宋宋高
宗为躲避金军南下，匆匆离开汴京来
到扬州，随行全部驻扎天宁寺。元末，
天宁寺遭到战争毁坏，明朝洪武十五
年重建，占地 6000多亩。清乾隆二十
年，为迎接高宗弘历南巡，在天宁寺两
侧扩建行宫、御花园及行宫前的御码
头，以后乾隆历次南巡都住在天宁寺。
行宫东西两面前有牌楼，入东门由南向北有朝房，宫门、
戏台和前殿，在后垂花门内有寝殿等；两门外有茶膳房，
经朝房入内，由南向北为大宫门、二宫门、前殿与寝殿等。
行宫西部为御花园，园中碧水绿树环绕，建有大观堂、文
汇阁和往御碑亭，其后面又有内殿和西殿，最后建有戏
台，整个建筑东西两侧各有护卫房十间。为使皇室和随从
人员能够很便利地获得需要的物品，在靠天宁寺的冈垛
上砌造了上、下两排房屋，题名上、下买卖街。店里的货物
琳琅满目，一应俱全。天宁寺，咸丰年间毁于战火。同治四
年（1865），在盐商支持下重建，后又陆续扩建，最迟的建
筑于民国年间，其规模虽不及以往，但仍是扬州大刹，被
列为扬州八大丛林之首。

站在天宁寺大门前，仰望寺院门檐上宋代赐名的“敕
赐天宁禅寺”石额，非凡的皇家气势和沉淀厚重的历史文
化，让人顿感威严庄重。跨进寺门，迎面高大的天之殿殿
堂门旁，挂着“扬州八怪书画作品展”的牌子，犹如春风扑
面，精神为之一振。厅内四周布满八怪书画作品，作品大
胆创新，直抒心胸志向，表达真情实感，令你赏心悦目。

郑板桥是扬州八怪中的杰出代表。他结缘天宁寺。康
熙末年，其父郑立庵逝世，留下大堆债务，郑板桥外出躲
债期间，遇到扬州大盐商马秋玉，结下友谊，马秋玉邀郑
板桥到他在天宁寺下院建的别墅“枝上村”小住。期间，郑
板桥在扬州卖画，尽管他在扬州的住所经常变更，但天宁
寺也就成了郑板桥常住之所。

来到“华严阁”，里面图文并茂地展示着“佛教与扬
州”。天宁寺最初属于佛教的禅宗，隋炀帝在扬州受戒，并
授予“总持菩萨”之号，他把江南宗教界德高望重人物集
中到扬州，举办千僧会，推动宗教在扬州发展。到了清初，
天宁寺禅风盛行，著名的法藏弟子弘礼，曾经主持天宁
寺，后又住持杭州灵隐寺等，应邀来扬州天宁寺讲学时逝
世。迈进文汇阁门槛，进入眼帘的全是排排木制书架，书
架上下都是摆放整齐、大小一致的木盒。这里摆放着“四
库全书”。

编修于 230多年前的《四库全书》，为官方编撰的中
国历史上规模最大丛书。乾隆皇帝喜欢读书，亲自下旨将
《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全部线装书副本放在当时
的天宁寺文汇阁里。其实，书放在文汇阁，只是装装门面，
来扬州就是游山玩水、吃喝玩乐。文汇阁的《四库全书》，
后在太平天国运动中书阁尽毁。现存寺内的《四库全书》
复制本，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扬州国书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历时十余年承制完成的原大、原色、原样的首套版本，
共 3600多册。

走出天宁寺，院门右侧耸立在护城河边，乾隆皇帝题
写的御码头石碑还在，当年皇帝一出天宁寺大门，就是御
码头，从御码头登上特制的画舫，就可观赏瘦西湖两岸的
美好景色。现在，游人们都喜欢从这里乘船游览，经瘦西
湖到平山堂，体验乾隆水上游的美丽风光。

