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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醒的唤醒的春春天天
任成壮

可爱的“娃娃”
东辛房小学四（1）班 赵可莹

指导教师 岳素霞

娃娃是我最忠实的小朋友，今年3岁了。你问娃
娃叫什么名字啊？呵——告诉你吧，它是我家的一只
小狗。

记得它刚到我家的时候才两个多月，长着一身咖
啡色的毛，卷卷的，就像是烫了发一样。它短短的尾
巴，不仔细看还以为是一只没有尾巴的小狗呢。它那
一对乌黑的小眼睛明亮亮的，清澈得能照见我的影
子。我有时会对娃娃说：“过来，让姐姐照照镜子。”它
知道我在跟它说话，小脑袋就会左边歪一下、右边歪
一下，小耳朵也跟着一动一动的，似乎听得懂又听不
懂，露出讨人喜欢的样子。

我每天放学回家，娃娃就会飞快地跑过来迎接
我，想让我抱抱它。它不停地用小爪子拍打着我的
腿，好像在不停地说：“小主人、小主人你可回来了，我
都想你了！”

它也有令我生气的时候，气得人牙根直痒痒。前
两天，我写作业时，娃娃突然跳到桌子上叼走了我的
橡皮，然后站在不远处很得意地看着我，气得我从椅
子上刚要站起来，它撒腿就跑，我急得边追边喊：“娃
娃还我橡皮，娃娃还我橡皮！”直到我把它堵到墙角，
它才不情愿地松开了嘴里的橡皮。我刚伸手去捡橡
皮，娃娃像风一样跑回了我的小书桌上，又叼走了桌
上的笔。我打了娃娃两下，它才哼哼唧唧地躲开了。

吃完晚饭后，我想跟娃娃和好，抚摸着它的头说：
“嘿！娃娃小朋友……”它用委屈的眼神瞥了我一
眼。我知道娃娃还在生气。蹲下身来，给它挠挠脖
子，用双手托着它的小脑袋尝试着哄它。娃娃看我哄
它，才不闹脾气了。原来，它只是想让我陪它玩，因为
白天家里没人，它孤单一天了。想到这儿，顿时我心
里像被什么扎了一下，鼻子酸溜溜的，我想以后一定
要多陪陪它。

今天，我做完了作业，就开始给娃娃收拾好了出
门的穿戴。天暖和了，也该带着娃娃出去遛弯儿了。

寂静的夜晚，寂静的山村，久违多
时的悦耳笛声，又在夜空中悠扬地飘荡
起来，那是王四吹的。

山村小学办在一座旧庙里，一位青
年教师住在小学的宿舍里，孑然一身的
他每天放学后，都要坐在庙旁的高台上
吹笛解闷儿。每逢此时，王四都远远地
坐在树下，聚精会神地听，天天如此。
老师发现了这个唯一的听众，便叫他坐
在自己身边，给他讲解乐理，教他吹奏
的技巧，还送给他一支笛子。王四很有
天赋，很快就入门了。

村里有喜爱拉胡琴吹喇叭的，有喜
欢敲锣打鼓的，凑成了一个小乐队，王
四是乐队里吹笛捏眼儿的。他吹笛子
上了瘾也渐渐有了名气。他进城不逛
商场专往乐器店里跑，家里的笛子多的
成堆成捆。随着演技的提高，先前买得
那些便宜的都成了摆设，真正喜爱的只
有一两支。

王四毕业后，身份由学生变成了农
民，当年村中小剧团的人各奔东西，走
上了不同的岗位，再也不好演奏了。他
的笛声渐渐消失了，只有偶尔高兴或烦
愁时才吹上几段。这天，他从镇上往家
走，突然看到一辆大卡车把一辆小汽车
别翻了，车子翻下公路，大卡车扬长而
去。王四赶忙跑过去，把卡在方向盘与
车座之间的司机拉出来，背到卫生院。
司机不省人事地躺在病床上，王四陪在
床前掏出笛子轻轻吹起来。悠扬的笛
声传入昏睡人的脑际，昏睡了一天一宿
的司机终于睁开了眼。王四见那人醒
了起身要走，那人说：“你和你的笛声救
了我一命，我该咋谢你呀？”王四说：“我

