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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登带爬会
登爬七仙岭虽然是去年的事，但那情景至今仍使我
记忆犹新。去年 7 月 27 日，我们几位老师家长结伴，带三
个小孩，一行九人，游览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的七
仙岭。上午九时许，我们登上七仙岭的台阶，开始领略登
爬七仙岭陡坡的滋味。
进入检票口，站立于山脚时，放眼远眺，七仙岭云雾
缭绕。七仙岭海拔 1107 米，陡峭险峻，天然绝壁，是攀岩
的好去处。爬上石阶，一条全程 2300 米、约有 10000 个台
阶的登岭栈道，似七仙的飘带，从山脚延伸到七仙岭第二
峰——登仙台。一段段石阶斑驳的石块，记载着路人那
或轻盈 、或沉稳、或趔趄的各种脚步，装着多少游人滑落
的汗珠。栈道两旁，有各种各样的热带植物，一棵棵榕
树，高大粗壮；一株株藤萝爬蔓，将那满目的翠意铺张得
蓬勃繁茂；一阵阵山风，捎寄着山花的花瓣，掖裹着自然
的芬芳，令人陶醉……
然而，我们顾不上欣赏这大自然的景观，一心只顾
朝着山巅奋力登爬。开始，每人前后只有几步的距离，渐
渐就越拉越远了。三位不同年级的小学生，远远地登爬
在最前头；距离小学生 100 米左右的是登爬耐力较强的
青壮年人；登爬在最后的是那位年迈的老阿姨。老阿姨
坚持爬到了 1000 米处，实在是爬不动了，只好往回走。
多数的路段都很陡，每爬上一个台阶，都很吃力，剩下的
几个人几乎都累得气喘吁吁，大家一边爬一边互相鼓励，
“加油加油，目标就在前头！
”
这一天，天公不作美，从开始的绵绵细雨到滂沱大
雨，下个不停。不管是少数打雨伞、披雨衣的，还是多数
没带雨伞、雨衣的，都是从头到脚被淋透，活像个“落汤
鸡”。风急雨大，没带雨伞、雨衣的，为了遮挡些风雨，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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捡来工人修剪后丢在草地上的芭蕉叶充当雨伞，周身湿
透，温度又低，但大家还是咬咬牙往上爬。
越是往上，坡度越陡，举步维艰。几个小时过去了，
大家十分疲乏了，腰酸了，膝盖关节痛了。每向上迈一个
台阶都很艰难，有的脚膝盖关节痛得实在无法正面行走
了，便拽着设在栈道两旁的防护铁链，侧面一步一步地踱
着。 确实累得不行了，就放慢脚步或在路旁休息。实在
饿得慌了，就吃点干粮充饥；口干舌燥了，水喝完了，就伸
长舌头舔一下从脸上滑到嘴边的雨水。风雨天，栈道上
偶尔看到几位登爬者，听不到人的声音，唯有那阵阵的知
了叫声和雨水飘落在树叶上的声音。
几经周折，我们总算爬到七仙岭第二峰峰顶——登
仙台，这时依然是风雨交加。我们站在登仙台，抬头仰望
眼前并排着的一条条滴水的铁索和湿漉漉的斜形山壁，
听着铁索随风拍打山壁“噼啪噼啪”的响声，真有几分生
畏，但缓过神来，还是抓着铁索，依山势奋力向上攀登
……爬呀爬呀，我们已与七仙融为一体。
登山难，下山也难。我们顶风冒雨，拖着疲乏的身躯
下山。当我们下到一半山坡时，风雨来势更猛，只能暂时
到路边的榭亭坐下来避雨。这时，一位家长问三位小学
生：
“你们累吗？”
“累是累，但我们能坚持。”一位小学生回
答道。这位家长又说：
“在学习上也会遇到困难，只要我
们像登爬七仙岭一样，有坚强的意志和顽强的毅力，就能
克服困难攀登高峰！”
“ 是！”三位学生异口同声地回答
道。雨渐渐停了，时钟那嘀嗒嘀嗒的脚步声已滑过了五
个多小时，我们下了山坡，回到了宾馆。
这次连登带爬会“七仙”活动，实在令我们难以忘
怀！
（黄慈洲）

