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窗子洞 
因为阳光雨露。绝壁，点缀着些苍绿。
岩石斑斓，如写意山水。
窗子洞前，懒龙河水哗哗东去。彝族

传说，阿妹阿哥相爱，恶霸从中作梗，有
情人不能成为眷属，阿哥殉情，化身为飞
奔的骏马，阿妹伏在马背上，伤心欲绝。
顿时，电闪雷鸣，一声惊雷过后，这对恋
人，便在此伫立千年。窗子洞，是阿妹愁
苦的眼。抬头，马首高昂，面对旭日的方
向，腾飞。阿妹美丽的眼眸，历经风雨雪
箭，目睹刀光剑影，在马背上方，俯看着
我们，目光深邃而忧伤。

涛涛河水撞击着两岸的岩石，不倔不
挠。在这震耳欲聋的声响中，我仿佛回到
了上个世纪中叶，两场战事，河谷上空，
硝烟弥漫，枪炮声回荡不绝。

在绝壁顶，在腰岩里，在对岸黄土坝
子里，那些防御工事，遮遮掩掩，稀稀拉
拉，勾心斗角。

交战双方，心都是热的，不是一般的
热，是狂热；眼都是红的，不是一般的红，

是血红。只有火药、兵器，那些步枪，机
关枪，小钢炮们，内心冰冷，喷吐着仇恨
的烈焰。子弹们鼓着一只只血红的眼，盯
着它同归于尽的对象，奋不顾身。

草把子一样倒下的，都是年轻鲜活的
生命；山溪水一样流淌的，都是激情奔涌
的热血！

如今，在腰岩废弃的防御工事里，一
身苍黄的山耗子，在岩缝里窜出窜进，留
下一些风干未风干的排泄物；指甲花、胭
脂花以及其他应当在农家小院生长的花草
们，在断墙乱石里，倔强地生长着，骄艳
地开放着。

我感觉到头晕目眩。
低下头，泪，长流成河…… 

官 寨 
上官寨下官寨这样的地名，如今只能

算个地名了，不管叫什么，它就只是个代
名词，就如同村人们把孩子取名阿猫阿狗
一样，在他们的心里，早已引发不起一点
点联想。

在官寨，早就没有官了。在官寨里居

住的，都是些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山民。
走进官寨，你能见到的，只有一些拥挤的
民房，还有夏天光着屁股的孩子——他们
有一个官方的名字：留守儿童！以及伺候
这些儿童的老爷爷老奶奶，当然，肯定还
有在竹林里瓜棚下趴着纳凉的鸡们、狗们。

必须细心地找寻，你才会发现，在村
民们拥挤的住房下，在趴着纳凉的动物们
的躯体旁，会有一块两块大大的方方正正
的石头，那上面细密的纹路，虽经风侵雨
蚀，仍足以看出当年石艺匠人做工的精细。

经过细心考证和认真推理，你会发现，
在这大山叠起的地方，曾经有两个天井几
进堂的富家大院。高大建筑依山而起，磅
礴气势，跃然而出。你可以想像，多少年
前，这里是如何的热闹非凡，如何的兴旺
发达！也许，它就是电影里的乔家大院亦
或大红灯笼高高挂起的地方 ?

只是，一切奢华，一切道场，在历史
的长河中，充其不过是一个节点而已，都
终须会成为过眼云烟。

但是，走进官寨，至今让人不能释怀

的，是这里成长的两个人物：一个是民主
先驱安健，一生追随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积劳成疾，不幸客死昆明；一个是抗战烈
士安时恭，上校团长，湖南战场，英勇捐
躯，魂归故乡！

一想到去年女儿的高考 , 内心就唏嘘
不已。那艰难的学习之路 , 那枯燥的文字 ,
那难懂的数理化 , 让女儿的理解能力得到
了挑战。我知道女儿已经拼尽了全力 , 依
旧没能取得属于她理想中的好成绩。本来
我们做家长的希望可以劝她报考大专 , 但
是要强的女儿却依旧希望能够为自己的青
春之梦再搏一次。

如果说高考让女儿用尽全力 , 复读的
日子 , 更是让女儿备受煎熬。再来一年的
高三学习不仅是考验女儿知识基础的提升
能力 , 也是考验女儿心态的好坏。我知道
要强的女儿此刻正在跟自己抗争着 , 她将
那些如何也学不懂的数理化 , 重新拾起来 ,
找寻到老师帮忙解惑答疑 , 的确是需要很
大勇气的。

