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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臧克家曾在他的诗中这样写

道：“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

死了，他还活着。”

光阴荏苒，岁月流逝。在新时代

通往幸福小康的路上，有一个人，他虽

然早已离开了我们，但一直活在人们

心中，而且永远年轻，他就是——雷

锋。

雷锋是一个时代的符号，是各族

人民心中的名字。然而，在我们周围

有少数人对雷锋精神淡薄视之，认为

雷锋精神过时了。

雷锋精神真的过时了吗？答案是

否定的。在价值观念多元化的今天，

雷锋精神是扶贫助弱、舍己为人，是一

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是一种信仰的

追求，一种大美的力量。

雷锋，用自己短暂却精彩的一生

感动了一个时代，他用热血和忠诚让

雷锋这个名字响彻神州大地。而雷锋

精神就是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

的为人民服务之中，是中华民族传统

美德与新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活着

就是为了使别人过得更好，就是做一

个对人民有用的人。就在这个春天，

人们用行动仍在自己的岗位上续写雷

锋精神的风采，书写自己的美丽人

生。

今天的中国在风风雨雨、历尽沧

桑、蓬勃发展中强大起来，涌现出许许

多多像雷锋一样的楷模。他们始终以

其最鲜明、最平实、最感人的形象站在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前面，是不忘

初心的追梦人。

习近平总书记说：“雷锋精神，人

人可学，奉献爱心，处处可为。”雷锋的

一生平凡而伟大，雷锋精神是一块铸

就于心中永恒的丰碑。从雷锋的身

上，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我们几乎无

法改变人生的长度，却完全可以自主

拓展人生的宽度，让人生之路更加宽

阔、更加丰厚、更有价值、更有乐趣。

雷锋精神告诉我们，只要心中有

榜样，有信仰，是可以沿着榜样的足迹

前行，也能像榜样那样传递正能量。

信仰是人的一种精神追求和心灵境

界。榜样是一面闪光的镜子，是助推

我们前进的动力。一个人胸怀理想，

心有榜样，应该成为每个人最鲜明的

底色，唯此才能让自己更有精气神。

今天，我们学习雷锋，并非因为时

代的变迁而成为“过去时”。雷锋，这

个熟悉而温暖的名字，始终呼唤着中

国人的热情，依然展现着时代的魅

力。我们呼唤雷锋精神，是因为在我

们的内心深处拥有那份高尚的情怀。

我们传承雷锋精神，是因为雷锋精神

在人们的心中永远不过时。

让雷锋精神始终激励我们实现伟

大的“中国梦”，让我们用自己的行动

作出爱的诠释和真诚的回答！

雷锋精神薪火相传
■ 綦遇

又是一年植树节。清晨，我随

一群志愿者来到新盛镇气田村参

加植树活动。由于大家积极，到达

目的地时才8点过，离活动开始还

有整整 1 个小时呢。与队友几句

寒暄之后，我便忍不住在村里四处

溜达。不远的高处，一位老人背着

手站在路边，正不时地朝我们张

望，眼神里写满了疑惑。

“您住这里吧？”我径直朝老人

走去，问道。“嗯，你们是要搞啥活

动吗，楞个多人？”老人也不见外，

答了又问。“植树……”我停下来，

和老人聊着，话题一会儿就转出了

植树事宜。

老人姓杨，气田村 1 组人，快

满70岁了，儿子在西安打工，在那

边认识了现在的儿媳，生下了孙

子，现在在綦江城里买了房。由于

老母生病，他在农村照顾母亲 10

多年，期间眼睛不好，没能好好休

养，落下了眼疾，远处的事物看不

太清。几年前，老母病故，之后他

出过一次远门，那是儿子和儿媳接

他去西安耍。也是那一次，他第一

次坐上了飞机。

“儿媳妇好。”老人毫不掩饰地

将儿子对他的好归功于儿媳，理由

是他也见过有些年轻的对老的不

太好，但儿子和儿媳对他孝顺。“儿

子说，爸爸，我就是要带你出来看

看，看哈外面是啷个样子。”老人喋

喋不休地说，那一次，儿子和儿媳

耽误了好几天工，专门陪他耍，他

们一起去看了各种动物，去逛了公

园……我耐心地听着，并不时附

和。

“哎，那边的天气比重庆干燥，

我跟儿子说，要回来。”“好不容易

出了远门，可以多跟孩子耍几天

啊。”“不不，儿子也是打工，我去耍

就已经耽搁他们几天了，各人也要

自觉噻。”那一刻，我分明看到老人

的眼里噙了泪花，但一会儿就转开

了，随后他哈哈地笑着说，“孙子

说，不许我抽烟，抽烟要罚款，哈哈

……”

“儿子常打电话回来，那天还

说他要回来，我说，回来嘛，我给你

推豆花。”老人讲，他腰腿疼痛，眼

看着家里的土地无人耕种，自己很

想种却奈何不了，去城里住又不习

惯，在农村和老伴还能养点鸡鸭，

种点吃的蔬菜。只是现在农村真

的人太少，“我们这一片可能也就

一席多人了。”

“你这人倒是合适，愿意听我

说，一般人来很少和我们这么聊。”

