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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孩子子的的世世界界你你永永远远不不懂懂
□王芹

前段时间有一则新闻相
信大多数人都看到过，山东
菏泽巨野的一名 6岁男童在
自 家 院 子 里 捡 到 一 根 棒 棒
糖，吃了之后七窍流血抢救
无效而死。想想真是挺让人
害怕的，在自家院子里捡的
东西都不行，那在外边岂不
是更危险了？

于是我就对5岁的小女儿
颜颜说：“颜颜你看，这个小男
孩好可怜，吃了地上捡的东西
之后就再也见不到爸爸妈妈
了，以后你如果在外边看到地
上有吃的东西的话，千万不要
捡起来吃，如果你吃了，就会和
那个小男孩一样，也见不到你
的爸爸妈妈了。”

女儿懂事地点了点头，然
后说：“我听妈妈的话，地上的
东西我不会去捡的。”

过了一会儿之后，忽然又
抬起头来说：“那如果我想吃怎
么办呢？”“那你告诉妈妈，妈妈
去给你买。”我亲了一下女儿胖
嘟嘟的小脸蛋说道。

眨眼之间又到了周六，女
儿画完画之后，我顺便带着她
在小区里转一转，和其他的小
朋友一起玩一玩。走着走着，女
儿忽然对我说：“妈妈，我想吃

鲜虾片。”其实我平常一般不愿
意给她买零食吃，现在的各种
零食也实在不让人放心，吃个
辣条嘴巴还能溃烂。“你先和小
朋友一起玩一下，一会儿回家
妈妈去给你做好吃的好不好？”
我蹲下来抬起头和女儿商量着
说。

“不嘛不嘛，我就要吃，我
就要吃嘛！”女儿一边抱着我撒
娇一边撅着小嘴说道。然后便
转过头去装着生气的样子不理
我了。没办法，我只有乖乖投降
了。唉！这就是现在家长的通
病：再厉害的家长也拿自己的
孩子没办法。

于是乖乖地给女儿买了鲜
虾片，还是大包的。女儿一边吃
着一边蹦蹦跳跳地去和她的小
朋友玩了，而我也顺便和旁边
同样在看孩子的家长聊起来
了。

“妈妈，我要把我的鲜虾片
分给我的小朋友，老师说过有
好东西要一起分享。”

“好吧，去分给你的小朋友
吧！记得，要给小朋友多分点。”

“知道了！”女儿一边说着
一边又蹦蹦跳跳地离开了。小
孩子就是这样，要求很简单，也
很容易满足。不像大人那样，总
有无穷无尽的欲望，满足了还
不知足，得到了还满腹牢骚。

“妈妈，我不吃了。”不一会
儿，女儿满头大汗地跑过来了，
顺便把剩下的不多的鲜虾片扔
到了我的手中。我一下子没接
住，鲜虾片都掉到了地上。

“好了，这些掉到地上的鲜
虾片我们不要了，一会儿让阿
姨扫一下好不好？”

我这句话刚说完，就见
女儿做了一个让我意想不到
的动作：女儿竟然两脚并用
几下就把地上的鲜虾片踩碎
了，一边踩还一边说：“不让
别的小朋友吃！不让别的小
朋友吃！”而其他的家长这时
也都看着我。

我的脸瞬间红了，刚才大
家还都夸我会教育孩子呢！这
孩子，太让我下不来台了。一气
之下，我一把抓住了女儿，生气
的说：“你怎么这样！你为什么
要把鲜虾片踩碎？是不是不想
让别的小朋友吃？”

“对啊，我就是不想让其他
的小朋友吃啊。”女儿抬起头一
脸无辜地对我说到。

“你怎么这样呢？我平常都
怎么教育你的？”我觉得自己更
没有面子了，一气之下，也顾不
得有别人在场了，顺手给了女
儿的小屁股一巴掌，当然打得
也不重。

有可能是觉得当着这么多

人的面挨打太没有面子了，女
儿“哇”一声哭了。

“你说说，你为什么要踩碎
地上的鲜虾片？”我仍然生着气
对女儿说道。

“我把地上的鲜虾片踩
碎是不想让别的小朋友吃。
因为你说过，捡地上的东西
吃会死掉，会见不到爸爸妈
妈的。我如果不把鲜虾片踩
碎，小朋友就会捡起来吃，吃
了之后就再也见不到爸爸妈
妈了。我不想让别的小朋友
见不到自己的爸爸妈妈，就
把鲜虾片踩碎了，这样他们
就 没 法 吃 了 。就 不 会 死 掉
了。”女儿一边哭一边说道。

听了女儿的这些话之后，
我和在场的家长都愣住了。是
啊 ！这 个 世 界 很 无 奈 ，很 麻
烦。逼得我们大人不得不想
办法来保护自己的孩子：不
要和陌生人说话 !不要吃陌生
人给的东西！不要捡别人扔到
地上的东西！……而其实孩子
的世界像一个玻璃球，是很干
净、很透明的。他们从来不会把
这个世界想得那么复杂，他们
眼中的世界是五彩缤纷的，是
美好善良的。

要是大人的心和孩子们的
心一样单纯、善良，那这个世界
该会多美好啊！

行在心间

□幽若

是谁撩开雾的迷乱，在天微亮
时，骑白马路过江南。随风缓缓行
进，嘴里还哼着当年的小曲。离开
太久了，是该回来了，只是我住的
地方还在吗？门前的琼花是否落满
庭院，还能在秋千上数着满天繁
星，细听流水潺潺吗？