探
秘
﹃
行
宫
﹄
天
宁
寺

高
亚

我于 1937年出生在长荡农村，祖代
没有上过学，吃尽没有文化苦头的父母
商量说，就是讨饭也要让我读书。早早懂
事的我，听了父母的话很激动，决心刻苦
学习，结果小学毕业争得全班第一的好
成绩。1951年升学考试，考上盐城中学。
父亲非常高兴，逢人就说：“告诉你个大
喜事，我家长清考上盐城中学了。”谁知
经济上遇到大难题，既要交学费，又要交
伙食费，哪来这么多钱？东借西借好容凑
足 8元钱。村干部对我父亲说：“盐中人
民助学金较高，对农村的小孩子特别照
顾。我给你到乡里拿个证明，说明你家庭
困难，说不定 8元钱就可能够了。”开学
报名，我把入学通知书和乡里的证明一
起交上，果然 8元钱够了。而且，到学期
结束时，班主任还退给我 3元多，在盐中
读书 6年，每年都是享受较大的人民助
学金。

盐中的教学质量是一流的，6年间我

打下厚实的知识功底，后来能走上搞新
闻报道的道路，全是源于那时的读书结
累。

那么，国家到底从哪几方面给我关
爱，让我在关爱中成长。我反复考虑，觉
得在盐中读书要算是第一条：没有乡村
干部为我出证明信，就不可能引起学校
对我的重视，给我发放数量较大的人民
助学金；人民助学金是从哪里来？无疑，
是国家对我们这些贫困儿童的关爱；没
有盐中老师对我的辛勤培养，我又怎能
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没有文化，又怎么
会工作，当上国家干部。

事实证明，后来国家促使我成长的
每一件事，都同我有文化息息相关。1957
年国家大量压缩大学招生人数，盐中首
次有一大批高中毕业生没有考上大学，
我是其中的一个。正当我心情不安时，全
省掀起大办农中热潮，需要大批的农中
教师，乡文教助理主动上门找我去办农

业中学，使我有了用武之地。农中教师只
做了一年多时间，县教育局认为我是盐
中毕业的，有培养前途，把我送到江苏教
育学院进修，圆了我大学梦。进修回来，
再也不让我到学校教书，而留在县教育
局工作。

1969年底，县革委会要人搞专职报
道，见到我经常在报纸上登载新闻稿件，
首先想到我，把我调进政工组，后改为宣
传部，继续留在宣传部，前后长达 21年。

国家对我的深情厚意，我铭记心头。
工作 40 年，我不忘初心，努力把工作做
好。办农中，我一个人创办了拥有 100多
名学生的学校，把学校创办成全县的先
进单位。在县宣传部门搞专职报道，年年
被省市新闻单位评为优秀通讯员。退休
以后，我笔耕不辍。从 1960年第一篇稿
子登在《新华日报》上算起，到今年，从事
新闻事业整整 60年，在全国各类报刊上
用稿上万篇，出版书籍 15本。

国家对我的关怀是无限的，我对国
家的贡献是渺小的。对于这一点必须看
到，只有看到这一点，才能永远从内心热
爱国家，深感生活在我们这个伟大国家
的幸福。

国家圆我读书梦
顾长清

有一副很有名的对联,内容是“大肚能容,容天下难
容之事；开口常笑,笑天下可笑之人。”大肚能容天下难容
之事,其实讲的就是一种度量。一个人有多大度量,便会
有多大格局。度量不是与生俱来的, 需要通过后天的培
养,需要有我为人人的思想,更需要自觉的行动引导。度
量大的人,心中不装事,时常保持愉悦心情,活得阳光潇
洒开心。度量小的人,心胸狭窄,小肚鸡肠,遇事总是斤斤
计较,生活圈越来越小,路越走越窄,进而易形成思想和
行为的禁锢。

做到有度量,必须学会换位思考,做任何事情都先站
在对方角度思考问题,不能一味地只考虑自己;必须学会
放大格局,多看别人的优点,善于体谅别人的过错;要敞
开心扉,真心对待他人,学会与朋友分享每一句赞美;要
学会冷静,对别人的讥讽,做到泰然处之不冲动;要学会
自我检讨,凡事善于从自身查找问题根源,练就出博大的
胸怀。