老人突然不好意思起来，变得有些

客气。我告诉他，我也是农村人，

也和土地打过交道，还因为挖土手

掌起过水泡，乐得老人伸出自己的

手掌，晒着连岁月也未能剥洗的老

茧。

时间过得很快，前来参加植树

的志愿者陆陆续续都来齐了。我

赶紧向老人道别，便哒哒地跑下山

坡。再一回望，老人还是站在原

地，只是他孤单的身影后面，又多

了两三老人……

谁与春天同在，谁

在美中徜徉？在民间艺

术的园地里，你是一朵

悄然绽放的小花，纯净、

素雅，散发着醉人的馨

香。

越是民间的，就越

有生命力。数百年来，

你深深扎根于綦江大

地。山水、花草、乡风、

民俗……原生态风物，

是你不竭的营养。

你贴近生活，贴近

群众，散发着自然清新

的泥土芬芳；你兼收并

蓄，意趣盎然，闪耀着绚

丽多彩的艺术光芒。

你古朴稚拙，又明快亮丽；你遵循传统，又

开拓创新。笔到情到，一根根线条勾勒神韵；

浓墨淡彩，一幅幅画作渲染梦想。

心在哪里眷恋，情感就在哪里丰盈。凝视

那些匠心独运的版画，我尽情放飞思绪，展开

不羁的想象……

却见依稀之中，我走进了一幅画里——

云，飘忽；山，挺拔；路，悠远。沿着开满山花的

小径，我回到了魂牵梦萦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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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走村庄，即使光阴将那些纯真

的记忆推远，也淡漠不了我对故乡的

依恋。穿梭于城市的边缘，车水马龙、

灯红酒绿都倾情进入了文字的世界。

每当夜晚归于宁静，整理那些似曾相

识而又缥缈的真情实感时，村庄的那

些花香，那些珍珠般的情谊，那些细致

的关怀，又纷纷在心底掀起了波澜。

和煦的春风吹来，故乡那知名的

和不知名的花开遍院落阡陌，开满沟

壑田垄，花团锦簇，姹紫嫣红。花朵以

美的姿态、艳的色彩填满了我思维的

所有空间，让人顿然浮想联翩。乡村

野花不以芳香动人，始终固守一份质

朴，一份淡雅，不甘沦落于争奇斗艳的

庸俗之境，无论遭遇自然无情的侵袭

还是人类亲切的探访，都呈现出宿命

似的接纳，没有悲喜的跌宕，将特有的

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春意阑珊，纵

然花朵凋零，然而芳香犹存，感受安静

而丰富的想象，任春风掠过心动的每

一寸地方。等待与凝望，只为生命的

怒放，恬淡与真实的过往都见证着花

的生命。阅过花朵的美丽，穿过花朵

的温柔，只想在心底驻留她所有的芳

香。

故乡，耕牛由放养改成了圈养，锈

迹斑斑的锄头寂寞成村庄的忧伤，牧

童牛笛仿佛一夜之间成了绝响。牛铃

依旧，总觉少了往昔的悦耳与悠扬，偶

尔传来的几声犬吠，算是给这个死寂

的世界敲敲门提个醒：在这个村庄里，

我们还活着。即便如此，我心向往的

依然是我的故乡，纵然只留下残垣断

壁，也甘愿在角落里孤寂缠绵的去品

味那淡淡的美丽和忧伤，毕竟村庄记

载着我的过往，承载着我的童年时

光。大地的情怀，古朴的民风，曾经的

邻居，昔日的生活，往昔的情味，止不

住让我对故乡和村庄一遍又一遍的怀

想……

熬过日子，总有一些人需要你慢

慢淡忘，也总有一些人值得你细细品

读。阅读祖父的人生，读出的是处世

的从容；阅读祖母的人生，读出的是生

活的细腻；而阅读伯父的人生，读出的

是世情的沧桑。睹物思人，故土敞开

胸膛，容纳他们灵魂的安放。每当翻

看伯父的生前旧照，就特别想家，想看

看伯父的坟头是否被荒草掩埋，通往

坟头的那条羊肠小路是否依然存在。

我总是想按照自己的信念活成自己的

模样，生命中该珍惜的，我总会好好珍

惜，该放弃的，我绝不留恋，就像风的

执着，为捕捉云的踪迹，不怕山高路

远。

尘嚣已然远去，然而花谢香犹在，

缭绕的花香陪伴着我穿越时空的界

限，在清新淡远的氛围里温柔地滋长

着我的普通和平凡，真诚而谦卑，成为

心中守望的永远。

花谢香犹在
■ 韩慧彬

春的心思在雪舞时酝酿

以一支笔的姿势

开始勾画

思念由白色转成绿色

真实成一笺浪漫

消瘦的冷风渐去

一抹鹅黄浅笑

暖，在眉间流向心间

于是，一叶小舟停泊雨巷

一把油纸伞在雨中绽放

绽放的还有你的微笑

与我的才情并促

在文字铺开的花园

牵住你的手，一生温情

摒弃，任性的挥霍

握紧素笔，将灵魂的产物

施肥，播种

锁不住的章节

渐次地破土而出

春天的心思
■ 潘克俭

胜日春光漫山丘，

杏花谢过桃花秀。

东风再遣昌黎至，

又卷李雪落枝头。

春光花事
■ 山里妞

那一年，田野

开满了油菜花

我们在花海里追逐

一阵花雨过后

我便找不到你了

如今

我已想不起当年

你的俏模样

但我的三月

总金色一片

故乡的油菜花
■ 袁洪章

山村闲话
■ 依然

春满
农家

■ 程娟

报春 ■ 吴先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