复读的日子 , 是需要强大的自控力 ,
由于没有了学校的约束 , 因此无论学还是

玩 , 都已经没有人再监督了。而我虽然为
了照顾女儿已经做到无微不至 , 但是对于
学习还是帮助甚微 , 只能靠女儿自己的自
觉性了。

我本来希望女儿可以去全日制的学校
全面复习 , 但是女儿说自己需要找到适合
她的老师帮助她查漏补缺 , 于是自己找到
了一对一老师 , 跟着老师们一起补习她的
学习漏洞。女儿告诉我 , 她现在的知识点 ,
其实就像搭建的危楼 , 看似搭建完整了 ,
其实里面千疮百孔 , 是无法经受高考的考
验 , 所以去年女儿一上高考考场 , 就马上
让自己的知识大厦轰然倒塌。现实是无情
的 , 分数就是检验高中三年学习的标准 ,
女儿从悲伤无助 , 到毅然拿起书本选择复
读 , 我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 明白女儿的内
心跨越了多大的壕沟和深渊。但是作为母
亲 , 我希望全力帮助女儿 , 让她给自己的

未来再一次全力的拼搏和努力。女儿也说 :
青春是需要勇敢面对人生的挫折和失败 ,
摔倒了 , 就再爬起来 , 奋力向着终点努力
奔跑 , 这就是青春的力量 , 这就是不服输
的青春的激情和活力。

终于迎来了高考 , 学校的门口聚集的
家长顶着六月的烈日 , 忍受着骄阳的烘烤 ,
隐忍着内心的焦虑和期望 , 目送着学子们
走进考场 , 然后依旧不肯离开 , 躲进荫凉
处、树荫下、房檐下 , 天桥下 , 然后或一
人或多人坐在路牙上 , 站在阴凉处 , 一起
焦急地等待着。人群中间夹杂着电动车、
私家车 , 都静静地停靠在路边。

眼前依然有学生从出租车上急匆匆下
来 , 匆忙奔进考场。突然听到警笛声 , 回
头一看 , 一辆鸣笛的警用摩托车上跳下来
一名学生 , 对着交警叔叔鞠躬道谢 , 然后
跑进考场。

家长们的眼睛一直望着考场的大门 ,
内心涌动着纷繁的思绪 , 却不愿意表露出
来 , 生怕影响了自家孩子的情绪 , 希望孩
子可以从容应考 , 用优异的成绩回报三年
的辛苦付出 , 还有父母的爱和期望。

面对要强的女儿 , 我其实真的想说 :
人生只要努力过就好 , 不需要强求最终结
果 , 我们既要努力上进 , 也要坦然接受现
实。经历复读的日子 , 相信女儿会更加坚
强 , 人生的路需要自己去走 , 有坦途也有
荆棘丛生 , 只要女儿拥有不服输的精神 ,
相信未来无论进入怎样的大学 , 都会在女
儿的双脚下 , 踏出最美的生命风景。女儿 ,
一定要相信自己 , 用自己的努力交付青春
答卷 , 青春会在努力中开花结果。

临近端午，村民早已把自家承包的“水
花滥田”全插上了嫩油油的秧苗。夏风吹
来，“安家落户”的秧苗随风惬意地扭动
绿腰。阳光沐浴和雨露的滋润，株株秧苗
趁人不注意大胆地分蘖，无声无息传递着
“秧好一半谷”的信息。

望天落雨灌溉的“高塝田” 因雨水
姗姗来迟成了村民们的心病，农家要实现
满栽满插得指望老天尽快降雨。

芒种整田不坐水，夏至栽秧少一腿。
每年端午节前后，受西南暖湿气流影

响，形成高空槽和中低层切变线等天气系
统，从而引发大范围、连续性的暴雨天气，
故称“端午水”。

“早晨下雨当日晴，晚上下雨到天
明。”一夜的哗啦哗啦，躺在床上的村民
哪有心思睡觉？晨曦未露，他们就急忙为
耕牛准备饲料：在灶堂里把火烧燃，洗净
灶上大铁锅后放上适量水。用撮箕撮来头

