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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

幽谷琴声载雾，

一曲红尘天妒。

甘泉伴清音，

引来白鸽起舞。

漫步，漫步，

圆梦神州相顾。

美酒配美食，鲜花映笑脸，这是

个告别派对。同事要离职了，大家聚

集一桌，欢送并祝福他。

菜品丰富，一共七道，包括生鱼

片、烧牛肉等高档菜肴。精致的木船

盘，盛满缤纷的鲜果，仿佛在说你我

曾同舟共济。心形蛋糕上，用巧克力

酱写着“感谢你的辛苦工作”。同事

们纷纷举杯，吐露心声：“很幸运与你

共事！”“祝你下一份工作顺利！”

醉脸微醺时，他在鼓掌声中接过

写着小卡片的鲜花，心满意足地回

家，同事预约的出租车，为他拉开了

车门，最后的挥手和真诚微笑，定格

在美好的记忆中。

做得非常到位，就像每个人心里

所期待的，是不是？

可惜这只是日本某餐馆近期推

出的“一个人的告别派对”业务，专门

针对不能与同事融洽相处的边缘人

群。“同事”都是餐厅服务生扮的，事

先经过了周密调查和设计，比如事主

曾暗恋同事中一位紧身裙短发女士，

便有一位同款“同事”出现在告别宴

上，可谓精心。

只是总觉得，温馨服务中带有一

丝酸楚，它来自人际的疏离。

什么都能提供周到服务，这就是

日本，难怪有人说在日本很难有新创

意，因为所有边边角角的需求都早已

被想到。

埋藏心底最深的、无处诉说的失

恋故事，该向谁倾诉？

答案是，理发师。

讲一个失恋故事，可享受一次免

费理发服务，这是位于日本东京的一

家发廊新推出的业务。

这家发廊为此设计了一张海报，

海报上写着五个日文汉字“失恋美容

室”，其中“恋”字的“心”，中间一点设

计成一颗裂成两半的心，“容”字的

“口”里印着英文小字“HEART-

BREAK.DISCOUNT”，意思是“心碎

的折扣”。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在理发店里

最常见的景象，女顾客跟发型师絮絮

叨叨从头说到底，而帅帅的发型师面

带微笑耐心倾听。这个职业本身就

是可以让顾客以身心相交的人，发型

师的工作，就是让你看着自己在镜子

里一点一点变得漂亮，尤其是对于女

顾客，他们总是言语温软投你所好。

难怪有人说，理发师都很会撩。

所以对理发师说出伤心往事再

合适不过了。他会一边听你讲述失

恋经历，一边为你打理头发，修剪去

煞风景的烦恼丝。故事讲完，从镜子

里看到焕然一新的自己，失恋带来的

忧伤或许能减轻一些，出门，你将重

新开始。

童年时，家是父母的一声呼唤!

曾经欢乐的童年是最喧闹的、肆无

忌惮的。那时候我们住在汾口百亩畈乡

所在的三线厂——红卫厂，那里依山傍

水，山清水秀，坡上长满了树木和花草，

地域广，空气好，任由我们自由放飞。一

放学，弟弟就和邻居家的小伙伴一起玩

耍，天马行空，玩得天昏地暗，直至炊烟

散去。母亲做好了晚饭，左等右等不见

弟弟回家，就和父亲一起出门寻找，只听

见焦急的父母大声四处呼唤：“阿华回家

吃饭了……”

记忆中，父母的呼唤是家的温暖，家

的牵挂。它陪伴了我们孩童时期的成

长，这呼唤声，迄今仍响犹在耳！

中年时，家是一个加油站!

家是一个可以为我们遮风避雨的地

方，家是一个可以给我们温暖希望的地

方，家还是一个可以让我们停靠的港

湾。每当夜幕降临，在外工作忙碌了一

天，拖着疲倦的身体迈进家门时，看着家

里的灯光，望着家人亲切和蔼的笑脸，闻

着扑鼻而来的饭菜香味，瞬间就会觉得

力量满满的，心情爽爽的！

老年时，家是一座博物馆！

酒是陈年的香，情是旧人浓，年纪越

大，对家的眷恋也会越深。家里的一把

椅子、一把茶壶、一个背包，都刻着家的

痕迹，都会勾起久久的记忆。

家，是我们永远的根，不管我们走的

有多远，哪怕海角天涯，都走不出它的

心，它的牵挂!

