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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而实

浮梁县村名初考

那次，老爸和老妈在厨房忙碌着为我
们准备一桌好饭。他们俩配合默契，老妈一
伸手，不用说什么，老爸就知道她想要什
么，然后把旁边的东西递到她手上。

我想帮忙，老爸大手一挥说：“不用，你
帮忙只会越帮越忙。我给你妈打下手，她习
惯了。不是说大话，有时候她一个眼神我就
知道她要干啥。”我对妹妹说：“瞧见没有，
这就是默契！”作为旁观者的我，忍不住拿
出手机，为老爸和老妈录了一段视频。

吃过饭，我把录制的视频放给老爸和
老妈看。他们凑过来，很兴奋地看起来。视
频中，老妈伸出手，老爸把酱油递过去；老
妈抬头看一眼白糖，老爸立马拿起白糖递
过去。两个人配合默契，还有一个两人相视
一笑的镜头，看上去特别温馨。

老妈看完视频后，很认真地问我：“你
拍的这个真不赖，以后我和你爸想看了，咋
看呀？”老爸也说：“是啊，这要是能像照片
一样存在相册里就好了，咱们啥时候想看
就翻出来看。”这个问题我还真没考虑过，
现在手机在手，拍照、录像如此方便，我只
是随手录了一下，没想到引起爸妈如此大
的兴趣。

看来，我们做儿女的，真的应该多为父
母拍点照片、录点视频，为他们留下美好瞬
间。对老人来说，过去的时光是最美的，他
们回顾生活中的温馨片段是一种快乐和幸
福，也能够让他们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值得
珍惜。尤其是我的爸妈，他们一生恩爱，晚
年更加信赖彼此，把他们生活中的一些瞬
间定格，展现出一份相扶相携的美好，该是
多么有意义的事。

想到这里，我说：“爸，妈，你们放心好
了，我回去以后就在电脑上建个文件夹，专

门存放你们的照片和视频。存到电脑里，想
啥时候看都行。电脑里的照片，永远不会褪
色呢，常看常新！如果你们喜欢冲洗出来的
照片，我就选效果好的冲洗出来，放在相册
里，到时候你们想看就看！”爸妈听了，开心
极了。

从那次以后，我成了老爸老妈的“私人
摄影师”，经常为他们抓拍一些生活中的美
好瞬间。我们出去旅游，我留心老爸老妈的
行踪，随时为他们拍照。每次出门，老爸和
老妈都是形影不离，我拍的照片几乎都是
两个人的合影。我发现，两个人相濡以沫到
老，那种恩爱真不是秀出来的，而是不经意
间流露出来的。旅途中，老爸发现好的景
致，会牵起老妈的手，一起欣赏，我把这样
的一幕拍了下来。道路不平时，老妈搀扶着
老爸慢慢走，我把这样的片段录下视频。一
张张照片，一段段视频，是老爸和老妈幸福
生活的见证。很多照片和视频，我都是偷偷
拍下来的。他们看到后，很是惊喜。

我把放爸妈照片和视频的文件夹，起
名为“老爸老妈的幸福生活”。他们特别珍
视这些美好瞬间，总是嘱咐我，一定要好好
保存。有空的时候，他们就坐在电脑前看了
又看。妹妹受我的影响，也喜欢为老爸老妈
拍照、录像了。她把拍摄的“作品”传给我，
我再整理到“老爸和老妈的幸福生活”里
面。

为爸妈留下美好瞬间，就是给他们一
份浓浓的幸福。通过给爸妈拍照和录像，我
也见证了他们的幸福，并且我还学会了“抓
拍幸福”的方法。抓拍幸福，能够发现平时
被我们忽略的幸福。我知道，老爸和老妈的
幸福会深深影响我，我也会像他们一样，永
远幸福下去。

为为爸爸妈妈留留下下美美好好瞬瞬间间
镇上人常念叨十大瓷厂，
数万人安身立命的地方。
像船员的海轮、矿工的井巷，
不是家乡，胜似家乡。

系起坯房佬的围裙，
像走进烹饪佳肴的厨房。
威武雄壮的是装坯的汉子，
灵巧秀美的是贴花姑娘。
穿上满窑的马甲，
喊一声“烧窑啰”震天价响!