据新华社上海 6 月 11 日电（记者孙丽萍）
六卷本文学访谈录《对话百家》新书发布会近
日在上海举行。这套丛书收录了王蒙、王安
忆、迟子建、莫言、贾平凹、陈忠实等 130 位当代
中国作家的对话实录，以文学照亮心灵。
据悉，
《对话百家》丛书由青年报社联合百
花洲文艺出版社推出，分为《安顿灵魂》
《文化
酵母》
《精神胎记》
《生命暗道》
《光的方向》
《世
相人心》六卷，其收录的作家既包含 17 位茅盾
文学奖得主、60 余位鲁迅文学奖得主，也覆盖
了学者型作家、先锋派作家等类别。
众多作家在访谈中敞开心扉，讲述自己在
文学道路上艰难跋涉的历程。作家张炜耗时
22 年写就 450 万字长篇小说《你在高原》，只因
有一个声音在内心告诉他“如果不写完这部作
品，恐怕一生都不会安宁”。麦家的长篇小说
《解密》经历 17 次退稿，他却从不放弃，戏言“每
一次退稿对作品来说都是
‘打铁’”
。
以保护和抢救民间文化著称的作家冯骥
才在访谈中坦露心迹：
“如果一直画画，我可以
成为富翁，也可以庸俗地住进豪宅，但是我偏
偏选择了做文化抢救。”
作家潘向黎则寄言当下中国年轻人，愿文
学让他们的心灵有光，
“ 每个人都有一次成为
诗人的机会，那就是在青春岁月中。相比过去
的青年，现在的青年人审美独立，内心强大，有
一种不盲从的精神，这都为文学鉴赏和创作提
供了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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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铝合金衣柜、橱柜、酒柜、鞋柜及屏
风18907584936万达广场

法律咨询
▲法务(打官司)咨询与服务
13907575430

工商税务
▲公司注销、公司注册、资质许可
南宝大厦 608 室 15289830718

大型农场转让
联系人：
孙先生 13337668927

现转让海口国贸大道海韵椰庄别
墅一栋，建筑面积：419㎡，底价：
705 万元，2019 年 6 月 12 日止。
肖先生 13078966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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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建咨询
▲私宅报建咨询，求购有证私宅。
现金求购二手房 13876002822

沙发翻新
▲专业翻新包厢卡座.软包.硬包床头.
椅子.沙发换皮换布 13807594989

驾校招生
▲驾校招生 A1、A2、A3、B2、C1、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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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闸门
▲专业生产电动卷闸门、铝合金门、维修
卷闸门。18789015776、13876965728

搬 家
▲永兴搬家公司电话:13976638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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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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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售
▲占地 547m2 文昌铺前渔新街私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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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对中高考

山东大学老师带你攻克英数物化生，
严 格 筛 选 ，重 点 辅 导!13687503268

别墅转让

寻“海糖小区二期”的邻居，
电话：13876019622 邓工。

1、东方大道 29 号 21 间临街铺面、
26 套空置房。2、海港路某院区。
联 系 人: 蔡 先 生 13907526386

海甸岛 经营中 酒店出售
建面 9474 平，
总 126 间
手续齐全 0898-66660138

空土地出租 140 亩空地，有林权
证，有井，有房，有几亩水沟，还有 39
年，急售 110 万，18976272712 陈小姐

征婚交友
▲优美雅社婚恋介绍 婚姻疗愈 形象礼仪
13379890289、68520585

园林绿化
▲花卉出租 花木种植13322027316
草坪修剪 树木锯枝13322027316

装修防水
▲承接泥工、木工、水电防水、涂料工、全
包半包等，13078980837
▲室内外装修、防水、旧房改造、外墙清洗
拆装、钢结构等 18876699286

初三高三考中后收费

中高考签约 一对一 全日制 13976996417

防水补漏
▲免砸砖治漏水:海南防水
保温协会麦工 13807600891
▲免砸砖补漏包好，专治疑难杂症补漏包
好，免费上门查看 13976651238

旺铺转让
▲宝驹花园建筑面积 560 平方米，月租
3.8 万元 吴 15808943338
▲椰海建材城门窗店 150 平方米低价转
让，电话：15308953965

招 租
▲南海大道有 500 平米厂房仓库出租，李
13034986912

家 政
▲真意达家政 保姆月嫂 照顾老人 开荒保
洁 68558857 国贸海德堡酒店 8 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