年备存的干豆壳或瘪稻壳或当年的菜籽壳
放入锅里，再放入一定量的食盐及许多玉
米面，待锅底水开即翻煮至壳类饲料柔软
就起装。

庄家无牛空起早。过去农家人种庄家
必须饲养耕牛。雨一下得赶时间抢水打田，
过后只能望田兴叹。

天一亮，雨还在不停地下，端午水已
“涨”。主人匆匆忙忙扒了两碗饭便戴上
斗笠、身披蓑衣，肩上组合扛着犁、耙等
农具冒雨吆着吃得肚皮鼓鼓的耕牛往山上
赶。

春风与烈日相邀把“高塝田”弄得“呲
牙咧嘴”，村民早已在半山腰开凿的拦山
沟把端午水汩汩引进田里，那些裂缝难以
“吞”下急涌而来的拦山水，只能让其越
过田埂组成一幅幅精美且有声有色的山水
画。

一夜的降雨加之拦山沟的助力，导致

层层梯田“水漫金山”。有经验的村民知
道块块干田有水只是暂时的，一旦雨停就
水“走”田干。因此，在整理“高塝田”
时往往要从顶端那块开始。

村民把牛吆进田里，驾上犁田农具手
持鞭子便开始从田的前边开始来回犁，待
犁有米余宽后又换成踩耙反复弄碎硬邦邦
的泥块。泥块成浆后既能堵住裂缝，又能
方便敷上一层新的田埂。

村民通过犁、耙（踩耙），犁，打耙
等工序，把顶端的田弄成了一块蓄水田。

村民的吆喝，雨水的吟唱，青草丛中
青蛙的伴奏使仲夏的田野生机勃勃。村民
经过一天的辛苦劳作，从上至下将一块块
干田弄成了水汪汪的蓄水田。

“芒种不种，种来无用。”芒种时节，
村民把那一块块的“高塝田”经过传统的

“三犁三耙”后使“三跑”（土、肥、水）
变“三保”，随后便可插上稻苗。

铁哥田里唱得欢，眨眼功夫泥土翻。
弯角役牛惊诧异，暗服师弟象神仙。随着
国家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村民们使用役
牛耕作土地已成为历史，而今走进田野里
看到的是实用便捷的微耕机。现代化劳动
工具的使用既减小了劳动强度，又提高了
工效。

如今，端午水尚未“涨”，村民早已
用微耕机把“高塝田”的泥土“犁”得巴
巴适适。天一降雨，微耕机在田里一路欢
歌，很快，绿油油的稻苗便立于田间茁壮
成长。

不误农时，抢抓机遇。刨土为食的村
民，不管是过去使用役牛还是现在驾驭现
代化的农业机械，哗啦哗啦的端午水是他
们的期盼，也是他们丰收之歌的前奏曲！

昨天傍晚，再次接到老黄的电话，说
无论多晚，他和妻子都要请我吃顿饭，没
什么事，就单纯的感恩，盛情难却，便答
应他在单位附近吃个小火锅。

初识老黄，是 2015 年冬天，那时，
他还是一名水电工，因初建社区，老办公
楼的水电完善维护急需这样的技术工，因
老黄技术好，又随叫随到，便留下他的电
话号码以备急所用。每次修理完工，社区
便及时结账，我也会给他冲杯热茶问候一
下他的难处，闲谈中了解到他因被人误导，
投资失败，在 2015 年时欠外债 70 余万元，

感觉日子太苦世界太悲凉。我便鼓励他：
你有技术，又有不离不弃的妻子和几百平
米的自建房，在城郊生活，只要勤恳干活，
不违规加层建房，做个诚实的人，日子一
定会好起来的。

随着后来脱贫攻坚、疫情防控等工作
的繁忙，再加上又连续两次工作岗位调整，
我与社区和老黄的联系便逐渐变少，往事
也渐行渐远。没曾想，七年后的今天，老
黄会三番五次地相邀，且只为表达下谢意。

见面时，老黄与妻子都春风满面，对
我表达谢意：一是我每次给他们倒的热茶

让他和妻子很温暖，感觉世界还是有温情
的；二是我给予他们的政策解答，让他们
这样诚实的拆迁户享受到国家好政策，拆
迁房得到合理的补偿；三是这七年中，他
们不但还清外债，还在城区买了宽敞的电
梯房，并牵头组建了一个水电工队。如今
日子过好了，便想感谢曾经帮助过他们的
人，而我，也有幸成为他们要感恩的人。