隧道窑燃起的是家乡炉火，
烧出成熟，烧出希望。
祭红、郎红、宝石红，
像一坛坛美酒，四海飘香。
青花、玲珑、粉彩瓷，
是一张张烫金的名片，
让瓷都的美誉天下传扬。
十大瓷厂是China大厦的顶梁柱，
瓷业工人是家乡铮铮铁骨、傲然脊梁！

一九九五年的寒冬，
愁云宠罩着十大瓷厂。
改制、重组、分流、下岗，
陶瓷人像风筝断线随风飘荡。
茫茫人生路山穷水复 ，
何处柳暗花明?

“又一村”究竟在何方?

十大瓷厂的父兄姐妹，
没有眼泪，没有悲伤，
扬起生命的风帆， 奋勇往前闯！
靠着老祖宗留下的陶瓷技艺，
凭着泥塑火烧的韧劲与刚强，
打工、跑单帮，摆小摊、办作坊。
用刮骨断腕的勇气与信念，
顺应潮流，博击风浪。
人们赞美陶瓷工人浴火重生，
是铁打的金刚、涅槃的凤凰!

今天的生活十分惬意，
退休的日子也很安祥。
萦绕在心头的乡愁，
是脑海里、血液中的十大瓷厂。
那时代印记鲜明的厂名，
回想起热血沸腾、振奋激昂。

“建国”后“红星”星光璀璨
“光明”中“红旗”迎风飘扬。
“新华”的“人民”多么豪迈，
“东风”和“华风”浩浩荡荡。
“为民”的“艺术”百花盛开，
“宇宙”间“景兴”凯歌嘹亮。
“雕塑”出祖先的根与魂魄，
“曙光”与“红光”永放光茫。

斗转星移，岁月沧桑。
如今厂址成了遗址，
厂房变为商品楼房。
多少次梦里回到车间班组，
多少回工友和工厂进入梦乡。
人们并不奢望十大瓷厂重新矗立，
都懂得回头路是不实际的梦想。
只希望子子孙孙永远铭记:
十大瓷厂是景德镇不朽的丰碑，
是祖辈们灵魂深处神圣的殿堂。

十大瓷厂，别样乡愁；
别样乡愁，十大瓷厂!

十大瓷厂，
别样乡 愁

冯迪生

“盲人摸象”是尽人皆知的，它
告诉了我们一个质朴的道理，看事
情、观察事物都必须全面，否则失之
偏颇就在所难免。对事物的了解不
全面，仅浮于表面，这对于一般人来
说倒也造成不了大的损失和伤害，
但对于手握重权的决策者来说，如
果也犯了同样的错误，那么对国家，
对百姓来说，所造成的损失就是无
法估量的，更有甚者遗祸后代，伤及
百姓的生命安全。

把大象说成像一堵墙，往面上
说就是对所有问题只看到其表面而
未往深里去，工作上就会形成“一刀
切”，这样处理问题的方法，于人于
事皆无裨益，因为任何事物都有其
内在的不同的联系，深入细致地调
查，精细如丝地理解问题形成的原
因，逐层逐方位地分析产生问题症
结所在，最后才会明白，大象像一堵
墙这一结论错到天边去了。

把大象说成像一根柱子，这是
把问题不分大小、轻重缓急，在领导
层面来说，就是作为领导者表现为
事必躬亲。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知识
的拥有也是有限的，世上没有全才，
只有专才。象腿固然是大象的重要
组成部分，却不是大象的全部，任何
事物内部矛盾是多种多样的，事物
内部各种矛盾又是普遍联系的，主
要矛盾、次要矛盾是矛盾的组成部
分，但不是所有的矛盾。分清了矛盾
的主、次，以及矛盾主、次在不同时
代的变化，社会的发展，工作的推动
才有了其可能。盲人之所以称之为

