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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洲《空谷樵歌》序

彭姑娘的沙县小吃店，开得正是时候。
郑州城里，一条 30 年未翻修地下旧管

网的文化路，从金水路到北三环，5 公里长
的整个西半幅全部围挡起来了，只剩下东
半幅在拥挤地通行。施工路面上，开膛破
肚挖出了深沟，水、气、暖、雨污水、通讯、信
号灯等粗粗细细的新管线，全都集中于这
个作业现场。在如此狭窄的空间里，翻新
一张城市地下“蜘蛛网”，比在一块白地上
施工难多了，工程进入了如火如荼的当口。

时值盛夏，在大型吊机和挖掘机的轰
鸣声里，工地上举镐挥锹的大批民工，从清
早五六点钟上工，到正晌午时，力气已消耗
得差不多了。这时的一顿午餐，对他们来
说真是“以食为天”啊。

恰巧，小吃店的香味，从这一条绿荫小街
深处飘了出来。小街在文化路西侧，刚刚开
了一排门面房，多数都是特色小餐馆，其中第
一个抢先开张营业的，就是彭姑娘的小吃店。

这个路段历来人气汹涌，除了实验中
学、文化路一小、河南农大的学生，还有写字
楼的白领、商店的营业员、都市村庄的租户，
都是食欲最旺一族。而这一带因为拆迁改
建，吃饭地儿越来越少了。所以，年轻的胃
口就如猎犬一般，哪怕巷子里藏得再深的食

物香味，瞬间都会引得他们蜂拥而至。
中午 11点半，下班的人潮还没涌上来，

门店一时冷清，彭姑娘看见一群人从东边
修路工地那头晃过来了。这 6 个民工都是
青壮汉子，步履却已拖沓，双肩都累得有点
塌下去了，落了尘灰的脸上眉目模糊，短袖
上衣或汗衫更是满肩满襟的泥土，都快看
不出原来的颜色了。

站在店门口的彭姑娘，胖胖的面颊上一
双大眼睛笑意盈盈，热情地招呼客人。6个民
工走进小店，20多平米的店面里光线顿时暗
下来。饥饿的目光被店里贴满了的图片吸引，
几十只碗碟盛满了五颜六色的套餐、面条、米
线、蒸饺等等，在新刷的白墙上招摇，他们的喉
结蠕动着，却都没有落座，只默默地退了出去，
坐在了门外树荫下摆的餐桌边。留下一位年
长的，把墙上图片又细细看了一遍，点了分量
大的米饭套餐，还有3元一瓶的啤酒。

从此每天中午，这些民工来得多了。细
心的彭姑娘，向他们重点推荐了鸭腿饭。这
是分量最足的套餐，一盘白米饭上，堆着一
只大卤鸭腿、一个卤鸡蛋、一片炸豆腐、一束
青菜、一撮辣酸菜，13元一份，蛮实惠的。

我有次偶然走进这家小店，闯入眼帘
的，就是彭姑娘端给民工的一盘鸭腿饭，不

仅菜肴丰盛，而且白米饭用饭勺摁得很瓷
实，堆得高高的，明显比给一般食客打得分
量多了不少。

其实，这家小店的主人并不是彭姑娘，
而是来自福建的她哥哥。个子瘦小的哥
哥，把店面交给妹妹招呼，自己却沉默在店
面与灶厨之间的昏暗角落里，和一位年老
妇女埋头包蒸饺。

那位年老妇女嘟囔道：还是鸡腿味道
好。可我看到，12元一份的鸡腿饭，鸡腿只
有鸭腿一半大。

彭姑娘笑着说：他们 6份鸭腿饭加 6瓶
啤酒，每人 16 块钱，这么热的天，都是下苦
力的，要吃饱啊。

彭哥哥低头包着蒸饺，只叹一句：“出
来挣钱都不容易。”

大暑节气的那天中午，我站在文化路
工地上，向两头望去。火辣辣的骄阳下，西
半幅除了路边的路灯管线，地下各种管线都
已埋好，沟壕已填平，路基碎石层也轧好，就
等着铺路面了。等这边通车后，东半幅路面
也会围挡起来，铺设电力、燃气管道。按照
预定工期，10 月底文化路大修改造将全部
完工。到那时，黄尘漫天飞扬、车辆拥堵、
行人艰难的一段难过日子就要结束了，一

