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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人走了很久，来到草地与树林的交汇
处。面前，是一座石雕的少女像，女孩像她们的
年纪，头发高高地束在脑后，扎成了马尾状。女
孩手上捧着一本打开的书，微微扬起的脸上，是
柔和恬淡的微笑。

肖晓和金春雨在雕塑旁边的一块大石头上
坐了下来。

“不想去就不去，该乖的时候乖，不该乖的
时候坚决不能乖，你这样听话听惯了，他们还能
不随便捏你？现在都啥时候了，你也不想想，离
中考还有多久？不去，坚决不去！”肖晓瞪起眼
来，用她一贯的大嗓门吵吵着。

“哎，不去吧，心里觉得挺对不起学校的。
去吧，又……哎，我可怎么办呀？”金春雨很无奈
地把头靠在肖晓肩上，她觉得很累。

“没搞错吧？你又没卖给谁，凭啥这样？马
上就升学考试了。你不想进省实验，不想考北
大了？”肖晓的声音更大了。

“我知道，知道，这些我都知道呀！”金春雨
有些烦躁地站起来，猛地把脚下的一块石子踢
得飞了出去，她的声音也提高了，心里，有股无
名的火冒上来，她觉得自己想哭，想跳，想喊。
可是，她什么也没做，最后，她依旧靠着肖晓，坐

回到了石头上。“哎，可是……”她的声音弱下
来。

“春雨，别那么勉强自己，将来你会后悔
的。学校是帮了你，可也不能没完没了呀。你
自己好好想想吧。”肖晓平静下来，转脸望一眼
身旁的雕塑，“你说，她为什么能留长头发，咱们
就不能呢？长头发多好啊！”

刚进学校的时候，肖晓的长发都垂到腰上了，
可是，学校规定，女生头发齐耳，男生头发要露出
耳朵。第一个周末放假返校的时候，学校的督查
在门口逐一检查，对不符合规定的，一律不许进校
门。那时，肖晓为了剪头发的事，哭了好几次，她
差点就想转学了。最后，还是梅晓玫老师和家长
联合做工作，好歹总算是把头发剪了，却每每看到
留长发的女孩，就忍不住多看几眼。

“哎，她是在榆树湾中学的校园里，可她不
是榆树湾中学的学生呀！你问问她，为什么能
留长头发，为什么？”金春雨冲雕塑微微笑了笑，
心中的烦恼暂时淡了些。

由于连日的奔忙，那张《泉水河晚报》她没
有看到。不只是她没看到，柴玉兰也不知道。
阅览室里的报架上，也见不到这份报纸。报纸
到来前，王副校长就嘱咐把那天的报纸收好，送

到他办公室去了。即使是不收起来，学生们也
没时间到阅览室去。金春雨的同学，也并不知
道这篇纪实文学。

金春雨觉得很累，也很无奈。她把自己的
想法告诉了妈妈。

其实金春雨不说，柴玉兰也觉得让女儿这
么整天地到处去作报告，肯定影响学习。再说，
春雨还只是个学生，她目前应该把主要精力用
在学习上，而不是别的。但是，她也没有办法不
让春雨去。

“要不我回家吧，明天就走。我走了，学校
也许就能不让你去了。”柴玉兰有些忧郁地说。

金春雨叹口气，轻轻地摇了摇头：“学校都答
应人家了，不去肯定不行。日程表都排出来了。”

“都是妈妈不好，是妈妈拖累了你。”柴玉兰
自责地说。

“妈你别说这个。不是你这么拼死拼活地
干，我哪有机会上学。”金春雨走过去搂住妈妈
的胳膊，“别担心了，等过了这几天就好了。你
放心吧，学习不会拉下的。”

看到妈妈自责难过，金春雨又反过来安慰
妈妈。她知道，即使妈妈离开学校回家了，学校
答应下的报告，她也不能不去作。 （43）

一九九六年五月的一天，怀着对“档
案工作”的神秘和好奇，我走进了档案局
的大门，从此与档案相识，与兰台结缘。
工作的二十多年里，有过令人欢呼雀跃的
掌声，有过不被人理解的泪水，但更多的
是一路默默走来洒下的无数辛勤汗水。
如今，回首走过这些年的历程，所有的一
切都化作千言万语，涌至笔尖……

