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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过几次网上的测评，测
评结果总会不约而同地显示，我
的 心 理 年 龄 远 远 小 于 实 际 年
龄。心理年龄显小，更多是跟我
的情绪有关吧，我的情绪一会儿
像夏天，过一会儿又像冬天，多
多少少有些孩子气。

大部分时候，我都是安安静
静的，脸上没有风没有雨也没有
波澜，就像是一面平静的湖水，
又像是一副隽永的图画。这也
难怪，我的生活是单调的，重复
着两点一线的节奏，平时是家和
超市之间的往返，周末便是家和
培优班的来回。我喜欢简简单
单的生活，因为应付不了复杂的
关系，所以更享受风轻云淡的感
觉。

年岁渐长，慢慢地，生活中

少有让人振奋的消息。比如发
一笔小财、出版一本书，也都无
法让自己亢奋起来。快乐的感
觉还是有的，但只是轻轻地盈在
心底，顶多暗暗挥着手给自己鼓
劲打气。最让情绪波动的是，遇
到了老友故知，穿越时光的海岸
线，也穿越了千山万水的思念，
见到了久仰的那个人，还是忍不
住湿了眼眶。前段时间，遇到了
旧同事，聊了很多很多往事，仿
佛穿越了过去。好几次，购物回
来，在路上走着走着，想着想着，
就笑出来声来。邻居见了，一边
跟我打招呼，一边像看一个谜。

我也有情绪激动的时候，有
时是为国家大事热血澎湃，有时
是为社会新闻注目许久，有时是
为物业的不作为慷慨激昂。

有一段时间，生活的种种压
力纷至沓来，我感觉胸口压着一
座大山，想喊喊不出来，想吼也吼
不出来。那段时间，我从来不照
镜子，连牙刷都“闷头苦干”。但
是，我可以想象自己的面部表情，
应该是大雨将至的阴霾天空，俨
然没有了往日的色彩和光芒。

周末时，我挤出时间，带附近
的小学生写作文。孩子们很喜欢
我幽默的教学风，和我相处得非
常愉快，就像是找到了一个大朋
友。那段时间，看着我的脸愁云
密布，孩子们也变得小心翼翼
了。一次上课，有个小女生拽着
我的手说：“路老师，笑一个！”我
刚刚配合地咧了下嘴，教室里传
出整齐的“你笑起来真好看，像春
天的花一样，把所有的烦恼所有

的忧愁，统统都吹散。你笑起来
真好看，像夏天的阳光，整个世界
全部的时光，美得像画卷。”我的
心情因为一首网络歌曲，顿时就
变得温暖和明媚了起来。

生活的高高低低，情绪的起
起伏伏，恣意的欢笑、浅浅的忧
伤或者偶尔大哭一场……就让
已然是个中年油腻男的我，依旧
任性地情绪化吧。当我还能在
各种情绪中自由切换，当我还被
批评“有点情绪化”，可能也是我
还未老的标志吧。

●路勇（沙湖人，现居武汉江夏区）

你笑起来真好看

●肖金洲（市政法委）

十月放歌
十月，我肃立着
许多人和我一起
肃立着
从虎门销烟唱起
唱到武昌起义
唱到七七抗战
唱到一九四九年十月的北京
看那面五星红旗升到
心头的顶空

我们千秋万代
放歌
吐尽百年的悲苦
激扬无尽的意气风发
笑看别人设置
雷区和羁绊

我们放歌
我们会闯

●晚风（市第一人民医院）

一袖云
仰望苍穹。拂过四季
怀着纯净的心，在武当山的

金顶
最高处，放纵自由驰骋的
云朵与憧憬
以天空之广阔，以遐思之情
与西风共舞，呼出
一次次绿色的探访。贴近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从根系里抽出本色
抽出晶莹 透亮 明净
哦，一袖云
在大地之上，在万米的高度
飘荡，以它的圣洁
串连深情的山河恋
轻轻的来，轻轻的走
这白银般的美学
让千里之外的攀登
生长缱绻

●赵鹤武 (市戏剧家协会)