“盲”，其主要表现就是因为盲人丧
失了对光的感知，造成把大象说成
像一根柱子这样的错误就不难理解
了。而对于决策者来说，如果也出现
了上述错误，事物的发展就只能用

“惨不忍睹”四个字加以概括。
把大象说成像根绳子。这是抓

住了问题的尾巴，大象的尾巴是用
来小范围内驱赶蚊子，偶尔附带点
儿小小的挠痒痒用。事情已经发生
了变化，问题也浮出了水面，如果此
时仍然不对事物、问题进行全面的
了解和分析，而只是抓住矛盾的某
一点、某一小的闪失，这和抓住大象
的尾巴就没二样了。蚊子自然要驱

赶，但这不是矛盾的全部，抓住尾
巴，就是看见了次要矛盾和矛盾的
次要方面，解决好次要矛盾和矛盾
的次要方面，对解决主要矛盾和矛
盾的主要方面固然有促进作用，但
如果把次要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面
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那
么就本末倒置了，这样的工作、生活
和学习方法，对社会人类的发展非
但没有半点儿促进作用，反而会迟
滞人类社会的发展，在工作中表现
也是如此。尾巴就是尾巴，绳子就是
绳子，绳子根本代表不了大象，大象
根本就不是绳子。

大象是壮实、硕大的动物。要认
识大象，首先就必须有一双明亮的
眼睛，再就是通过学习，认真了解大
象的生活习性、大象的性情和大象
对生活环境的要求，以及大象在自
然环境中如何与其它动物进行相
处，只有这样，我们对大象才有一个
比较准确的认识。

社会的发展，矛盾是永远的。矛
盾的构成也是千变万化的，不同的
时代，不同的人类生存环境，人类不
同的生活理念，人类不同的宗教信
仰，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人类社会
的发展，人类种族的排它性，追求种
族自我的发展，矛盾也就随之自然
而然地产生了，“盲人摸象”所指出
的关键不是象，而是“人”；“盲人”的
表现就让人觉得十分可悲了，“盲
人”表面上表现为“人”对光失去了
感知，其实质是指人缺乏对事物产
生的原因、过程、结果缺乏一个全面
的、深层次的了解，进一步表现为不
愿或无能力对社会以及社会发展过
程中产生的一些现象作深层次的了
解，这样一来，决策者的表现就如
盲人一般别无二样了。“盲人摸
象”是一条成语，表面上可以看作
是“盲人”对象的不了解而加以嘲
讽，余以为其真正所指首先是自己
不应该成为一个“盲人”，尤其在
认识、理解和觉悟上，其次则表现
为对“象”的真正含义的领悟，这
二者之间不可失之偏颇，只有不断
地丰富自己的学识，对“象”的客
观存在、内在联系加以明辨，我们
才不至于“盲人摸象”。

从“盲人摸象”说去

唐代柳公绰担任山南东道节度使之
后，决定到所属各地巡视一番，这一天来
到邓县，恰逢该县有两吏同时犯了罪被拘
系在狱，其中一吏犯的是受贿罪，另一吏
犯的则是“舞文”（伪造或涂改公文作弊枉
法）。柳公绰一向以执法严明著称，县令据
此以为他必杀贪赃受贿之吏，孰料节度使
的判决却出其意料，柳公绰未判贪赃者死
刑，而判诛舞文枉法之吏。县令对此不能
理解而向柳公绰讨教，柳公绰回答他说：

