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拼盘

◎◎往事情怀前面的话
每年总有那么一天，童年的画面比任何时候都生动清

晰。你是否回想起童年的你？这个六一，小编与你重拾童
心，重回童年，保持童心未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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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慨人生

稀里糊涂的
童年时光

敞开你的一扇门哪

世界离你还那样远吗

钟儿嘀嗒，流浪飞沙

真的把颗童心带走了吗

无止浪迹，海角天涯

不忍断的根，不忍忘的家

时光如梭，路而蹉跎

回首旷野又铺上繁花

一声呼唤儿时的伙伴

梦已离开，一切又回来

一声呼唤儿时的伙伴

云儿散开，笑容又回来

我的伙伴呀

你还是那么的可爱……

每次听孙悦的《伙伴》，就会

想到我的那些小伙伴，我说的是

真正意义上的小伙伴，不是网络

上流行那个的小伙伴。其实，就

是发小嘛，就是光屁股一起长大

的，而且要一直陪伴到现在的，

即便见面很少，但心里一直惦记

的。

我是属于没长大就老了的

那种，尤其是一见到她，更是感

慨，我们就像彼此的镜子，照出

了时间的残酷，可有些东西依然

没变，也许一辈子都不会变。比

如，我俩都有精瘦精瘦的小胳

膊，盈盈一握，肚子上的肉永远

不会善解人意地位移到正确的

位置上，奔五了还像个发育不良

的小屁孩儿；再比如，我俩称呼

对方都是小时侯的名字，叫学名

会稍稍有点不自在；还有，我们

在一起时的语境，似乎能够瞬间

穿越，回到上个世纪那个年代和

那个机关大院，那些背景人物以

及那些窜天杨都复活了；那些寂

寞的午后，知了在唱歌猫咪在打

盹，我们爬在小方桌上赶暑假作

业……遥远而又清晰，全部因着

她的出现，一点一点复原。是的，

她，是我童年记忆的一个快捷

键。

好像，人之初我就认识她，如

果一直追溯，追溯到我记的起点，

她就已经在那儿了———她个头比

我高、脾气比我好，名字里有4个

字，生日是一个全国人民共同的

节日，最叫人羡恨交加的是，没见

她用功学习，成绩却总是在我前

面，从小学一年级开始……

有一年放寒假，爸带我去北

京过年，回来那天早上，天阴的

瓷实，下着大雪。快到院门口，一

个小小的身影孤伶伶地出现雪

地里，对，是她！据我妈说，她三

天两头来我家瞄瞄，问啥时候我

回来。算算日子，今天早晨我到，

于是，她就站在大院门口，站在

大雪地里，■着等着……那时候

太小了，大约六七岁，当时只觉

得心里热乎乎的，不知道那叫感

动，毫无企图的感动，但是那个

画面却定格在我心里，偶尔还会

想起来。

风可以吹走一张纸，却吹不

走一只蝴蝶。那时候，大院里，同

龄孩子也有，但最终成为过客，

走了就不再回来，只有她，从幼

儿园到小学，从小学到大学，从

恋爱到结婚，从青涩到成熟……

我们互相见证，彼此分享，心理

距离没走远。世界一天变一个样