眼宽能容天下景,心宽能容天下事。人与人交往,多
一分度量,就会多一分理解和尊重,赢得更多朋友,人生
之路才会越走越宽广,越走越灿烂。

心宽能容天下事
江正

算来，辞世离开我们已整 11年的岳
父若在，今年应是 97周岁。作为一名抗日
老战士、建国前老党员及担任多年基层卫
生院负责人的他，生前没让家人沾过什么
光，逝后也没给儿女留下多少值钱的家
当，说得上嘴的仅一枚还是我替他“要来”
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60周年”
奖章。
现在想来，不知岁月无痕这句话是否

准确？当初若不是我爱好新闻写作的习
惯，从老人口中追问出一些他在战争岁月
里的往事，以及在地方史料中查找出他的
众多英雄壮举，还真就想不到去为他“讨
要”这枚纪念章。

一枚纪念章即使它系纯金锻造也还
是个有价之物，可对于一个曾经为了国家
民族解放，冒着枪林弹雨、不畏流血牺牲
的老战士、老党员来说，这枚纪念章称得
上是党和人民对他当年付出的褒奖与肯
定，是件无价之宝。那么，既然我岳父符合
授章条件又为何需要我申请“讨要”？揭开
背后的隐情令人感佩与动容。

缘份之事真是说不清、道不明，好似
冥冥之中注定。这辈子有幸能与这位年长
我 42岁的老人成为翁婿也是一种缘份。
如果没有交集，我怎会知道他的大名叫周
文清，怎会了解他早在 1942年 2月就投

身革命，加入党组织，曾与胡特庸、陈步
风、董振香、周继云等先烈是战友。

岳父他年轻时胆大心细，杀敌英勇，
先后担任过盐东县腰沃区、方强区区大队
队长，是一名令敌人闻风丧胆的传奇人
物。他曾孤身一人夜袭卢公祠日军据点，
硬将一名日军“舌头”扛回 20多公里外的
区大队驻地。1944年 10月 21日，他率区
大队配合新四军三师二十二团解放合德，
团长陈发鸿中弹时正与他站在高墩子上，
也是他将受伤的陈团长背下，不想，这位
被黄克成称为“虎将”、年仅 29岁的团长，
最终没能抢救过来壮烈牺牲。

在那日寇横行和国民党军队一次又
一次扫荡、围剿之下，武装力量依然处于
劣势的地方区大队只能钻芦荡、埋草滩、
躲坟场，避开正面敌人打游击，等待时机
搞突袭、杀小股。常年累月超强度的付出
和营养不良，使得原本健壮的岳父体质下
降，尤其是在接连攻打南洋、伍佑和后来
异常激烈的盐城保卫战中，因受重伤及胃
多次出血，被上级领导勒令就地住院治
疗，未能随大军南下。

在医院治伤疗养期间，闲不住、喜学
习的岳父向医生借来仅有的几本医学书
籍，边阅读边虚心拜医生为师实践起来。
不想，他后来真的成了一名中西医结合的

医生，并先后主持创办或担任过特庸、盘
湾、兴桥、大兴卫生院负责人。他谦虚好
学、为人低调，从不居功自傲，更没有因自
己的政治、经济待遇未落实到位而向组织
上提过要求，以至许多与他在一起的年轻
同志还不知晓他的光荣历史，年老时有关
部门办事人员将他当作正常退休人员对
待。
“比比那些当年牺牲了的战友，我吃

穿不愁知足了！”岳父当年的生死战友、时
任常州市委副书记的祁文雅得知此事，曾
专门到盘湾镇安石村看望我岳父，并主动
提出为其争取应享有的待遇，被我岳父婉
拒。退休在家的他仁者医心地帮助乡邻诊
疗治病，解除痛苦，直至生命的最后。

2005年，中央军委决定颁发胡锦涛
总书记题写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
利 60周年”荣誉奖章，纪念日已过，完全
符合颁发条件的岳父再次被“遗漏”，心有
不甘的我瞒着老人，几进民政、卫生、人
事、档案等部门，终将老人的历史档案找
出。在这充分翔实的史料面前，几家部门
会商向上申请，终为老人补发这枚特殊纪
念章。捧着这枚得来不易、熠熠生辉的纪
念章，一辈子坚强、年已 83岁高龄的老人
眼中湿润起来，闻知随章还将颁发 1000
元慰问金，老人主动提出放弃。弥留之际，
岳父郑重地将这枚纪念章交到妻弟手上，
反复叮嘱其一定要收藏好。