听老黄和妻子倾诉这七年的奋斗史，
很为他们一家人高兴，他们与困难不屈不
挠的斗争精神也感染着我，当年基层工作
中微小的温暖与善举，在七年后的今天能

有这样喜人的成果，是我未曾想到过的，
这也坚定了我继续保持善良正义温暖的决
心和勇气。

“位卑未敢忘忧国”，播撒公平正义
的种子，释放社会正能量本就是党员干部
的职责与使命，未来，或许也会荆棘遍地，
或许也会困难重重，但我始终相信，只要
秉承热茶一杯的执政理念，温情地对待身
边的群众，如老黄般懂得感恩又实诚的平
凡人会越来越多……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又到
一年高考季，每到这个季节，我
的心情都是难以平静的，不敢相
信，距离 2002 年那年的高考，已
经走过了二十多年的春秋岁月。

2002 年 , 那个时代的我们生
活在农村，高考对我们意味着命
运的巨变，那个年代的我们被高
考的忙碌“折磨”得身心俱疲，
在农村父母的眼里高考就如鲤鱼
跃龙门一样的重要，十年寒窗，
只有奋力一搏，跃过去了，你就
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记得那时候高三的生活可以
用惨不忍睹来形容，那时候的农
家学子都在酝酿着一个美丽的高
考梦，背负着父母的叮咛嘱托和
老师的谆谆教导，在如山的书堆
里奋战着。每天有做不完的试卷，
背不完的单词。每个人都卯足了
劲儿，上厕所背着英语单词，刷
牙洗脸也会瞄一眼贴在墙上的知
识点，一边吃饭一边翻看历史书，
甚至于在去厕所的路上都是百米
冲刺的速度，就怕耽误一点时间。
那时候每个人都像上了发条的闹
钟，滴滴答答一秒接着一秒的奔
跑着，甚至到了为了减少上厕所
的次数而不喝水的地步。

我也像这些高考的学子一样，
上足了发条，一刻也不停歇的奔
跑着，努力着，看着教室后面高
考倒计时的牌子胆战心惊着。老
师的减压方法，学校的动员大会
都像小锤子一下一下砸紧我们绷
紧的神经。时间一分一秒再减少，
临近高考，才恍然发现自己的数
学卷子没有做完，一些英语单词

还没有背会，一些历史知识点没
有记牢……。最后无数个“我”
战战兢兢的走进了高考考场。而
真正坐在高考考场的那一刻，整
个人反而宁静沉淀下来，这三年
来的马不停蹄和惊心动魄恍如一
梦，在濡湿炎热的高考季节里烟
消云散。也许生活就是这样，在
迎接某个事物的过程中，你担心，
你害怕，你慌乱，你努力，你无助，
你烦躁，你渴望，可是当这件事
真正降临后你却变得宁静淡然了。

距离那年的高考已经过去将
近二十年了，和我经历了同一年
高考的同学们，如今已经为人父
母，他们有的游弋商海成为精英
骨干，有的耕耘校园为人师表，
有的投身军营保家卫国，而我，
也从一个青涩的大学生成长为一
个企业的小职员。

只是有时候我还会做关于高
考的梦，梦中的自己不是看不清
试卷上的题目，就是带的钢笔突
然没了墨水，再就是答题卡怎么
涂也涂不完……，这些印在脑海
里的高考梦境如一只只小爪子，
始终抓挠着我的内心，或许是因
为那年的高考给了我太多的压力，
太多的焦躁不安，也或许是那年
的高考让我懂得了很多，懂得了
如何迎接一个新事物的到来。

时光总是给人们留下很多值
得回忆的过往，留下反复回味的
勇气和愈加深刻的理解。如今，
我还在社会这个大考场上拼搏着，
只是少了焦躁，少了慌乱，多了
宁静，多了淡然。

在家乡，人们有“端午”出
游的习俗，这一习俗被称为“游
百病”。

“游百病”又称“走百病”，
是一项通过游览散步消除百病的
强身健体运动。“端午”节这天，
人们放下农活，扶老携幼上山游
玩，直至日落西山才尽兴而归。
晚上，将从山上带回的花草树叶
用水煮开后洗澡，确保一年到头
身体健康毫无疾病。

游百病，首选地势宽敞、风
景优美的地方。

家乡北面是连绵起伏的群山，
主峰“老鸦山”是六枝特区境内
有名的山峰，山上树木郁郁葱葱，
翠色欲流，景色秀丽。林间杂草
丛生，有随季节成熟的各种果实、
“猛猛”，既是人们放松心情、
消除疲劳的最佳去处，又是采摘
果实、“猛猛”的好地方，是“游
百病”的理想之地。