九十年代的档案工作还处于一个薄
弱阶段，不被人熟知，也不像现在这样规
范。我区的档案工作也是如此。记得当
时档案局办公室偏安一隅，在老县委大院
里面一栋独院的两层小楼里，一楼是库
房，二楼是办公室，显得非常安静。

报到后我被分配到指导科。档案对于
刚出校门的我来说陌生而又神秘。那时想
档案工作就是收收档案资料，按类别保存
好了，别人用的时候不耽误查阅，风吹不着
雨淋不着，多简单多轻松啊！其实，这只是
外行人对档案工作的片面认识而作出的臆
断。档案工作是一项既紧张忙碌又枯燥琐
碎的工作，特别是档案业务指导，没有一定
的感情和毅力是坚持不下来的。

经过几次的“实战演练”，发现想象和
现实的落差是如此悬殊，它没有我想的那
么美好。“全宗”、“案卷题名”、“全引目录”这
些生涩难懂的专业术语常让我如坠云雾；
整理、排列、编号、装订这些全手工的活也让
我觉得枯燥乏味。书本与工作的脱节，理
论和现实的落差，常常让我困惑和力不从
心。作为一名业务指导人员，要做到档案
方针政策了如指掌，档案业务规范、标准烂
熟于心，明确业务指导的目的和要求，不断
提高自己的档案理论素养和档案业务技
能。我把对档案法、档案规范性文件、国标
行标的把握落实到实践中，我把对档案的
理解，对档案工作的领悟，对档案理论的探
讨写进论文里，我把对档案职业态度的理
解融入我的生命里。过去与未来……二十
几年的工作实践，使我认识到：档案工作是

平凡在当代，伟大在未来的工作，同时也是
一项细致而严谨的工作，它需要档案业务
指导人员具备踏实务实的工作作风，耐心
严谨的工作方式和克己奉献的工作精神。

浮躁的心开始沉静。重新审视，翻阅
面前的档案，竟然发现档案是如此亲切，
它还有个雅致的名字——“兰台”。在前
辈感召下，在同行鼓舞下，对档案工作，我
开始倾注足够的热情，悉心地去关注，敏
锐地去感知，积极的去践行。接下来便是
一个磨练的过程，我每天都在不断地学习
和工作，每天都在自我肯定和自我否定的
此消彼长中渡过。慢慢地发现，经过我手
把手指导装订起来的档案不再那么枯燥，
而变成一个个丰满、清晰的人生。我在指
导各个单位整理档案的过程中感受着不
同的人生，也结识了许多不同年龄段的档
案工作人员，有的还成为好朋友。工作着
是美丽的，奉献着是快乐的，把简单的工
作做好就是不简单，把平凡的工作做好就
是不平凡。在档案部门工作的同志，每天
在历史的隧道中穿行，鉴别并捡拾一页页
剥蚀了的记忆碎片，仔细地把它们拼接并
保管起来，让历史清晰、完整、连贯。这里
没有鲜花，没有掌声；没有权力，也少有青
睐。但厚重的历史让我们感受的是庄严，
真实的生活让我们感受的是快乐！ 同那
些风光的职业比，档案工作确实是寂寞
的，但谁又能说寂寞不是一种美呢？

我终于走出了心灵的桎梏，并深深爱
上了档案这个专业，我会坚守这份迟来的
执着。“芝兰生于幽林，不以无人而不芬。
珍珠长自深海，不为寂寞而不亮”，感谢先
人的慷慨和浪漫，把兰台——诗情画意般
的名称赐给档案和档案工作，让兰台与档
案结下不解之缘。我愿在兰台这片土地
上辛勤耕耘，用博大无私的爱，理顺着日
月的辉煌。我会沿着前辈的路在平凡的
岗位上找准坐标，摆正位置，并为之努
力。 作者单位：区档案馆