条内外崭新的文化路将会呈现在眼前。
工地上的民工已经不多了，我与两位从叶县

来的中年民工聊起来。他们顶着烈日干活，刚
刚熬过了一个超过 40摄氏度的高温天，铁皮
工棚晒得像个烤箱，他们歇息时就睡在路边
树荫里，睡在人行天桥上，睡在商店门檐下。
我说：太热了，可以到路边有冷气的店里凉快一
下。他们说：俺们身上尽是土，咋进去呀？

彭姑娘也告诉我：修路民工们来店里，知
道自己身上尘土脏，每次都自觉地坐到门外
的餐桌上。天气热，店里开的有空调，人少的
时候，我让他们坐进来，他们说，就坐外边吧。

每天就这样，浑身尘土的民工们，默默
地在小店门外坐下；彭姑娘把分量超足的
鸭腿饭，默默地端到民工们面前。他们互
相连姓什么、家乡在哪里都没问过。一种
劳苦人之间的怜惜体谅，只像绿荫下的微
风一样无声飘拂。

至今每到晌午，小吃店门口的彭姑娘，还在
向小街东头的修路工地那边张望。

文化路很快就要修好了，为省会建设
奉献了力气和汗水的民工们，也许永远都
不会再重回这个地段。但是，他们大概有
时会想起，想起彭姑娘端到面前的满满一
盘鸭腿饭。④6

倭寇猖狂，华夏危亡，战云遮蔽卢沟月；
黄河咆哮，红旗招展，炮火炼成民族魂。

刀逼钟山，血染秦淮，深仇化作千钧力；
勿忘国耻，同圆美梦，公祭升腾民族魂。

（胡吉祥）

受降已六十九年，虽消战火，难平怒火；
镇恶凭百千万策，不灭贼人，怎做国人？

恨倭奴屡犯神州，旧怒难消，新愆又起；
凭我辈复兴盛世，豪情常在，猛志不移！

（余小伟）

听大海作声，似述英雄同抗日；
指崇山为誓，不容魔鬼再翻天！

记曾经血雨腥风，八年终雪百年耻；
愿从此兵销革偃，东海无波南海平。

（孙付斗）

膏药旗，遮羞布，岂盖恶迹昭彰，臭名昭著；
轩辕志，报国心，且看矫龙破雾，旭日破空。

纵富士崩，能绝狼子野心，噬人魔性？
看中华振，重继汉家大业，壮我神州！

（杨 娣）

野心不改，靖国拜鬼长天怒；
众志方遒，盛世壮怀好梦圆。

（新 韵）

甲午惊涛，海天怀壮士；
炎黄圆梦，血肉筑长城！

（刘洪敏）

海掀黑浪，空布黯云，魂起军国惊玉宇；
前已驱倭，今能灭寇，剑悬正义净妖氛。

（张项学）

异域作伥，无非蚍蜉撼树，有何惧哉？
中华依剑，自是铁帚拂尘，不也雄乎！

(郭增吉)

将士勇捐躯，铁马悲风犹在耳；
华夏期圆梦，卢沟晓月再腾龙。

(宋子牛)

远罪未赎，近疆又犯，旧恨新仇腾烈焰；
海驰铁马，天纵雄鹰，除妖斩鬼壮神州。

（杨宗泮）

日寇兽行，罄竹难书，国耻锥心常励志；
中华伟业，蒸云蔚起，大鹏展翅正凌霄。

(张淑芳)