“端午”节早晨，人们吃过
早饭，手提竹篮，邀上亲朋好友
一同前往老鸦山“游百病”。

从故乡村寨向北出发，走过
600 多米石板路，便踏上了通向
老鸦山的山路。山路两旁，绿油
油的庄稼地里，禾苗随风起舞；
地坎边，高大的树枝上树叶随风
摇曳，沙沙作响，小鸟成群结队
来往穿梭，叽叽喳喳……好一派
田园风光……一阵山风袭来，顿
觉一股淡淡的芳香扑鼻而来，沁
入心扉。乍一看，地坎上、小溪边，
一种外形酷似草莓、果肉白色、
外带淡红斑点的“猛猛”映入眼帘。
这种“猛猛”人称“白猛”。

“白猛”，多年生草本植物，
果实、根和茎叶都是宝。根和茎
叶有清热解毒、续筋接骨和治疗
风热咳嗽的作用，外用还有治疗
毒蛇咬伤、烫伤、腰椎结核、骨
折之功效。其果实味道香甜可口，
食用后回味无穷……这是大自然
给予人类的恩赐。

行走在崎岖的山路上，树林
越来越密，大伙你追我赶，边采
摘“白猛”边向老鸦山进发，不
知不觉走过两里多路。

到达老鸦山半腰，树林遮挡
了视线，阳光透过茂密的树枝缝
隙， 洒 在 地 面 上， 山 风 袭 来，
19℃的夏天令人心旷神怡……看
着草地上密密麻麻的“白猛”，
大伙慌不择路，渐渐地，竹篮里
的白猛越装越多……就在大伙沉

浸在采摘白猛的兴奋中时，只听
一首“今天恰逢端午节，特意来
到此山玩，无意之中遇到妹，开
心胜似过大年”悠扬的歌声传来。
这是情窦初开的少男们随意抛出
的一首求爱山歌，没想到，歌声
刚落，竟传来了“五月里来端午节，
小妹出门到处玩，来到山上遇到
哥，唱歌玩耍情谊绵”的回应……
一场山歌对唱拉开序幕……循声
望去，歌场周围聚集了很多凑热
闹的“游百病”之人……渐渐地，
对歌人由两人变成多人，由一个
山头分散到几个山头，唱到动情
处，有的双双牵手，一对鸳鸯从
此结成……

看着牵手者远去的背影，一
种难以表达的心情油然而生……
接下来，自由活动开始了，嗜好
相同者三三两两凑在一起，有的
走近大树，折几根树枝垫在树脚
坐 下， 看 鸟 戏 树 梢、 听 蝉 鸣 林
间……有的躺在草地上互谈家事、
国事、天下事……此时，梦随思
飘逸，飘到开心处，一阵捧腹大笑。
连日来的疲劳和烦恼在笑声中消
散。

游了、玩了、吃了……人们
挑选好喜欢的花草树叶，摘几束
带上踏上归途。

“林草兴则生态兴，生态兴
则文明兴。”在生态环境保护发
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的今天，故乡村寨周围的小山上、
公路边，到处滋生出一蓬蓬生命
力极强的“栽秧猛”、“蚕猛”、“鸡
屎猛”、“黄猛”……栽秧季节，
各种“猛猛”满山满坝，载客游
览的车辆随处可见。“游百病”
的时间已不仅仅局限在“端午”节，
内容也随之越来越丰富……虽然

“栽秧猛”、“蚕猛”、“鸡屎猛”、
“黄猛”均生长在草木丛生的地方，
更有茎上的刺保护，人们采摘时
稍不留神，就会落得个扯坏衣服、
刺伤身体的下场，但还是阻挡不
了一饱口福的欲望……

眼看“游百病”场面一年大
过一年，当地党委政府瞄准了乡
村特色游、山地游等发展目标，
制定了远景规划，决定开发老鸦
山，建设集乡村特色游、山地季
节游为一体的旅游胜地。

“好风凭借力，扬帆正当时。”
随着乡村振兴的不断推进，老鸦
山定能承载着周围村寨的父老乡
亲走向幸福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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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回乡下老家，看见院墙边的那架
丝瓜棚，爬满青青的藤和叶，浓荫覆盖，
透出阵阵清凉。一朵朵盛开的喇叭形状的
花恣情展露，长长短短的丝瓜结了一根又
一根，从瓦墙上斜斜地垂下，头上还顶着
未老的小黄花，不时有蜂蝶在花朵上翩跹，
或在枝叶间盘旋，真是可爱！让人不由得
想起宋代杜北山的《咏丝瓜》诗：“寂寥
篱户入泉声，不见山容亦自清。数日雨晴
秋草长，丝瓜沿上瓦墙生。”