“赃吏犯法，法在；奸吏坏法，法亡！”县令
听了，觉得有道理，对柳公绰的敬佩之情
由此倍增。（据《新唐书·柳公绰传》）

点评：柳公绰对邓县两吏的判决是否
完全正确，不能肯定，因为无论是贪赃受
贿还是舞文作弊，都是违法犯罪行为，量
刑必须根据犯罪者的情节轻重，而不能只

看他犯的是什么罪便作出判决。但是，在
我们不能确知二吏犯罪具体情节（史书未
详细记载） 的情况下，不能不承认柳公
绰的判决是有一定道理的，对此可以从
他释县令之疑的话里找到答案。因为贪
污受贿的人固然触犯了法律，但他的犯
罪本身并不足以使人们丧失对法制的信
心，这就是柳公绰说的“赃吏犯法，法
在”；而官吏舞文作弊枉法，这样的犯罪
行为则直接侵害了法制，颠倒是非，混
淆黑白，从而导致人们真假难分，对法
制丧失信心，使法律条文虽在犹亡，所
以柳公绰说“奸吏坏法，法亡”。我们今
天要想实现社会治安的根本好转，固然
要将有贪污受贿等行为的犯罪分子绳之
以法，而对那些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徇
情枉法、弄权枉法者更应严惩不贷。

柳公绰处理贪赃与枉法
父母住在乡下，平时我多半用

电话联系。偶尔遇到过节不能回
家，我就给他们发个短信。

我是个内向的人，不太善于
表达情感，尤其是对自己的父
母。我更喜欢用发短信的方式，
倾诉自己的情感和祝福。每年父
母的生日及母亲节、父亲节，我
都要给父母发则短信，告诉他
们，我爱他们，不能经常回家，
但我一直惦记着他们。

今年回家过年，父亲让我把他
们的手机铃声音量调大些，以免接
不到电话。父母的手机是老年机，
数字按键很显眼，但显示屏不大。
我将音量调大后，无意中翻到了短
信，所有的短信均是已阅读状态。
我感到很诧异，一直以为他们是不
会看手机短信的。好奇心驱使我逐

一翻看那些短信，除了几则没来得
及删的商业短信外，全是我这些年
发给他们的短信。我数了数，大概
有上百条。

我要给父母买部智能手机，父
母不同意。父亲说：“你妈不识字，
我也认得不多，手机能接打就可以
了，何必花那个钱呢？”当我问及那
些短信时，母亲笑嘻嘻地说：“儿
啊，你发的短信真好，每次有短信，
你爸爸就念给我听，就像和你说话
一样。农闲了，就听听你那些短
信，从头听到尾，所以我们就一直
舍不得删啊。”