八年血战，浴火重生，华夏复兴圆国梦；
九域龙腾，厉兵常备，江山永固铸金汤。

（曲淑珍）

甲午仇未了，南京恨更添，再觊钓鱼岛；
反省意全无，军国魂不死，终归狼子心。

（郭新华）

夕惕朝乾，甲午铭怀，复兴不忘殷殷恨；
强基固本，炎黄筑梦，御敌长凭灿灿枪。

（李进才）

烽烟远去，和平未掩殷忧在；
机遇犹来，梦想助飞鹏翼高。

（张明学）

一声炮响，烽火荡京畿，神州罹难天兵怒；
万里雷鸣，战旗飘禹甸，血雨杀敌胆气豪。

（彭天申）

浴血平倭，雪耻铭仇，重整山河圆夙梦；
倚天亮剑，厉兵备武，复兴华夏展雄风。

（吴凤秦）④6

李学洲与我堪称三友：战友、朋友、文友。近几年，他似乎吃
了什么“灵丹妙药”，总是激情如火，诗情如泉，豪情如海，爆发了
心灵深层的“井喷”：从四言、五言、七言古诗到赋到词到自由诗，
一发而不可收。他天天写，夜夜写，有时一天还不止写一首二
首，甚至能写三首五首，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正如他所言：“宁
可每日痴，不可日无诗。隔天不成吟，恍如梦里死”（《诗命》）。
从 2009年《吟啸烟雨》的 700余首问世,到 2011年《玉壶冰心》的
1200 余首吟咏，继之又放声高唱这部新曲《空谷樵歌》1300 余
首，可谓思接千载，心游万仞，天马行空。

当你打开李学洲先生的诗集《空谷樵歌》，那由远而近风雨潇
潇电闪雷鸣的音韵侧耳行走时，你如何去倾听？那由天而降波澜
壮阔排山倒海的汉字映入眼帘，你如何去解读？那随着二十四节
气姗姗而来散发着春花秋月芬芳的诗句让你陶醉时，你如何去品
尝个中滋味？虽然每个读者有每个读者的理解，每个方家有每个
方家的评判，每个朋友有每个朋友的看法，但无论如何都不能仅
仅从起承转合、平平仄仄上去称量李学洲，最重要、最关键的是打
开诗人的灵魂之窗，寻找诗人那把神秘的灵感钥匙。我虽不能剥
茧抽丝，却想以文友的真诚放开胆子纵论横评，谈些感悟。

学洲的诗根植于中华民族的心灵，有超越时空的大担当。
孔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
君。”学洲深得其道。他的诗，既有颂扬也有揶揄，既有幽怨也有
快慰，既有哀叹也有激荡。但骨子里是颂而不谀，讽而不讪，怨
而不疾，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如对“拼干爹”的讽刺，对大气变
暖的担忧，对统计造假的痛斥，对官场腐败的揭露，对毒药品、毒
食品、毒香水、毒胶囊这些残害人类的“毒品”的愤恨等，充分体
现了他刚正不阿、爱恨分明、无私无畏、君子坦荡荡的入世品行，
以及忧国忧民的赤子情怀。他用诗歌反映时代的喜怒哀乐，用
诗歌弘扬“修齐治平”的担当精神。

学洲的诗着眼于小人物大事件，有超越时空的大情怀。读
学洲的诗，你不仅仅为他的激情所打动，更让你震撼的是他特别
关注小人物，特别是关注底层民众，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关
注社会的热点、焦点。这固然与他长期从事新闻工作有关，难能
可贵的是，他那双敏锐的“新闻眼”总能及时捕捉生活中的诗
意。他笔下讴歌的人物众多：为清洁工鸣锣，为“最美少年”赞
叹，为人民教师树碑，为白衣天使献诗，为理发师高歌，为草根歌
手浩吟，为出租车司机动情……与此同时，他放眼大世界、大事
件。从中国留学生在洛杉矶被枪杀到波士顿大爆炸，从黄岩岛
之厄到钓鱼岛风波，从法国总统大选到曼德拉逝世，从安倍晋三
窜游到靖国神社拜鬼，从斯诺登揭露“棱镜门”到美国“黑袋”、

“黑箱”监控丑闻，从马航失联到马航遭导弹击落等。他的诗感
时伤事，风骨峻拔，或瞪目或痛呼或切腹或哭泣或击节或拍案或
怒斥或鞭挞，从不无病呻吟，隔靴搔痒，总是一针见血，一剑封
喉，慷慨激昂，酣畅淋漓。

学洲的诗立足于真善美的天地，有超越时空的大境界。读
学洲的诗，令我最为钦佩的是他立足于自然形态，近山、近水、近
风、近雨、近日、近月、近人、近情、近景、近事，深得诗之三真：言
情真、写景真、记事真。

他写自然，咏春、咏夏、咏秋、咏冬。一年四季就秋天来说，
古人多写悲秋，可他却呼之“秋来悲情失之偏”，一连写了《秋
赋》、《秋香》、《秋思》、《秋月》、《秋恋》、《秋梦》等，围绕一个“秋”
字写了几十首。