沔阳渔鼓
路来福

哪里路修好，
便民脱贫早；
宽道纵横设计巧，

“四达”列前茅。

创业夺分秒，
城铁线是宝；
财源广进福来了，
泥腿人自豪。

穿梭车奔跑，
交通事非小；
安运畅行“养护”保，
文明满仙桃。

全新干河
昂首新时代，
干河奔不懈；
攻坚改革士气帅，
八仙显艺才。

担当献真爱，

清圾洁内外；
弹唱歌舞传帮带，
和谐艳平台。

除恶言不败，
无人机场泰；
携手共建启速快，
凤栖鸟随来。

●朱忠鼎（胡场镇退休干部）

国家强盛民安康
——财税怀旧有感

金秋金月今重阳
财税情深永不忘
脑海萦绕往日事
开源节流多艰难

支工扶农受表彰
综合财政真繁忙
工商农税一揽事
一片一人肩上扛

今天财税科技网
监控稽查敢担当
一心聚财入金库
国家强盛民安康

●柳焰(市教科院）

秋 天 美
秋风吹万里，秋雨洒九州。
落叶萧萧下，岁月无忧愁。
人生几度秋，青丝已白头。
鸿雁排空归，无悔吟不休。

高天朗朗爽，绿水滚滚流。
炊烟绕村转，飘逝到尽头。
皎洁月清辉，寒霜恋雨露。
枯荷听雨声，湖水知金秋。
桂花飘清香，菊黄月明楼。
晚霞枫更红，万山披锦绣。

●王南清（城区复州大道）

国庆颂
国庆中秋喜相逢，
盛况空前民族风。
月桂溢香飘环宇，
嫦娥翩跹舞寒宫。
五洲齐颂祖国好，
四海高歌荡长空。
伟业方成兴盛世，
逐梦中华再建功。

●郭忠孝（市粮食局）

念老部长胡平先生
千里京城噩耗传，
闻君仙逝我心寒。
企业文化铺新道，
商贸改革越险滩。
嘱我努力勤爬坡，
服务粮农善解难。
敢立潮头显正气，
忠诚担当是典范。

“彭老师，有我的信吗？”锦成同学
又来问我。我摇摇头，他失望地走了。
他期待着《小学生天地》编辑部的来信
一一期待着第一次投稿的成功。

日复一日，锦成总是满怀希望而
来，却又失望地离去。面对他日益灰心
的神情，我的心里像打翻了的五味瓶，
不是个滋味。我就眼睁睁地看着自己
的学生消沉下去吗？我想，我应该为他
点燃希望的火焰，让他振作精神，努力
追求，争取成功。于是，当他再次来问
我时，我递给他一包种子，并说:“别急，
我们一起种一盆夜来香吧，等夜来香花
盛开的时候，你的作文就在杂志上发表
了。”他接到种子，仿佛获得了一个希
望，其表情由阴转晴。我想，此时此刻
在他幼小的心灵一定燃起了希望的火
焰一一他想，他的那篇稿子是有希望发
表的，他甚至还下决心继续努力，争取
写出更好的作品。

播种后，他将花盆放在教室外面的
阳台上，课后常常一个人蹲在花盆前，
托着下巴，细细地瞧，那眼神透露出殷
切的期盼。

在这一段时间里，锦成对写作更加
执着，更加努力了。我想，那个美好的
希望给了他前进的信心和力量。

忽然有一天，锦成手舞足蹈地跑来
告诉我:“彭老师，夜来香发芽了！”我一
听，连忙拉起他的小手向阳台跑去。到
阳台一看，那花盆里果然钻出一个个柔

嫩的小生命。我高兴地对锦成说:“夜
来香发芽了，就一定会长大，长大了，肯
定会开花。”他听了我的话，非常自信地
点了点头，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

夜来香在锦成的精心呵护下，一天
天长大了。虽然它还那么稚嫩，但在阳
光下，却显得格外有精神。

终于有一天，我收到了《小学生天
地》编辑部的来信，忙去找他，却见他正
在阳台上摆弄花盆:“锦成，你的信，是
编辑部的！”他高兴得小脸都涨红了，迫
不及待地撕开信封:“哈，彭老师，我的
文章终于发表了！不过，不是我投的那
篇稿子，是我前不久写的一篇，是您替
我投的吧？”“是的，你近来作文进步很
快，老师为你感到高兴，就替你选了一
篇寄给了杂志社。”“谢谢您！”“不，你应
该谢谢这夜来香，是它支持着你坚持不
懈地写作，使你获得了成功。”我看了看
夜来香，深有感触地说。“不，是希望
花。”锦成略有所思地说。

“希望花开！”我的心怦然一动，是
啊，如果我们老师能把成功的种子播撒
在学生的心田，那么，在学生心田上，一
定能绽放出一朵朵绚丽的希望之花。

思乡是从离乡开始的。
那年，我高中毕业，便想学学鲁迅

先生“趁年轻时走走异路，寻求别样的
人生。”于是，十二月一个晴朗的日子，
我穿上了梦寐以求的橄榄绿军装，挥手
告别了故乡仙桃，故乡胡场。坐在接兵
车上，送别的父老乡亲眨眼间消失在我
泪光模糊的视线里。故乡熟悉的田园
小镇离我越来越远，我的心越来越空。
不经意间车轮启动了我新的人生之旅，
思乡情结在即将开始的艰难跋涉的人
生步履中深情地缠绕。