这才明白，父母是担心，如换
手机那些短信会都没了。听着父
母的话，一股暖流从心底涌出，流
遍全身。那些舍不得删的短信，提
醒着我，对父母要多些陪伴。

舍不得删的短信
赵自力

弟打来电话，说母亲天天闹着去停车点。
弟的电话越来越频，每次都是这句话。
这些年，母亲的记忆力衰退得厉害，而且常出现

幻觉，总闹着去停车点接我。
我原本打算把母亲接来和我一起住，省得她天天

牵肠挂肚。弟说，你得上班，母亲万一跑出去了怎么
办？住在老家，乡里乡亲的都认识，可以帮忙照应
着。我一想也是，便依了弟。心想，以后勤往老家跑
着点儿就是了。

一天，才要上床歇息，弟打来电话，兜头就说，
母亲找不见了。

我赶到老家时，已近零点。村子里的人东跑西
钻，夜空里漾满一束束昏黄的手电筒光，一声声纷杂
的脚步声、呼唤声、犬吠声，让本就惶恐悲凄的心情
更加紧张和疼痛。

一个多小时后，终于在公路边
寻着了母亲，坐在水泥地上，哭成
泪人儿，抽抽噎噎地说，闺女不要
我了。

那一刻，我发誓一定带母亲回
城，哪怕以辞去工作为代价。

母亲却出乎意料的乖。
母亲一定是害怕我不要她了，

把她赶回老家去吧，所以不敢给我
添一丝儿乱。有时还讨好样地急慌
着帮我做一些开关门窗、抹桌子、
递筷子之类的活计。

为了帮助母亲恢复记忆，一有
空闲，我就陪母亲做游戏。

我发明了一种“找名字”的游
戏，母亲特别喜欢。用一些硬纸板，
剪成一个个两寸多长的小卡片，在
每张卡片上写上包括我名字的各种
汉字，就像小孩子认字用的卡片，胡

乱着摊在桌上，让母亲从中挑选出我名字的三个字。
母亲一张张地翻，一个个地认，看到我名字里的

一个字，便欢天喜地地喊找着了找着了，然后更加起
劲地找下一个。这些曾经像左右手一样熟悉的字，随
着母亲记忆力的减退而变成依稀故人。找齐我名字的
三个字，母亲有时甚至要花费一两个钟头的时间，但
她一点儿不急燥，自始至终兴致盎然。终于找齐了，
便又从左到右给它们排顺序，排好后就津津有味地
念，一遍一遍，仿佛饮一杯香醇的美酒，每一道皱纹
里都泛着醉意。

这样的游戏，不用我陪，母亲自己便可玩儿，没
个够，专心投入的样子，仿佛对我说，忙你的去吧。

母亲住到我这里的一个多月里，从没耽搁过我的
事儿，而且让我的生活变得异常生动，快乐，幸福。

正当我沉浸于“母亲很快就会好起来”的美梦里

时，母亲突然不见了。
是在十几里以外的一户乡下人家找到的母亲。那

户人家的黑漆木门以及门的朝向和老家的一模一样。
母亲想她的老屋了。

第二天，恰好周末，陪母亲回老家。走到家门
口，母亲突然从衣袖里摸出一把钥匙，钥匙上系着一
根红色毛线绳。猛然想起，头天中午去抽屉里找东西
时，不经意翻腾出这把我上学时挂在脖子里的钥匙，

拿给母亲看时，母亲仿佛受了刺激似的，突然急
躁起来，并说起胡话。才要哄母亲时，手机响起，接
完电话，母亲就不见了。算起来，这把拴毛线绳的钥
匙有几十年的时间了，母亲竟然还记得。这样想着，
心里又不禁欣喜起来。

打开门锁，母亲却在门前的石阶上坐下来。母亲
很不情愿地走进屋里，心神不宁地站着。 一会儿，就
又到大门外的石阶上坐着去了。

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我喊母亲返城。母亲却拗
着不走，而且又说起胡话来。弟说，要不先让母亲在
家住两天，看不住的时候，你再来接。

一连三天，没有弟的电话。第四天，我忍不住拨
了过去。弟喜滋滋地说，母亲安生得很哩，一天到晚
在家门口坐着。

第十一天，弟在电话里说，母亲安生得很，放心
吧。弟给我说了一件事。一天，母亲把钥匙丢了，找
到晌午也没找到，饭也不吃，只一门心思地找钥匙。
弟便找来一把废弃的钥匙，拴上一根红色毛线绳，给
了母亲。母亲喜得跟花儿似的，拿了钥匙就嘟哝着往
外走，到大门前的石阶上坐着去了。

问弟，母亲嘟哝些什么？弟学着母亲的腔调说，
闺女上学忘了带钥匙，我得在家等着，要不进不了
家，会冻感冒的。说完，弟哈哈笑起来。

我的眼泪流下来。
自从见了那把拴着红色毛线绳的钥匙，母亲自始

至终念叨的，都是这句话。

曹化君曹化君

方良

王国梁王国梁

系毛线绳的钥匙系毛线绳的钥匙

午 后
胡明辉

午后，拉上窗帘
屋子里，只是漏进了一些阳光
我喜欢这样把嘈杂关在屋外
静听阳台上
盆景循环的流水之音
就像初夏的黄昏
在田野，坐在阡陌的交叉点上
听沟渠里浅浅水流的声响
那时阳光是淡淡的、懒散的
也像盖了一层绸子布
不同的是
那里有开阔的视野
相同的是
都在用心感受宁静的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