他写友情，常常信手拈来，不假思索，格调高雅，寄兴悠扬，尽
得自然。他的藏头诗，把朋友的名字、性情、风貌、韵致串联起来，
很是让人称颂。他的步韵和诗，与众多亲朋好友、名人大家、文人
骚客一而唱之，二而和之，三而叹之。仅此类诗歌就达几百首之
多，诸如文化界的好友孙泉砀、郑彦英、肖建中、张鲜明、禇金祥等，
恕我不再一一道来。但不得不提的是他与著名诗人、评论家杨诚
勇先生的弥久神交，当然与其和诗、唱诗、赠诗、寄诗最多，这部新
诗集中就收录了60余首，真乃让人眼馋，让人羡慕，让人仰望。

他写天伦，情景交融，栩栩如生，情真意切。他与妻子朝夕相
处、相濡以沫，把爱情果实跃然诗中。站在自家楼顶那片菜园里：
他写辣椒红了，“丛中似有暗偷眼”；他写葡萄熟了，“鸟儿也凑热
闹，直与夫人交好”；他写石榴笑了，“夫人比她俏”。他甚至不无掩
饰地大声唱道：“年轻不识夫妇道，及到老时方知缘。夫妻好比陈
年酒，醇香纯正味清甘。”（《咏老伴》）其情之真，其意之挚，可见于其
诗。常言道：“隔辈亲”，自从学洲先生得了孙子之后，他为孙子的
出生、走路、说话、生病、玩耍、上学一一而歌，真可谓童心不老。他
在为孙子李盷隆填写的《受不了》一词中脱口而出：每一次进门，先
听孙儿叫，一声爷爷满脸笑，扑棱飞怀抱。一天孙儿去看姥姥，家
里变得静悄悄，少了几许热闹和欢笑，忍不住从心眼里飞出了一句:

“我却受不了！”其犬子之爱融融兮，其天伦之乐悠悠哉！
写到这里本来可以收笔了，但似乎意犹未尽。诗有三尽三

不尽：“景尽情不尽，语尽意不尽，趣尽味不尽。”读学洲先生的诗
似有不尽之处，却是他诗中的尽处。学洲的诗在借鉴宋词筋骨
肌理、以意览胜的手法上，可谓轻车熟路，倘若着意晕染唐诗多
以丰神情韵见长的特色，定会趋雅避俗，大家风范自然天成。最
后摘录学洲先生《老夫少年狂》为结语：“童心良心诗心，四时六
和天人。功名利禄过眼云，独立独行独吟。”祝愿学洲老友老当
益壮，才思澎湃，创作出更多杰作。④6

“勿忘国耻，圆梦
中华”楹联选

当秋风在宛东平原涂抹出一幅
金黄、雪白与火红交相辉映的壮美
风景油画时，秋收就带着浓重的汗
水味，向父亲奔来了。

首先要收的是黄豆。天还没完
全亮，父亲的磨镰声就唤醒了静谧
的院落。就着咸菜吃个馍，喝瓢水，
就开始了一天的劳作。从白露浸染
的清晨到骄阳炙烤的中午，丰茂饱
满的黄豆棵，在父亲身后码成了整
齐的方阵。儿时在上学路上去地头
送午饭，远远就望见了俯身挥镰的
父亲。他宽厚健壮的腰背，在一片
金色海洋中格外醒目。看着他边催
我上学，边大口吞着饭菜，我幼小而
善感的心，常会涌起一丝酸楚。

等到收玉米、高粱时，学校已放
秋忙假了，但父亲总不让我和弟弟
帮忙。他说：“这活你们干不了，好
好写作业！”青纱帐里又热又闷，父
亲先要掰下玉米棒，割下高粱穗，分
别拢成堆、扎成捆，装到架子车上拉
回家，再把玉米秆、高粱棵砍了，免

得耗墒，还能为家畜提供饲料。昏
黄的灯光下，忙了一天的父亲打盆
凉水，脱下上衣，伸出被叶子划出道
道伤痕的手臂洗头。他先不洒水，
头朝盆外拨拉一下头发，灰土就纷
纷扬扬地落了下来。

只有摘棉花、出花生等相对简
单的活，他才会让我们干。出花生
是真正的土里刨食。先把花生秧一
棵一棵拔出、抖土、码堆，再一窝一窝
刨拾遗落的花生，耙过地还要再拾一
遍。都干到下午一点了，我和弟弟早
已腰酸背疼饥肠辘辘，但父亲还没有
回家的意思。他燃根烟不紧不慢地
说：“秋收饭，两点半。不急，再干一
会儿！”接着语重心长地说：“干啥都
不容易，都得能吃苦啊！”