家有着我们最美的梦，最美的童话，

不管外面多么复杂，只要想到家，我们就

不会害怕！

家是永远的牵挂，家是珍藏幸福的

存根。

11月 9日，母亲离开我们整三周

年。父母走后，没有在农村给我们留下

单门独院的大宅子，也没有在城市给我

们留下价格不菲的大房子，更没有在家

中给我们留下值钱的物品，只给我们留

下了这个永远值得留恋的家……

父亲走得早，也没给母亲留下什么

钱，只留下了一套不足60平米的“家”。

母亲为此很是知足，也很珍惜，她不至一

次地对我们说：“你爸走后给我留下了这

个‘家’，我很满足，也很踏实，我要感谢

你爸爸。”

父亲和母亲的感情很好，他非常迁

就母亲，平日里从没给母亲脸色看过。

遇到母亲责怪，父亲能退则退，唱几句京

剧，拉几段二胡，整个气氛一下子变得缓

和了，慢慢地，母亲的气也消了。父亲常

说：“一家人在一起就要和睦相处，不能

为一点小事就争吵不休，经常争吵会伤

及家人感情的……”父亲是个医者仁心

的好医生，工作时是人人敬爱的孔医生，

回到家就是母亲的私人保健医生，这保

健医生一当就是一辈子，而且从无半句

怨言。

母亲走后不久，邻居、亲朋好友，还

有家人们，都劝我趁着现在房价不错，把

父母留下的这套房子卖了吧，可我挺固

执，一直就这么拖着、耗着，想把父母留

下的“家”好好守住。后来将房产过户到

了我们姐弟俩，由我们共同来守护父母

留下的“家”，留下这份“家”的思念……

父母在的时候，我几乎把所有的假

期都用在了去看望父母上，来回奔波，从

不感觉到累。只要回到家中，看到年迈

的父母健康，和他们说说单位的事，商量

商量个人的事，感觉我们永远是长不大

的孩子，永远是有人义无反顾、遮风挡雨

的幸运儿。父母不在了，我们就没了依

靠，一夜之间我们就长大了，幡然醒悟：

原来他们的离去，不仅仅是自身生命的

消逝，更将我们最温暖的依恋一并带走

了，剩下的只有对他们的怀念！

高亚麟曾说过一句一针见血的话：

“父母是我们和死神之间的一堵墙。父

母在，你看不见死神，父母一没，你直面

死神，你开始能清晰看到你人生的尽

头。”很多时候，生活中并没有那么多的

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为我们负重

前行。

花落的声音风知道，思念的声音心

知道；天凉了，对父母的思念更深了，风

起了，对父母的牵挂更近了，在这深秋的

日子里，由衷地道一声：“爸爸妈妈，您们

珍重！”