儿，都在我们不知道的时间里。

小时候，40多年是一个多么巨大

的数字，遥远得无从想像，我曾

经以为日子多的过不完，未来是

完全不一样的。现在，我呆在曾

经的未来里，没发现我们有什么

真正的变化，或胖或瘦或皱纹滋

生或精力不济……除了这些外

在表象。而我们在一起时，吃的

烤馒头烤土豆，看的《大西洋底

来的人》《铁臂阿童木》，种的蓖

麻和玩儿的嘎儿，还有一起听的

“小喇叭开始广播了”……却异

常真实。

有一天心血来潮，给她寄了

张明信片，没留我的姓名和地

址，写了几句话，有点小肉麻，大

致的意思是：在我来到尘世间，

准备认识世界认识人类的时候，

你是我的第一个朋友，最原生态

的朋友……所以，无论见或不

见，我都在这里，真心实意地祝

福你！是的，虽然，我们同在一座

城里，却很少联系，她总是忙，忙

工作忙开会忙出差忙孩子忙家

庭……所以，我就瞎写了这些文

字，希望她能看到，给我一个回

应；又希望她不要看到，岁月是浓

的化不开的酒，我这轻轻浅浅的

几笔，如何能够承载？文/晓 禾

◎◎云淡风轻

假如回到童年
周末，儿子和几个小朋友又

去游乐场玩了半天才回来，我很

生气，数落起他的贪玩来。这时，

儿子忽然叹气说：“老妈，你就不

知道爱玩是小孩子的天性吗？难

道你小时候就不贪玩吗？”嘁，这

孩子。于是，再三反思之后，我便

把一封写给童年的忏悔书递给

了儿子。

“……假如回到童年，我绝

不再视母亲“好好学习”的叮嘱

于不顾，和小伙伴去村头的小河

边摸鱼捉虾、挖泥，去校园后的

果园里追蜂蝶、折花束，去村后

王婶瓜地里偷西瓜、摘葡萄；不

再和小伙伴去已故张大爷的危

房里翻跟头、捉迷藏；不再因一

块香橡皮、几块糖果和姐弟争得

面红耳赤；不再和小伙伴们在下

雨天嬉闹奔跑、玩泥巴直到天

黑，让母亲满村子寻觅喊叫才肯

回家吃饭……这流水一样被自

己挥霍的童年时光，至今历历在

目。为此，我没少惹母亲生气，假

如能回到童年，定会做个懂事的

乖孩子。

假如能回到童年，我一定做

个听话的小学生。不再在老师讲

课的时候折纸飞机、看连环画

册、吃零食或与身边的小同学用

书遮挡着脸说悄悄话；不再以母

亲做饭晚或奶奶病了为借口而

上课迟到、早退；不再抄袭他人

的作业来欺骗老师期盼家长从

而也欺骗自己。记得当年老师曾

对我父母说过这样一句话：“假

如你孩子学习上能再勤奋再踏

实一点，成绩一定是班里数一数

二的。”假如能回到过去，我一定

让“假如”变成现实。

假如回到童年，在外面受了

委屈之后，我不会再歇斯底里地

向父母哭诉；不再因别人一句无

心的赞美而乐得找不到东西南

北；我不会再把鞋子当小船，还

开心地看它被小溪水冲走；我不

会再光着小脚丫在雪地上堆雪

人、掷雪球、打雪仗，为此把双脚

冻伤。

假如回到童年，我不会再像

以往那么鲁莽了。爬树摘桃子时

被摔伤的手臂上，至今还留有一

道浅浅的疤痕；去冰河上玩耍时

险些掉进冰窟窿，事后把母亲吓

陪留守儿童过六一
那天，我刚进家门，十岁的儿

子怀里抱着一辆遥控赛车就迎了

上来。“妈妈，这是爸爸给我快递

来的节日礼物。明天是六一儿童

节，妈妈会给我什么礼物呢？”