当你终生一直守望着故乡的土地，
与她形影相随，寸步不离时，熟视无睹
的你，永远也不会理解、诠释故乡的真
谛和涵义。当你作为游子远离故乡时，
你才印记出故乡在你心目中的份量和
位置。我是故乡放飞的一只风筝，不论
我飘飞到哪里，那长长的绳线和一条深
深的根永远扎在故乡的泥土中。

在异地他乡苦闷时、彷徨时、努力
时、拼搏时，总是远方的故土和亲人慰
藉着我、感召着我、激励着我。故乡情
是人生旅程中重要的驱动力，身后的故
乡睁着期待的眼睛，我哪敢懈怠？故乡

是一种无法解开的情结，故乡是一杯陈
年老酒，离别的日子越久，思念就越醇
越香。

“月是故乡明”。游子们谈到自己
故乡的土物特产，风土人情，谈到奥运
会体操全能王李小双，谁不是津津乐
道，一脸痴情。他乡遇同乡，即便不是
同村同镇，一句浓浓的乡音，拉近了距
离、扯起了乡情，顿时会亲昵得如同兄
弟姐妹一般。

多少次我朝故乡的方向遥望，茫茫
苍苍，山重水复，我看不见故乡，但我仍
然在南水北调的源头十堰思念故乡的
房舍，似乎怎么也走不出故乡的田园小
镇。于是，我便以驻地的景物为参照，
幻化出故乡我所思恋的一草一木，我思
念得很苦，又思念得无奈。故乡是视野
里最醒目的标题，于我每一个梦里都重
复出现，心里常被一种起伏的激情盛
满。而此时，我又在想何时我才能回到
梦魂萦绕的故乡？

●肖卫国（十堰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月是故乡明

■摄影 晴霄

●彭云舫（市作家协会）

希望花开

我有着深深的扇子情结，打记
事起即与蒲扇结缘，长大后则迷恋
折扇。

我小时候村里还没通电，蒲扇
是村民们夏天用来消暑纳凉、驱赶
蚊虫的最好工具。父亲每次买回
蒲扇，母亲都用旧布条沿着其边缘
缝上一圈花边，这样的蒲扇美观而
耐用。

我从小特别怕热，每到夏天，
前胸和脖颈处长满痱子，吃饭时，
痱子因受热会“痒”得难受，父母亲
这时会坐在一旁轮流摇动蒲扇，让
我沐浴在悠悠清风中吃饱喝足。
晚上睡觉时，母亲扇走蚊帐内的蚊
子，然后侧卧在我身边，轻摇蒲扇，
让我在清凉怡人的微风中慢慢进
入甜蜜的梦乡。四十多年过去了，
母亲摇着蒲扇给我扇风的情景依
然历历在目。

小时候家里穷，无法做到人手
一把蒲扇，我们兄妹7人时常为争
抢蒲扇吵架，闹得全家不得安宁。
有一次，我与妹妹在抢夺那把新蒲
扇时撕破了扇面，还彼此划伤了手
腕。

如今，蒲扇早已淡出人们的视
线，而我心中的蒲扇情结始终未
变。每当我在一些活动现场收到
一柄柄正反面印有文字和图案的

“广告扇”，就会联想到留下儿时温
馨记忆的蒲扇，心中顿时泛起层层
涟漪，随手轻轻一摇，缕缕清风拂
来，快乐与惬意便不期而至。

随着年龄增大，我逐渐喜欢上

折扇。
我小时候经常跟着父亲走村

串户看大戏，舞台上温文儒雅的小
生手中持有的折扇最吸引我的目
光。小生每唱完一段铿锵优美的
唱腔，便“啪”的一声将折扇如孔雀
开屏般展开，随后倏地一下收拢，
潇洒地插在肩背处。整个动作一
气呵成，让我羡慕不已，常常空着
手偷偷模仿小生的动作。我一直
认为，我的折扇情结应该是在小时
候看大戏时悄然形成的。

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折扇很
难买到，我为了过把折扇“瘾”，跟着
哥哥学会了折纸扇。将一张齐整的

旧纸均匀地叠成一幅长条状，中间
对折后拉开，再将中间两页分开的
部分用饭粒粘牢，即成为一把微型
纸折扇。尽管纸折扇只能摇出一点
微风，而我总是感到莫名的亢奋。

现在，我的扇子情结变得越发
浓烈。每天晚饭后，我习惯轻摇折
扇，沿着仙下河漫步到钱沟“百姓
大舞台”观看荆州花鼓戏演出。“梁
山伯轻摇白扇，要把这祝家庄的美
景风光细观从头……”舞台上身着
精致戏服的“梁山伯”正在演唱《梁
祝》选段《心驰神往飞越州》，我情
不自禁地跟着哼唱起来，一个闷
热、烦燥的夏夜就在折扇摇出的清
风中度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