父亲的秋收让我们体验到了生
活的重担，更受到莫大的激励。岁
月在秋风中一页页翻过，我和弟弟
都在远方的城市里立业成家，父亲
那宽厚健壮的腰背却日渐瘦削伛
偻。我们多次劝他和母亲进城，他

们也考虑过，但最终还是放不下那
几亩地。他说：“种地是咱的本分，
你们不用再干这活是你们的造化，
俺俩还得干！”

见说不动父亲，已成为小老板的
弟弟就给他算了笔细账：“一亩地累
死累活干一年，刨去种子、农药、化
肥，连两千块都赚不了，还不如进城
享清福呢！真闲不住帮我打理店面
也行。”父亲固执地说：“做人要会算
大账，没有这几亩地，你俩上得起
学？你们也不想想，现在种地不交税
不说，还能领补贴。庄稼人要是让庄
稼地荒了，良心过不去哩！”

话已至此，我们便不再劝了。他
的话虽然土得掉渣，却透着一种撼动
人心的力量，一股坚守本分的真诚。
由于这些，父亲的秋收有了更令人珍
惜的东西。每到秋收时节，我和弟弟
都尽量赶回去，帮二老干些活。秋
收，也成了全家人难得的团聚时光。

秋 收 的 脚 步 正 马 不 停 蹄 地 赶
来，我又拨通了老家的电话……④6

2013 年农历九月十八，令我刻骨铭心。
这一天的凌晨 1 点多钟，至爱的妈妈永远地
离开了我们。

那天，二哥在老家守候服侍病床上的妈
妈。将近凌晨 2 点，急促的手机铃声把我从
熟睡中惊起，看是老家的座机号码，我心里即
刻便有一种不祥之兆。二哥在电话里哽咽着
说：“咱妈……不行了。”尽管几天之前我回家
看过重病里的妈妈，也预感妈妈难以度过这
个寒冷的冬天，但噩耗传来，心里还是感到天
塌地裂般的沉痛。

心情几近崩溃。稍微平静下来，匆忙准
备行李，一家人立即驱车回家。儿子驾驶着
飞速般的轿车，疾驶在焦温高速公路。等远
光车灯射到温县收费站字样时，我知道距家
不远了，莫大的悲怆一下涌上心头，忍不住在
车内抽泣起来。一到家我就直扑到妈妈的床
前悲声呼唤：“妈！……”摸到妈妈身上热量
微存，我长跪在妈妈的床前，撕心裂肺、肝肠
欲断般地痛哭，只想把妈妈重新叫醒。泪眼
模糊中望着妈妈消瘦的容颜，我心如刀绞。
看到妈妈怀着无尽的眷恋、深深的遗憾和不
舍，紧闭着双眼，心里无论如何怎么也接受不
了这样的悲情伤景。我将再也见不到妈妈，
再也难听到妈妈的叮咛，再也难给妈妈说句
心窝里的话。“子欲养而亲不待”，我感受到
了自古圣贤也无法解脱的那种极端痛苦。打
我记事起，心底里就很愿亲近妈妈，或许是血
脉里的孝心使然，或许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百

善孝为先”的教化根深。妈妈曾给我说过，她
也是听说父亲是个孝子才愿意嫁到杨家的，
并非因为闻名远近的近现代杨家走出“两代
五名士、百年一将军”且被舒乙先生题赞的家
庭背景。也许是承袭父亲的基因，我们兄妹
孝敬妈妈尽心竭力暗自较劲。在我们兄妹 6
人中，我自感和妈妈的心最近。我大学毕业
参加工作不久，妈妈的户口就迁往城里，她和
我住在一起，近 30年。勤劳的妈妈每天在家
里做饭、看孩子、料理家务。妈妈在世时，特
别是妈妈年老患病后，我常安慰妈妈的肺腑
之言就是：“妈，您放心，只要我活着，您就不
会受苦受罪。”我深知，这也是妈妈从我身上
得到的最宽心的一句话。几十年来，我是这
样说，更是努力这样做的。父亲为了生计四
处漂泊，积劳成疾，怀着未酬之志，过早地撒
手人寰，家庭生活的重担落在妈妈柔弱的肩
上。妈妈平素少言寡语，乐观豁达，带领我们
全家人相依为命甘苦与共，历经诸多坎坷，情
感上难分难离。