我是一位小学老师，爱人异

地上班，一个月才能回家一次。

平日里我既要上班，又要独自照

顾儿子，记忆中，我已经很久没

有陪他一起出去玩了。想到这

儿，我有些内疚，忍不住对儿子

说：“豪豪，对不起，妈妈陪你的

时间太少了。六一那天，妈妈陪

你出去玩一天，你看怎么样？”儿

子一听，立即欢呼起来。

我正要征求他去哪儿玩时，

儿子忽然沉默了。他似乎想起了

什么，低着头，幽幽地说：“妈妈，

我们班上的张晓雨好可怜呀！他

爸爸妈妈都出去打工了，他跟着

他爷爷奶奶过。”我的眼前浮现

出一个满脸凄楚的小男孩儿，他

的身后跟着他年迈的爷爷奶奶

……我的心一片濡湿，为了那个

小男孩，也为了我善良的儿子。

我们这个小城位置偏僻，大

型企业不多，外出打工人员不

少，有一大批留守儿童。我们常

说“金色的童年”，无疑，童年应

该充满了欢声笑语。可是，没有

父母在身边陪伴呵护的儿童，他

们的童年一定少了许多的欢乐

和笑声，多了几许的期盼和泪

水。我们无法阻止他们的父母丢

下他们出去打工，但我们至少可

以力所能及地做一些我们能够

做到的。

下午，我把我的想法说给校

长听，校长略一思忖，为难地说：

“李老师，你的提议很好。只是，

带着这些留守儿童去郊外爬山。

你一个人能照顾过来吗？”岂料，

美味六一
对于孩子们来说，过节的意

义，大多在于美食。

我那个年代的人，尤其如

此。平日里，对于美食，难得一

尝；唯有过年过节，才能一尝所

愿。儿童节，就是这么一个令孩

子们期盼的日子。

在这一天，各家各户，炊烟

袅袅，香气弥漫，当然少不了美

味可口的黄鳝。

六一那天，上午到学校里参

加活动，下午放假。回家后，小伙

伴们便相约，一起去捕黄鳝。

黄鳝特别滑溜，我们便编一

个竹笼子，胳膊粗细，一头窄，一

头宽。窄的那头，是密封的，串上

黄鳝最喜欢的蚯蚓。贪嘴的黄鳝

从开口的宽口钻进去后，因为不

能逆游，被困在竹笼中。这么一

来，抓黄鳝就变得轻松了。

提着一篮子的黄鳝，回到家

里，迎接我们的，是大人们灿烂的笑

容。黄鳝，因其肉质肥美，营养丰富，

不管是蒸还是炖，都是绝佳的美味。

和黄鳝搭配的另一种香，则

是“饭”香。

儿童节这天，大人们往往会

破例，为孩子们做一顿拐磨子饭。

说是破例，是因为平日里，大人们

忙得很。拐磨子饭，虽美味，却繁

琐。于是，一定要到重要的日子，

孩子们才能尝到拐磨子饭。

做拐磨子饭特别琐碎。头一

晚，就得开始泡黄豆。到了隔天

一大早，将黄豆倒进石磨，随着

石磨的缓缓转动，豆浆慢慢流进

了铁锅中，再加入洗净的小米，

一股豆香顿时弥漫开来。接着，

就是把洗好的笨槐叶，倒进煮沸

的锅中焖一会儿，喷香的拐磨子

饭就这样可以出锅了。

其实，拐磨子饭并非“饭”，而

是一种介于汤和粥之间的小吃，

又被称之为“菜豆腐”。因食材多

样，层次丰富，而且米香和豆香融

合在一起，还有着树叶的清香。一

揭开锅盖，香气席卷而来，连最挑

剔的味蕾都会被彻底征服。

简单的年代，人心也特别知

足。黄鳝和拐磨子饭，就让那会儿的

六一，充满了乐趣和感恩。而这，似

乎是如今的孩子，难以体会到的。

鳝香与饭香，代表的不仅是

美味，更是那段知足常乐的时

光。在这样童年中，不需要为了

赢在起跑线上而奋力追赶，也没

有攀比与压力，所需要的只是一

颗纯真的童心。 文/郭华悦

得满眼含泪；抱猫咪睡觉时被它

抓破皮肤是常有的事，而且那时

竟不知何谓狂犬疫苗，假如再回

到童年，我真的不敢如此不知天

高地厚了……”

看到这儿，儿子乐了：“哦，

假如这样，恐怕现在你就不是我

的妈妈了！”

哈哈，这下我无语了。

文/史久爱

校长的话音刚落，办公室里的其

他几个老师几乎异口同声地说，

我们一起去吧。

这在我们学校是史无前例

的。在征求留守儿童的意见时，除

两名留守儿童身体不适之外，我

们一共收到了全校71名留守儿童

的愿望———希望老师陪他们过六

一。甚至，有些不是留守儿童的学

生也想跟着我们一起去。

第二天，出乎我们的意料，

竟然来了100多个学生，还增加

了四位家长。我们一行人浩浩荡

荡先去了郊外的小河边，孩子们

洗了脸，我们稍作休息之后，又

去爬山……大家你追我赶，嘻嘻

哈哈的笑声感染了林中的鸟儿，

也跟着唱起了婉转动听的歌儿。

孩子们欢快的笑声让我感到

由衷地欣慰！我决定：来年，我还

要陪留守儿童过六一。文/李爱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