红军洞位于威坪镇西山村一个

叫“饭篓尖”的地方，六都的源头与七

都的西山村在这里交汇，形成一支山

脉向东北方向伸延于安徽、浙江临安

昌化交界。该洞距西山村约 10公

里，距六都水碓山村约5公里山路，

海拔700米以上。地域广袤、崇山峻

岭、草木丛生、林深叶茂，人烟稀缺，

野兽出没无常，属两省三县交界的无

人居住的高山地段。

在“饭篓尖”靠七都方向悬崖绝

壁、岩石林立，崖壁间灌木成林、荆棘

横生，就在饭篓尖灌木石林中有一无

名岩洞，洞口高丈余、宽八尺、深四

丈，洞内有石桌、石座。相传当年红

军（皖南游击队）来洞里居住和活动

过，而且，在民间影响较深，特别是当

地的西山村及水碓山村都有传说，所

以，当地人后来都称它为“红军洞”。

事情发生在1934年12月中旬，

我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到达皖南，国

民党反动派对皖南革命苏区进行疯

狂围剿，1935年2月，为保存革命有

生力量，根据方志敏“要以黄山柯村

为中心，将苏区转为游击区”的指示，

利用崇山峻岭、地形复杂、便于隐蔽

的有利条件，每到一个地方活动后都

留下几位红军战士组成工作队，开展

宣传，发展一批进步青年参加红军。

一次，三个红军来到饭篓尖岩洞，将

此作为开展工作的立足点。红军在

山上意外发现几个斫柴的小青年，便

把他们叫到洞里。经过一番了解，他

们来自西山村，分别叫叶盛、叶水章、

叶水清、叶先清。经过了解后，几个

红军说明身份，并向几个青年宣传共

产党、红军是老百姓的队伍，是为老

百姓打天下的队伍，通过宣传，几个

青年都有参加红军的欲望，还答应到

村里再秘密叫几个来。

第二天，每人都带了一个人，还给

红军准备一些吃的干粮，三三两两地

上饭篓尖斫柴，到洞里听红军讲打土

豪、分田地的故事。就这样没出一个

星期，西山村里就有十六位青年秘密

参加红军，一起参加的还有水碓山村

的汪阶顺等四位青年。在三个红军的

指导下，他们以斫柴为由，十分秘密地

每天到饭篓尖山洞里集合，再到“麦

坞、青坞”平坦草地里进行军事训练。

与此同时，在该地区长岭乡的几个村，

如合富、黄石潭等村，也有一批青年分

别在各个秘密点参加红军队伍，一时

成了皖南游击队的一支新生力量。后

因有人告密，国民党淳安县党部派军

队清剿镇压、百般刁难西山村，扬言不

交出红军名单就要毁灭西山村。在没

有办法的情况下，才被迫解散。但是，

红军精神在西山根深蒂固，“红军洞”

的名字至今还在民间广泛流传。

好的家风，养育好下一代。对孩

子从小严加管教是我们家一贯家风。

我家是教师之家，父亲和哥哥都

是有三十多年教龄的老师。我父亲

教了40年书，还当了30年的校长退

休，现在已85岁了，他还是保持着勤

俭节约，艰苦朴素的良好习惯。

俗话说“石斑鱼，要历小板”。

一个人的生活习惯，思想品质要从

小养成。严是爱，宠是害。父母的

言传身教从小影响着我们，他们讲

一句算一句，不婆婆妈妈。父母亲

要我们从小养成勤奋好学，不能好

吃懒做，还从小要我们参加一些力

所能及的体力劳动，养成勤劳的习

惯。要求我们诚实待人，不能讲假

话，不能有欺骗言行，发现好的习惯

要加以肯定，不好的苗头，就严厉竭

制。记得有次他要求我哥晚上几点

回家，我哥迟了些，他就把门锁了不

让他进门。我们家在村里都是出了

名的好家庭。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从

小妈妈就跟我讲，也教育影响我的

下一代。我女儿从10个月起就由我

爸妈给我带着，一直到六岁上幼儿

园才到我们身边。有人说隔代教育

会娇生惯养，但在我家没有这种现

象，女儿从小我妈妈就教育她要培

养知道这些，从不浪费一点点粮

食。女儿很小、当她会拿勺子时，就

让她坐在小椅子上自己吃饭，很少

喂饭，更不用说一餐饭跑来跑去喂

呢。而且如果碗里还有剩饭时，我

妈就和她说那名言让她吃光，女儿

也很听话。

我爸妈从小教育我们尊重孝敬

老人，我们四兄妹从小都很尊敬老

人，不管是不是有亲戚关系的，还是

隔壁邻居都一样，看到都会打招呼。

我女儿也一样，她不管看到什么人，

都会外婆、奶奶地叫人，还常常帮他

们忙呢。还有妈妈常常教育女儿要

积少成多，像那种可以用来当废品卖

的东西从不扔掉，喝过的牛奶瓶、用

过的纸盒等，只要能卖的都把它积累

起来等收废品来收购。直到现在，我

女儿已经大学生了，还是一样保持着

这些良好的习惯。她也从来不乱花

一分钱，生活费都会用得比别人少，

用她的话来说就是一分钱也是钱，积

少成多呀。

温馨而酸楚
名家有约

家

红军洞

教师之家的家教

□蒋樟炎

苇白蓼红桂子香，

青条垂玉露，候迎凉。

郊原旷野遍秋芳，寒橘

柚，丹叶染清霜。

翠岫霭岚光，金风

鸣素节，彩霞彰。长空

万里雁南翔，凭栏望，秀

色映朝阳。

小重山·秋色

秋染山村 王建才 摄

如梦令·抚琴

□方勇 徐文平

□汪东红

□孔勤

□莫小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