就是想救人没想过要人谢，假如咱俩调
个个儿，你不也得这么做吗？”那人点点
头说：“镇中心小学的音乐老师调走了，
城里人不愿到山沟里来，我看你笛子吹
得蛮有水平，要不要去学校里试试？”

王四成了中心小学的代课老师，代
着代着就代成了正式的。从此，他又开
心地吹起了笛子。他下班后往家走，突
然听到河边小树林里传出笛声，立刻寻
音而去。吹笛人是村里的王福生，只见
他横握一支竹笛，是他用一节细竹竿烙
了七个孔眼做成的。尽管自己做的笛
子很粗糙，音调也不是很标准，他还是
吹得蛮有滋味儿，连王四走到跟前都浑
然不觉。

王四遇到知音，不想让他自攒自钻
地胡吹下去便上前指点。回到家里，又
把自已的笛子选了几支送给他。这个
王福生如同当年的王四，也是个笛子
迷，是听着王四的笛声长大的。他觉得
自己水平太差，不好意思向人求教，只
好自个儿琢磨着练。自从有了真正的
笛子，又得以王四的悉心指导，天资聪
慧又肯勤学苦练的他，也渐渐吹得有模
有样了。从此，一有时间，两个人便坐
到家中的院子里，坐到村边的小河边，
坐在山坡的树林里，一吹就是小半天，
一吹就是若干年。

王四和福生的笛声突然消失了，习
惯了笛声的沟峪人都觉得蹊跷，一打听
才知道是为着福生高考的事。王福生
考上了省艺术学院，谁知他命运不济，
接到录取通知书之日，恰好是他娘住进
医院之时。日子本就捉襟见肘了，平里
尚有外债未还，急得他爹愁眉不展。儿
子考上艺校，那就是改变命运的希望，
可他高兴不起来，手握着通知书就像攥
着烫手的山芋。他人前苦笑，人后抹
泪，拿什么供儿子上学呀？福生心里也
像葛针扎了似的难受，苦读多年有了希
望却没指望，看看眼圈发红的爹，望望
床上受罪的娘，他怎么张得开口呀？

天上的云雾若有所思地滴下泪来，
变成了淅淅沥沥的雨。福生坐在河边，
双手托腮凝望河水，看着水面映出愁容
满面的影子。雨水打湿了衣衫，他浑然
不觉，仍雕像般的呆坐着。王四悄然而
至，轻抚他的肩膀：“兄弟，是为上学的
事吧？”福生闻言，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
感情，哇一声痛哭起来。王四心里也不
是滋味儿，福生是块不可多得的好材
料，荒废了实在可惜。他知道，自个儿
挣得那仨瓜俩枣的工资，还不足以供他
上学，苍白乏力的安慰不如不说，两个
人就在细雨中沉默着，心里却都在翻腾
着。

渐渐地雨停了，灰茫茫的天空拉开
了幕布，透出一片光亮。王四抬起头来
望望天空说：“离开学还有几天？”“八

天”。“咋不早告诉我？”“没用，没钱神仙
也没辙！”“你没钱，我有！”“你也没有！”

“我是没钱，但未必没有办法！福
生，你做好准备等我，七天后送你上学
去！”王四扔下这句话头也不回地走了，
笛声也随着他的消失而消失了。福生
心里仍煎熬着，尽管他知道王四不是个
胡乱应承的人，还是不敢抱多大希望。
日子一天天过去，每多过一天，福生的
希望就减少一分。眼看还剩两天了，几
乎没了希望，福生反而平静了。他盼着
王四早点回来，不是盼他带来奇迹，而
是想和他聊聊天，想听他那断失的笛
声。

农历八月，高天寥廓，山岭含黛。
田野里庄稼泛黄，村边的河水无忧无虑
地流淌。已经是第七天了，吃过早饭，
福生独自在村路上徘徊，尽管田园如
画，他却无心欣赏，只是闷头走着。突
然，身后响起清脆的汽车喇叭声，他连
看都不看，身子本能地朝路边一闪，继
续走他的路。汽车似乎跟他过不去，跟
在他屁股后面一个劲儿地响着喇叭。
福生愤怒了，停下脚步想问个究竟。车
子停下来，王四满脸笑容地走下车，身
后还有一个衣着熨挺的陌生人。“福生，
这是县农贸公司的张总经理！”“张总
好！”出于礼貌，福生脸挂笑容地打了声
招呼，心里多少有些别扭，王四也真是
的，这人跟我八竿子打不着，带他来干
啥？

