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带雨林中!常会出现"独木成林#

的景象!一棵树木用它的树干!可以渐渐
繁衍出一片茂密的树林! 而这树林往往
能大大提高空气的湿润程度!改善气候$

看到这样的景象! 你怎能不对此木心生
敬意呢%一个家庭中!当看到孩子在活蹦
乱跳!绽放着美丽的笑容时!你怎能不对
长者心生敬意呢%

"不仁之至忽其亲&$ 我们的生活
不仅由自己编织而成! 父母和爷爷奶
奶' 外公外婆也在当中占着厚实的分
量$ 他们为我们操劳!养育我们!赋予
我们家庭的温暖$ 更重要的是!他们用
自己的方式培养我们的人格! 在我们
遭遇困难时默默地支持我们! 并在适
当的时候给予我们可"点醒梦中人&的
精辟鼓励$ 多少年少轻狂的人们!在被
现实的狂风暴雨击醒后才认识到长辈
深邃的智慧!长辈却从未计较!仍用平
淡而温馨的话语呵护他们的孩子们$

常言道()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
前$&说的就是老人的经验阅历对后辈的
作用$ 相传明朝朱元璋有次率兵打仗陷
入重围!在大山里转了几天!怎么都转不
出去! 后来听说附近有位老将军知识渊
博!遂去拜访求教$老将军对这带地形了
如指掌!作战经验丰富!经他指点迷津!

朱元璋终率军冲出重围$以史为镜!老人

的阅历'经验'智慧和顽强生存的精神皆
为我们的宝藏***一份取之不尽' 用之
不竭的宝藏$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长辈们
给予我们的恐怕比山还要重! 我们也许
不能报答其恩泽于万一$然而!他们希望
的也许仅仅是我们能多给一些问候!问
一声冷暖!常回家看看!一起吃他们做的
饭菜!晚上与他们聊聊天$ 可悲的是!当
今的许多人都走入了盲区! 夜以继日地
工作'赚钱!以为给长辈们买上一间大房
子!穿上一件厚棉袄!吃上好鱼好肉!便
是"尊老'敬老&$殊不知!"尊老'敬老&的
真实内涵在于精神上!在于行动上!哪怕
只是小小的细枝末节$

诚能天又变!则思告慰以加衣+工
作终!则思归家以就餐+临卧前!则思
盛水以暖足+ 得假期! 则思载其而回
乡+值其疾!则思常聊以宽心$ 总此五
思!尊老敬老!并扬"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之风气$ 若人人都能从这些小事上
尊老敬老!使"老有所终&!也许离"大
道之行&亦不远矣$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一位睿智
的长者更像是一颗饱经风霜的老树$

在这样的树下"乘凉&!惬意之后该想
到如何保护老树! 如何能让老树长出
新芽!那才是我们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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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着我!眼里布满笑意$ 我侧着头!眼中
满是凝重$ 看着你拖着拐杖吃力地拉开半掩着
的老式房门!动作滑稽可笑$你眼中蒙上一层灰
白! 犹如薄薄的皮蛋皮! 身板子瘦削得令人心
疼$ 我该怎么面对你!我的外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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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幼的我视你为第二位母亲! 肩膀宽厚!很
是健硕$你尤其喜欢牵着我圆乎乎的小手!为我将
来规划蓝图$"以后开大大的飞机!然后带我去玩!

好不好% &你说时!布满皱纹的脸上笑靥如花$

你包容我!犹如天上的小月亮$我的童年散
发着青草的气息!在你的身上打着滚!你!则是
小心翼翼地封存了我的童年(第一颗乳牙!用完
的铅笔头! 还有千辛万苦收集而来的奥特曼卡
片,,这些回忆!扎根在你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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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且年幼的我被迁徙外地的父母带走!机
场前!我依旧记得你潸潸的眼泪与上扬的嘴角$

闲云潭影!物转星移$ 再一次见你!你的眼中却
也模糊了我的身影$

"白内障$&你轻描淡写地说!脸上依然笑靥
如花$望着你混沌眼睛!眼角微微渗点杂质,,

我顿时一惊!满是厌恶$

那时的我年轻气傲! 看着你枯黄而青筋暴
露的手背!心中满是嫌恶$你握住我的手掌被我
挣脱开$我不晓得你有多心痛!只记得你肩膀在
颤抖!随即玩笑般地说道("小孩子长大了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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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拒绝了治疗!再见我!也变得小心翼翼生
怕惹我不快$

时间依旧飞逝而过!而此时的我!也如同雏
鸟羽毛日益丰满般! 思想越发成熟$ 我开始懊

悔!懊悔挣开了你的手!挣开了你的爱$

几年后再见!你连路都看不清了!只能拄着
拐杖慢悠悠挪动在老式房间内$

再看见你!依旧苍老而瘦削!依旧有着一双
布满眼翳的眼睛$

你望着我!眼带笑意欲言又止$

我看着你!眼睛凝重!思绪千里$

你拄着拐杖! 吃力地拉开半掩的老式大铁
门! 铁门吱吱声为空气里的哀愁添加了短暂且
刺耳的音律!让人内心为之一颤$

我走上前!握住了你的手$

我握住了你的手! 我将毫无怨言地陪你一
步一步走下去!从今以后!我会成为你的依靠$

因为你!是我最亲爱的外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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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树底下好乘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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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的童年!纯真的童年!每个人都有一个
属于自己的童年$

童年!一粒糖果也是甜蜜+童年!一个洋娃
娃也是满足$我!时常回想起那属于我的多彩童
年$

童年时!村前的小河是我们的乐园$"走!咱
们玩水去- &我们几个小孩异口同声地说$ 忘了
妈妈的叮咛嘱咐! 一切都抛到了九霄云外$ 笑
着!闹着!泼着清澈的河水!每个人的脸上都洋
溢着欢快的笑$ 我的童年就是这么快乐-

童年!乡村的稻田!黄昏的蜻蜓!都是快乐
的源泉$一只只美丽的蜻蜓!绚烂的翅膀在夕阳
的余晖下扇动$黄昏!柔和的微风拂乱了额前的
短发!我奔跑在田埂上!只为捕捉一只美丽的蜻
蜓$我却没注意到!金色的霞光洒在稻叶上的迷
人美景$ 追着蜻蜓!跑了很远!很远,,

童年的我!还曾经偷摘橘子$村里的橘子熟

透了!像一个个小灯笼!挂满了整颗树$ 还年幼
的我!很馋$秋天的午后!趁着人们回家吃饭!我
爬到树上!一边摘一边吃$ 咬一瓣橘子!清甜的
汁儿流进了心田$ 吃饱了!我扔下一堆橘子皮!

便拍着圆滚滚的肚子回家了$ 有几次! 吃得太
撑!跑得太慢!给大人们看见了!他们还"威胁&

我!说要告诉我妈妈!弄得我害怕极了$ 那种感
觉!就像还没熟的橘子!涩涩的,,

犹记得!那个属于我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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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我的童年

我想握住你的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