透过瓜架枝叶间的缝隙，阳光斑斑驳
驳地散落在地面上，闪烁着细碎的银光，
饱含着诗情画意。我搬了把竹椅坐到棚架
下纳凉，泡一壶茶，捧一本书，或与家人
闲谈。一阵长长的风吹来，一簇一簇摇曳
的绿波涌动盎然，发出“沙沙”的声响，
黄花灿灿笑逐颜开，被风摇动垂挂下来碧
如翡翠的条条丝瓜，散发出一股清幽的草
本气息，令人心旷神怡，思绪飘逸，心也
鲜活了许多。

《本草纲目》载：“丝瓜，唐宋以前
无闻，今南北皆有之，以为常蔬。”记得
儿时的夏天，丝瓜是餐桌上常见的蔬菜。
家家户户的庭院草垛旁，都可以看见它的
身姿，我家也不例外。每年清明前后，母
亲都会在屋檐下栽几棵丝瓜，不多久就钻
出了嫩嫩的幼苗，幼苗渐渐长高，吐须抽
蔓。这时，母亲就找来几根竹竿和稻草绳
搭个架子立在一旁。那葳蕤着的茎蔓顺势
缠绕而上，扭动婆娑的腰肢不断地向四处
蔓延，硕大的叶子抖擞的生长，密密匝匝，
油光锃亮，不经意间，就撑起了一张绿意
的凉棚，遮挡了阳光，撒下一片如水的清
凉。

每天清晨还躺在床上，就被阵阵清脆
的鸟鸣声吵醒，睁开眼，透过床边的窗户
望去，沐浴在晨曦中的那些金灿灿的丝瓜
花正俏皮地张着小嘴，欢快地吮吸着生命
的浆汁，微风吹过仿佛就要飞舞起来，朵
朵之间像赶趟儿似的，开得那样光鲜夺目，

淡淡的清香在空气里飘散开来，丝丝缕缕，
把农家的小日子熏染得分外宁谧和温馨。
母亲也总会在这样的早晨去采摘下还带着
露水的新鲜丝瓜，给我们做丝瓜汤喝。全
家人围坐在丝瓜棚下，碗筷交错，真是其
乐融融。

丝瓜色泽碧绿，瓜肉柔滑鲜香，爽口
不腻，可烹可炒，荤素皆宜。天热的时候，
吃上一盘用丝瓜做成的菜肴总给人一种清
爽的感觉，似乎暑气也随之消退。的确，
丝瓜性凉味甘，具有清热泻火、解暑防燥、
醒脾开胃等功效。用丝瓜做汤极其简单：
将丝瓜去皮洗净、切片，加块豆腐或两个
鸡蛋放在一起炖煮即可。清雅的汤汁里，
漂浮着碧嫩嫩的丝瓜和黄灿灿的蛋花，或
有雪白的豆腐点缀，缓缓入口，滋味清鲜
醇美，怎么吃也吃不腻。有时为了换口味，
母亲也会把丝瓜与蒜瓣、红辣椒一起爆炒，
出锅后，红的、白的、绿的交相辉映，未
尝其味，色已夺人，那鲜美的滋味让人难

忘。
丝瓜的花期较长，从盛夏开到深秋，

不停地开花，不停地结瓜，层出不穷，源
源不竭，农家的饭桌上，丝瓜经久飘香。
而更让我无比敬佩的，是丝瓜蓬勃旺盛的
生命力，无论环境多恶劣，它都能随遇而
安，并且活得很坚韧，活得很自在。如果
丝瓜藤蔓爬过了围墙，在墙那边开花结果，
邻居们就隔着墙喊：“丝瓜该摘了，再不
摘就老了呀。”母亲也在这边喊： “她
李婶，趁鲜嫩着，你只管摘去吃吧。”母
亲还会适时摘下嫩嫩的丝瓜送给左邻右
舍，邻人无不欣喜感激，小院里时时飘荡
出欢声笑语。

第二天回城前，母亲要我带一些刚摘
下来的鲜嫩的丝瓜。我说太麻烦，城里菜
市场多的是。母亲微笑着：“我知道，但
这是我自己种的，带回去尝尝鲜。”看着
我顺从地接下了，笑意在她的眼角荡漾着
幸福，双眸流露的尽是欣慰与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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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梦高考 , 交付青春答卷

端午水

一杯热茶的“恩情”

我的高考情怀

游百病

丝瓜沿上瓦墙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