张总热情地握住福生的双手：“小
兄弟不简单呀，你的情况王四都跟我说
了，我们公司决定资助你上学，一直到
毕业。另外，听说你母亲病重，医疗费
也由公司包了，你就踏踏实实地上学
吧！”“谢谢张总，王福生虽然家贫，却不
敢无功受禄，此事就免了吧！”“有志气，
有骨气，王四兄弟你没看走眼！”张总哈
哈大笑说：“福生，当哥哥的认下你这个
兄弟了！王四不是外人，当年我出了车
祸，若不是他把我送进医院，哪儿有我
的今天？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却从没要
我帮什么忙，为小兄弟你上学的事他才
张了口，我能不办吗？再说，我们公司
有专项资助款，就是要为国家培养人
才，让金子早些闪亮发光！”

福生仍在迟疑着，王四说：“这车就
是张总代表公司特意来接你的，快回家
报个信儿，准备报到吧！”

福生要走了，沟峪村的男女老少都
来送行，福生爹红红的眼圈淌着泪水。
他回身望向家里的小窗，窗口闪着一束
亮光，他知道，那道光束里裹着母亲殷
切的目光。福生想跟王四道个别，他却
不知啥时不见了，只好钻进等他许久的
轿车。山坡上响起笛声，柔婉悠扬，细
韵绵长，如一缕轻烟袅袅升腾，在山野
里回旋弥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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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来了，它伴着春风，带着春雨，悄悄地来了。春

天来临，大地上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温馨的气息。古
人对春的描述是用一种小动物来表示，在《释名》中“春，
蠢也”，是幼小的虫子蠢蠢欲动的意思，既生命的开始；
《说文解字》中“春，推也”。走进春天，阳气开始生发，它
唤醒冬季沉睡的万物，使之逐渐苏醒，并推动它萌发生
长。春天也是一个生气勃勃,充满活力的季节，不止于
冬，相继于春，四季轮回，循环往复。

走进春天，每一种生命都有自己特定的形态，而每
一种形态，都包含着生命的信息。无论高大还是弱小都
要经历着生命的历程，如同凤凰涅磐，浴火重生；也都曾
经历过从稚嫩到成熟的过程；无论是引人注目的，还是
平淡无奇的，都要沿着四季时令的轨迹，在自己的生存
空间，完成生、长、化、收、藏的程序；也无论是否有名有
分，无论是生在肥沃的土地，还是长在贫瘠的沙漠，万物
都用尽全部的热情和精力，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谱写出
一曲曲延续生命的赞歌。

走进春天，踩在松软的泥土上，才知道生命的温床
可以如此地平实温柔，经过冬季沉睡的万物，在春天里
孕育，并赋予新的生命。无论是破土而出的，还是含苞
待放的；无论是慢慢舒展的，还是缓缓流淌的；无论是悄
无声息的，还是莺莺絮语的，无论是娇嫩欲滴的，还是枯
木逢春的；只要季节把春的帷幕拉开，它们就会用自己
的能量和方式，演绎着独自的神奇和奥妙。

当春天带着新绿，潮水般涌来时，真能让人心醉。
春风轻轻地吹拂着大地，小草从地里钻出来了，它们全
身嫩绿，远看像硕大的足球场上的绿色地毯。春风一
吹，它们就左右摇摆，恰似在不停地为春风点赞；各色花
儿竞相绽放，红的像火，白的像雪、粉的像霞，五光十色；
山上的桃花远远望去像七彩云霞，如同给大地穿了件色
彩斑斓的花衣裳；树木像一个个坚守岗位的卫士，在度
过了严寒冰冷的冬天后，仍坚守屹立，并抽出新的枝条，
长出新的叶子，用崭新的姿态履行其职责；公园里、池塘
旁，公路两侧的柳树，也长出了嫩嫩的柳条，柳条随风摇
摆，好像妙龄少女在舞弄身姿，好看极了。