兰台——我无悔的选择
◎郭丽霞

阳光依旧灿烂
岁月依旧坦然

一年一端午
一年一惆怅

飞越不曾老去的岁月
相遇难得一见的君子

与一个真正的君子
不期而遇
我看到了独立不迁的悲愤

与一个善良的文人
相约而来
我看到了横而不流的
悲情

与一个悲壮的志士
不约而同
我看到了魂兮归来的
壮志

一段不老的岁月
一段青春的芳华

是一滴滴的泪
是一丝丝的情

愿岁并谢

与长友兮

深情地读着《楚辞》《离骚》
却念念不忘《九歌》《天问》

是不舍不弃的情怀
还是既悲既痛的深情

我不知道
时不可淹

我不明白
时不可待

不曾触摸那段难忘的回忆
不曾相见众人皆醉的
历史

我看到了
表独立兮山之上
云容容兮而在下

我知道了
秉德无私
参天地兮

不曾想过岁月静好
可是那个高贵的灵魂
穿越历史的尘埃
诉说着
与天地兮同寿
与日月兮齐光

不曾放弃纯净的理想
举世皆浊我独清
诠释着
亦余之心所善兮
虽九死其犹未犹

一个高贵的灵魂
在历史的尘埃里
与天地同寿
与日月齐光

我不知道
这是历史的悲哀
还是时代的精神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谁能知道
谁能知晓
谁能告诉我

我好想
独独地

再深情地
读读

《离骚》
记记

《天问》

还有那不曾释怀的
《九歌》
还有那不曾忘却的

《楚辞》

让那个高贵的灵魂
归去来兮
让那个纯净的君子
魂归故里

作者地址：济阳回河大杨家

棕含深情，
艾叶飘香。
安康幸福，
地久天长。
四时昌运，
春生夏长。

吐故纳新，
凤翥龙翔。
起居循道，
饮食有方。
动脑动手，
行儒悟庄。

修己体人，
宠辱皆忘。
宁移白首，
不恋膏粱。
广泛爱好，
情趣培养。

关爱宽容，
心情阳光。
二百岁月，
共醉一场。

作者单位：区纪委

2020年的端午节因疫情显得有点不寻
常。清晨五点左右，一阵响雷过后，雨点飘
然而落，我想，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这雨是为
屈原、还是为在疫情中逝去的同胞流泪？

六点左右，天空放晴，我心情愉悦，快
步来到澄波湖。

只见雨后澄波湖，朝霞如画，景色秀丽，湖
光山色，空气清新，水更清，树更绿，花更艳。

南湖的荷花有的露出了笑脸，有的含
苞欲放，宛如含情脉脉的少女，引来很多
蜻蜓驻足，眼前不就是一副“小荷才露尖
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的国画吗？

再看码头东边多彩的莲花池、婀娜的
杨柳给湖面增加了几分柔情，码头西边停
放的游船也格外靓丽；西望远处，水鸭子
在清澈的水面上尽情嘻戏，抬头望东北，

百鸟在和夏蝉起劲的争鸣，晨练的男女老
少，穿梭在绿荫小道。

还可依稀可以听到北山上此起彼伏
的练嗓高歌，快乐骑行者如影随形，湖中
泳者正奋力击水前行，湖边草坪上快乐的
人们在音乐的伴奏下翩翩起舞。

还有亭台桥畔人们尽情地欣赏美丽
的景色，也可见摄影者用相机或手机，正
用不同角度，把这世外桃源之美丽瞬间尽
收其中，与家人,朋友分享，留作纪念。

我想，自济阳由县划区后，环境大为改
观，像澄波湖这般，风景这么旖旎，生活如此美
好，的确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爱护，去珍惜。