是谁掀起红帘，只道绿肥红
瘦，弹起那首高山流水，听的人还
在吗？路在脚下，行在心间，于是可
以抛下一切走了好久。久违了，我
的心灵归宿。是你在我临走前奏出
送歌，今日你依旧绽放，稀疏落在
枝头，如今我回来了，会在某个清
晨给你洒些甘露，默默捡起你的落
花，赋予流水，你也可以跟着感觉
走。

路途遥远，回来的片刻没有劳
累，只有发自肺腑的高兴，终于回
归了，也许可以走一生，只奈倦了，
没有心去哪呀！何处为家，处处家。
那是谁的洒脱，拂袖而去，轻轻的，
别打扰美梦。很多人仍在做着可有
可无的梦，然后骗自己，告诉自己
某个地方就是天堂，紧紧抓住救命
稻草，快马加鞭启程。

走了好久，梦想的激情散去，
目的地呢？依旧未知。本该停止，却
编织只属于自己的童话，走了一
生，连心都丢了，悲矣。是时候回
来，就不要再留恋，沿途也有不一
样的风景，没走过，不会收获，收获
了，没抓紧，丢了，痛了，还回得去
吗？门前的流水还往原来的地方流
淌，我的心里还时刻想起故乡的那
轮月……行在心间，那回乡的路早
已铭记心间，徐徐踏过江南山水
间，留下马蹄声连连……

四月的乡村

□胡巨勇

眉飞色舞的是柳
与春风拉拉扯扯
恣情盛放的是花
抒写四月的浓墨重彩

飞鸟驮着的蓝天
空旷清澄
被麦地围剿的溪流
思想早已解放
潺潺的脚步刷新着远方

恬淡的阳光抚摸村庄的沧桑
青砖瓦黛的沉默、炊烟的招

摇
以及风打包过来的犬吠
泊在时光深处

有鸟鸣从头顶跌落
不经意间
它
溅湿的是扶犁老人的吆喝
擦亮的是这幅春天写意图的

主题

□鹿永柱

在小区门口的地摊上买
菜，一箱码得整整齐齐的香椿
芽映入我的眼帘。望着水灵
灵、嫩生生的紫红色香椿芽，
我的思绪悠悠，往事像不可阻
挡的春天扑到眼前。

那时，我毕业好几年了，
可个人问题还没解决。父亲催
促，母亲唠叨，俨然成了他们
的一块心病。后来经人介绍，
我认识了现在的妻。初见面
时，女友不施粉黛，给我的第
一印象极好，清新脱俗、淡雅
如菊的气质深深吸引了我，看
了感觉心里踏实。

见过面我和女友约定继
续交往。此后有时间我就去找
女友。我骑着自行车驮着女友
逛遍了小城的角角落落。河畔
的柳树听过我们的呢喃情话，

风中的小草见证了我们的浓
情蜜意。当我们的感情如火如
荼时，她的父母却反对我们的
婚事。说我在乡村上班，婚后
生活不便。一时间，我和女友
都心烦意乱，像两只在草原上
尽情驰骋的小鹿突然受到惊
吓而茫然失措，女友也一时拿

不定主意，害怕违背父母意愿
而伤了老人的心。面对女友我
既心疼又无奈。

春风里，桃花开得正艳，
老家西墙根的十几棵香椿树
勃发着生机，紫红色的叶片像
是火热的宣言。母亲说：“香椿
正嫩，给你女朋友摘点吧。”我

心事重重摘了一方便袋。我找
到女友，女友郑重地说：“不管
父母态度如何，我选择爱情。”
我把女友紧紧搂在怀中，心中
五味杂陈，欣慰的泪水顺着脸
颊轻轻滑落。我们收拾心情，
做了一盘香椿炒鸡蛋。黄色的
蛋饼上细碎的春芽叶片星星
点点，女友俏皮地眨着眼睛，
尝一下，软糯可口，唇齿留香。
这是我吃过的最甜蜜，最浓香
的一盘香椿炒鸡蛋。

后来我问女友，为什么能
坚守爱情？女友说，我又不图
你有多少钱，只要对我好，再
说你做的香椿炒鸡蛋更是抓
住了我的胃。每年的春天，我
都会做上几次香椿炒鸡蛋。
妻说：“怎么还没吃够吗？”我
说：“没吃够，这里面有爱情的
味道。”妻深情地望着我会心
地笑。

幽若 摄

征集令

为了给商河喜爱摄影和文学创
作的广大读者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
平台，《今日商河》特开辟副刊专版，
主要包括“我拍我秀”、“商河地理”、

“商河文化”、“名人轶事”等栏目。
其中，“我拍我秀”为广大摄影

爱好者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
投稿图片可以是商河的风景、人物，
也可以是一些有趣或感人的场景；

“商河地理”主要介绍商河本地的一
些老街老巷、古镇村落、山川河流，
以及和它们有关的故事传说；“名人
轶事”则主要介绍商河名人一些不
为人所熟知的故事。喜欢文学创作
的读者也可以将自己创作的散文、
诗歌等发给我们，我们将择优刊登。

稿件要求原创，投稿者若抄袭、
模仿他人作品等侵犯他人知识产权
的；或者稿件内容侵犯他人名誉权、
隐私权、人格权，由投稿者承担相应
法律责任，自负文责。

投稿邮箱：jrshfk@163 .com；qq

群：239943220。

香香椿椿里里的的爱爱情情

初初春春的的记记忆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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