春雨稀稀拉拉地下着，犹如绣花针在穿梭，而时不

时还炸响一阵阵春雷，惊醒了无数冬眠的动植物，既惊
险又刺激；河面的雪融化了，雪水汇成小溪，潺潺地流向
东方；河水中的小动物顽皮地游着，好像在找它的妈妈；
小燕子和大雁都从南方飞回，一群群蝴蝶和蜜蜂也在花
丛中翩翩起舞；人们也都脱掉了笨重的冬衣，换上了轻
便鲜艳的春装；佝偻了一个冬季的腰板挺直了；皱褶的
脸蛋舒展了，欢快的笑脸充满着希望；公园里又热闹起
来了，玩牌的老人、照相的青年人、钓鱼爱好者、捕捉昆
虫的小朋友，一个个陶醉在自然的怀抱，流连忘返乐此
不疲。

春天，给人以新的开始,新的收获,新的生命,新的
希望，所以人们喜欢春天！但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失
去和拥有是必然也是自然，没有永远属于你的青春，所
以，在享受拥有春天带来生机盎然的同时，也应承受着
失去时间和岁月的代价。

季节随自然界的时序不停的交替，不以人的意志为
转移，转眼即逝，春去秋来。如今，在同样美丽的春天，
春风还在温柔地吹着，花儿依旧开得烂漫。走进春天，
我更加懂得了珍惜春天，珍惜生命，珍惜美好生活。愿
美丽的祖国永远是春天！

今年的春节来得晚，狗年到来时已是七
九冰河开的日子了，过了正月十五，原本有些
冷清的北京城，又热闹起来，孩子们玩耍的游
乐场开门了，家附近最喜欢的小餐馆营业了，
处处显得生机勃勃，春意盎然。

走在上班必经的小公园里，微风中透着
股暖意，周围一片热热闹闹。遛弯儿、晨练的
叔叔阿姨们彼此原本不认识，来个人一招呼，
一大帮人聚在一起打牌。中心小广场里，跳舞
的阿姨们组成小方阵，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每
天都教新舞蹈，还真别说，这天天跳舞锻炼着，
身条儿就是好，整个人都透着股轻盈劲儿。

春天，是出门踏青的好日子，一大早，不
论是玉渊潭公园还是植物园，人都是熙熙攘
攘络绎不绝，各色的郁金香，粉色的桃花、梅
花，让人看着浑身舒爽。要是嫌公园里人太
多，也可以到北京城那几所著名大学里去逛
逛，无论是看花草，还是品人文，都是不虚此
行的。要说花花草草，首推的还是农大西校
区，位于百旺山下面的那一大片试验田。三
月校园里最漂亮的是白碧桃、红碧桃，大大的
花朵，浓浓的香气，微风一吹，片片花瓣儿随
风起舞。到了四月，是牡丹和芍药的主场，不
愧为花中之王，就在那儿静静的看着她们，什
么也不做心里就觉得高兴，自然的美，处处都
是恰到好处。四月中下旬，绣球花也来争相

斗艳了，刚开的时候是淡淡的绿色，过段时间
开的盛了就变成纯白色，两种色彩各有千秋。

专供农学院的本科生练手的试验田里也
都种上了各类的花草、菜蔬。看着这些鲜嫩
的幼苗，遥想着秋天的收获，心里面是满满的
幸福。田地旁边还有个温室，里面种的是热
带植物，火龙果之类的都有，还有就是硕士、
博士们做的各种杂交农作物。农学院的师兄
带着我们参观他培育的紫马铃薯，农业是基
础科学，更是一门细致活儿、辛苦活儿，看着
学子们的付出，正应了校训里那句“解民生之
多艰，育天下之英才”。出了试验田，若是走
累了坐上车，15公里的时速，慢慢地游览，经
过人文学院的小白楼，到处是郁郁葱葱的树
木，农大校园里的植物总是比别处的多一分
精气神，多一分生命力。逛到中午，可以在著
名的颐和双园（两个食堂的名字）就餐，也可
以乘校车到东校区品味各类美食，咱们校园
食堂的菜肴味道还是很赞的，各有各的特
色。在这里，看着身边的莘莘学子们，仿佛自
己身上充满了朝气，充满了活力。

春天是万物复苏的时节，春天是求实
者、勤奋者的季节，春天给大地播下了美丽
和希望的种子，漫步在暖阳中，细品春风、感
受花香，在这新的一年里，去奋斗属于自己
的幸福。

电话：69849082、69847961 E-mail：mtgxwzx@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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