美哉，秀美澄波湖，济南后花园。
美哉，新济阳，我们可爱的家乡！

作者单位：区农行

人生就像剥洋葱，剥去一层少一层。
不只闻到葱香味，也有眼泪在其中。

佛祖老庄孔圣人，哪个不是苦修行。
桃三杏四梨五年，树人成才需一生。

作者系民政局退休干部

端午感怀
◎孙永泽

雨后澄波
◎秦 臻

端午有感
◎祁云霄

剥洋葱
◎许增德

题记：粒粒糯米香，饱含棕叶情。香甜绵入
口，母爱暖我胸。

——《粽叶浓情》
一、母亲的端午

记忆中的母亲，被愚昧包裹的小脚儿
总是步履蹒跚 颤颤巍巍的
跋涉了一个世纪的艰难

家织布的长衫儿
还有自制的方形枕头
使母亲的形象，变得像一个古董

让我们这些孩子
区分不出，大汉民族和满清的区别
每每怀疑 她的家族似乎和宫廷有关

当年端午节，母亲买回许多草
熬一锅水，叫我沐浴
说能清热解毒，洗去晦气
希望儿子象草一样青翠

母亲还把菖蒲艾蒿 挂在大门左右
护卫一家人健康 阻止病魔入侵

千年不变的风俗 凝聚圣洁的灵魂
每年端午节这天 溶化在一个民族的血液里
母亲的端午节是庄重的
常常将浸泡了三天的糯米
和一个小板凳儿放在地的中间

母亲倚在静静地黄昏里
用慢吞吞的时光
在端午节的头一天的晚上
将粽香和糯米的香甜

拥裹在 一家人的睡梦里

母亲的端午节又是虔诚的
用艾蒿水洗脸儿和将艾叶别在头发上
似乎成了母亲端午节的习惯

然后，赶在的天亮之前
用五彩线捆住了孩子们手脚
据说有祈祷和辟邪的意思
我们这些孩子哪懂得那么许多
经常在装睡的调皮中 享受母亲，给予的祝福
守候母亲 拍我们小屁股儿的乐趣

——“端午了，端午了，懒虫们快起床了啊”
浓重的海蛎子味
一直让我分不出是端午还是“耽误”
直到上学，直到长大

多少年后，母亲走了
妻子做了母亲 她传承端午节风俗
用这些神奇的草，温馨家庭

如今，我和老伴儿
也成了晚辈们嘴里的“爷爷奶奶”
真的不知道 是年轮衰老了时光
还是时光衰老了年轮

只是母亲已经成了记忆
像一个年代的符号 静卧在我的村庄
一个盛产苹果、柿子 和大樱桃的田野上……

二、又是一年五月五
又是一年五月五 双脚扑腾在回家的路
徒骇河水低下头 挂满对千年逝者的在乎

粽叶在她手里飞舞 层层包裹洁白晶莹珍珠
仿佛是粒粒模糊眼泪 迎向汨罗江畔

粽叶在飞舞 红鲤开始畅游
百舸奋流争渡 浮现在水中 是条条相思树

就是在祖辈们都过的五月五
托举粽叶这千秋之笔
摊开离骚九歌篇幅 青云祭奠，米粽飘香
世代传颂伟岸身躯 和哀郁楚服
艾叶依旧高悬 雄酒惟壮行
窗外 一条蔷薇花路 漫漫伸向尽远

三、五月，在粽香中翩然离去
谁都会离开的 或许你只是有些略早
就像几只小蜜蜂儿
在和你的亲吻中 带走的芬芳

给甜蜜的往事 留下了 许多密码
需要心的解读
爱 就是一缕缕阳光
惊艳了 些许平淡的日子

缠绵 每每被风提起
在远去的时光中 我对母亲的回忆
就是在 品尝一杯槐花蜜

粽香和母爱 被五彩线紧紧缠绕
嗜好美味 虽然不知其来历
小的时候 就是喜欢吃母亲包的粽子
更也不知道屈原的故事
为了能多吃一个煮熟粽子
经常在母亲不留意的时候 把手伸进了锅里

逃离 会像一个能飞檐走壁的小猴子
在学校的课间 偷偷的比划着谁的粽子大小

不知从什么时间起，我的童年
被一阵风儿吹走了
现在的我 在端午节日 剥着一个个粽子
就像 翻阅伟大诗人的传记
嚼咬着 品味着 屈原诗歌的风韵内涵

我不知道从什么时间起，忽然就老了
喜欢回忆 喜欢恋恋不舍 喜欢家乡
在民俗中洋溢的风情

总想采撷几串槐树花 还有一把艾蒿
挂在五月 华丽转身的巷口
守候 她的下一次归来
……

作者单位：区法院

五月五，母亲的端午（组诗）

◎司文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