四年前的农历十月初十，是妈妈的八十
大寿。妈妈一生勤俭，教育我们不要浪费。
我们听妈妈的话，没有去高档饭店大摆筵席，
各家来几个代表就在家中为妈妈祝福庆寿。
饭菜虽然家常，但浓浓的亲情让我们心中充
溢着幸福之感，妈妈的惬意欢心挂在饱经沧
桑的脸颊。我特地写了一篇《母亲八十》的散
文，作为献给她老人家的生日礼物。我的挚
友、播音员曹华兄，以情代声、声情并茂地朗

读并录制好 CD。妈妈心情不佳或感到寂寞
时，我就播放给她听，这成为老人家的一种心
灵慰藉。老人偏瘫后，语齿表达不畅，径直说：

“听曹华！”我们就知道老人家想听那篇文章
了。那是 2003年秋天，妈妈大病一场。为防
不测，春节期间，我在忙碌中抽出几天时间陪
妈妈聊天，有意和老人家漫谈一生的经历，仔
细认真地记录在本子上。过后，对有些时间、
地点、事件等进行了整理。回过头来看那篇饱
含真情实感的散文，我还是较为满意的。美中
不足的是，妈妈关爱人民子弟兵的一段佳话却
没写进文中。妈妈去世后，为老人守灵时，我
才从姐姐口中听到那段往事：

1971 年的隆冬时节，解放军进行野营拉
练途中，驻扎在我们村子里。我家刚好翻修
了四间土坯瓦房，准备给大哥结婚用，被大队
安排解放军某部一个班住下。那时正值滴水
成冰的寒冬腊月，鹅毛大雪漫天翻飞。有名
战士不慎感冒，妈妈操劳几天，为小战士熬小
米粥、擀面叶，配以姜汤，使得他很快恢复健
康。部队出发前还专门给妈妈写了一封大红
感谢信张贴在我家正门前。晚上部队为群众
放电影，专门讲了一段“安乐寨的沙妈妈”，说
的就是我妈妈关心解放军的故事。“沙妈妈”
是“文化大革命”时经典现代样板戏《沙家浜》
中的角色，她在抗战时期，厚待八路军 18 个
伤病员。我们村子不仅历史文化丰厚，而且
具有优良的革命传统，上世纪四十年代前曾
是温县地下共产党组织秘密居住的地方。薪

火相传，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妈妈也因为
热爱人民子弟兵而成为新时代的“沙妈妈”。

妈 妈 过 了 八 十 ，儿 孙 满 堂 ，晚 辈 有 35
人。老人家本该颐养天年、享受四代同堂的
天伦之喜，可无情的病魔袭来，妈妈由多年的
高血压糖尿病脑血栓并发症扩展为半身不
遂，身体每况愈下，逐渐失去自理能力，全靠
我们兄弟姊妹轮流陪伴看护。妈妈瘫痪五年
多，躺床两年多，身上没有褥疮，这是不容易
做到的。

送别妈妈那天，我们按照有关乡规习俗，
秉承妈妈的遗愿，就在我们的院子里为妈妈
举办了一个简短庄重的告别仪式。亲人乡邻
和同学朋友也赶来向老人表示哀悼。让我们
最感动的一幕是，村里几位年逾九旬的长老
相携到我妈妈的棂前，老泪纵横，祷告祈愿。
妈妈仙逝后，从此阴阳两界，天人相隔，只有
在梦中才能重回妈妈温暖的身旁，看到妈妈
不知疲倦忙碌的身影，重见一家人承欢膝下
其乐融融的温馨时光。每次我都不愿醒来，
每次醒来都要经历长时间的心酸难耐，枕边
总是一片湿漉。

妈妈，您的儿子无时无刻都在想念着您，
想念您亲切地呼着我的乳名，想念您深夜在
煤油灯下为我亲手缝制的新衣，想念您变着
花样为我做的可口饭菜，想念您在我生病时
的疼爱，想念您在我忧愁烦闷时的宽慰，想念
您在我远行他乡时的牵挂，想念您对我工作
热情的激励，想念您对我一生的教诲……④6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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