老人虽走多年，但他忠诚为党、尽责
为民，居功不傲，凛然大度的音容笑貌时
常索绕在我脑海之中，激励引领着我前
行。

一枚“要来”的纪念章
郭开国

近几天，一位爱好唱歌的朋
友，经常给我发来他在手机上用
全民 K歌演唱的《我们的生活充
满阳光》等经典老歌，喜爱唱歌
的我情不自禁地学唱起来，记忆
的闸门一下子打开。

那是我上小学五年级的一
个夏天，为迎接“六一”儿童节，
学校组织我们排练《你是灯塔》
大合唱，我们班上有 20多个同
学入选。下午二节课一下，我们
就像开闸的水一样冲进老师的
办公室，排成两列队形，老师在
前面“手舞足蹈”地指挥，我们在
下面“愣头愣脑”地学唱。后来，
为了去乡政府剧场演出，老师吩
咐我们回家叫父母给买一件白
色的确良衬衫和一条黑色的咔
叽裤子。这可难坏我的妈妈，当
时家里老少多，一家八口人仅靠
父亲、母亲挣的几个“工分”勉强
度日，一套衣服要七八元钱呢！
这可咋办？愁了一天的妈妈只得

将家里两只生蛋的老母鸡以及五六斤鸡蛋卖给
供销社，这才凑足我买演出服装的钱。那一天到
乡剧场演出的时候，我的心里像揣着一只兔子，
既紧张又兴奋，不但穿上了过年才穿的新衣服，
而且脸上还涂脂抹粉，心里美滋滋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童年中也都有熟
悉的歌声相伴。父辈们童年的歌声充满了凄苦
与渴望，而我们特别是与新中国同龄人，脑海里
萦绕着一些欢快、清纯和积极向上的儿歌和童
谣。
新中国初期，正是儿歌和童谣盛行的黄金

时代，有歌颂毛主席、共产党的，有赞美解放军
的，还有反映儿童生活的等。比如《小燕子》《拔
萝卜》《读书郎》等，这些儿歌朗朗上口，经久不
衰。可以说是影响几代人，至今听了仍让人为之
动情。
有一次，我们几个同龄人相聚一起，大家谈

天说地，评古论今，自然也少不了儿时的话题，
尤其是谈起童年的儿歌来，如数家珍。尽管大家
都已是拖儿带女，却还是忍不住唱起来。那优美
的旋律，动人的歌词，把大家带回那难忘的孩提
时代，给人返老还童的感觉。

儿时的歌声是令人陶醉的。即使再过十年、
二十年，还要不断地传唱下去。人到中年，童心
犹在，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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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当上帝把你作为礼物捧给我时，我就决定：要
把我无忧无虑的童年，送给你。

你的童年里没有写不完的字，没有做不完的题，不用
去上校外辅导班，更听不到父母的无端训斥。

你可以畅游在春天的风里，像鸟儿般自由飞翔。你可
以徜徉在夏天的草海中，去追逐一朵飘远的蒲公英。你可
以和你的小伙伴们，用秋天的雨水和起泥巴盖房子。当
然，你也可以要求爸爸妈妈，冒着冬天的严寒，陪你一起，
塑一尊童话里的尖鼻子雪人儿。

星星来了，又去了。在我不想让你长大的时候，你来
去的这片绿草地，却早已把你悄悄长大。

还记得遗落在树林里的那个苹果吗？还有放在河畔
大石头上的那个玩具。

可你的眼睛告诉我，与收获相比，那是多么的微不足
道啊。

日升月落无数，你童年的喜悦，挂在每一根睫毛上；
如露珠般清纯的笑，被太阳照耀成满世界的天真和无邪。

孩子，我说过，当上帝把你作为礼物捧给我时，我就
决定：要把我无忧无虑的童年，送给你。

把我的童年送给你
春水

丰收在望 王万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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