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崎岖的山路被柏油覆盖

沿着一条由万千溪水

汇集成的河流

从村庄的东头

穿过了西头

金黄的麦田拖着

沉甸甸的麦穗随风起伏

多彩的蝴蝶在胡麻地里

尽享着蓝色锦缎式的花海

放眼望去，那一座座

穿着深绿色夏装的高山

就是为了守护这儿

炊烟袅袅的村庄和村庄里

朴实的人们

当兔儿花用它那

淡紫色娇羞的神情

扣响了夏天的门铃

丁香花就再也包不住

那浑身散发的香气

鲜红的山丹丹花

用年轮的花瓣

彰显着它王者的风范

却也躲不过松鼠的青睐

一坡坡黄灿灿的黄花菜

试图勾引着蜻蜓和蝴蝶

却被深山里清脆的鸟叫声

偷走了芳心

河里的鱼儿顺走了

我童年里宝贵的凉鞋

山涧里的松柏树

扯坏了精美的蘑菇框

田野的玉米地

至今还跑丢了

一颗没熟透的西瓜

梦中的眼泪淋湿了

童年的记忆

还有好多被遗忘的东西

在梦里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李忠

梦回故乡梦回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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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曾经的同事刘培英

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接到 669661
的来电了... ...

虽然是意料之内、情理之中的
事儿，但当尘埃落定之时，依然让人
一时难以接受。

这几年作为陪伴你最多的我们，
是看着你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见证
了你从手忙脚乱的小文员，变成了成
熟稳重的办公室主任，在工作上事无
巨细、炉火纯青，我们没得挑。

真的是打心底里舍不得，都是
一起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的好同
事、好兄妹，可以负责任的说：我们
离不开你。如果我们是打仗的兵，
那你就是军需官，负责输送粮草，这
是对你无比的信任和依赖。其实，
正是你一直以来督促、鞭策着我们
将工作一步一步规范。

但是这一次，是你掉队了、是你
没有重新回到工作岗位来，不管你
的理由多么有道理、也不管你的条
件多么不允许，作为惩罚，我们一致

决定，下一次抢红包就不带你了。
再见了，亲爱的好同事好朋友，

我们会一直想念你，但我们也会重
新去信任别人，也会有其他人陪我
们一起向前走。你现在已经有了幸
福的家庭，以后也会有新的工作，凡
是过往、皆为序章，现在去书写你新
的篇章吧，你一定要更努力、更认
真，女士也不可以不弘毅，一样的任
重而道远，你的人生才会越来越精
彩。

那么，就此别过，后会有期。
最后，一起来看看你曾今的同

事大哥们，写给你的离别寄语吧：
乔经理：天安是一个温暖的大

家庭，随时欢迎像你这样实干的女
孩。

王经理：任重而道远，不要太在
乎身旁的耳语，因为未来是你自己
的，只有你自己能给自己最大的安
全感。

贺经理：珍惜在一起的工作时

光，道一声保重，愿家庭幸福，事业
再创佳绩。

陈子真：不说了，先干为敬。
刘程广：常回家看看。
郭军：絮叨的心烦，但是工作有

所进步；没了你的絮叨、心是不烦
了，但工作也原地踏步了。因此，还
是想念你的絮叨。

张龙：祝未来充满幸福。
高亮：拳头缩回来是为了更有

力的出击，暂时的休整是为了重出
江湖的那天。

尹文杰：在新的环境里，希望你
开开心心的。

刘帅：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
人不识君。

韩杰：祝家庭幸福美满。
张维维：巾帼生在英雄年，驰骋战场
洒热血；苦口婆心几许年，兢兢业业
未抱怨；如今喜迎麒麟儿，荣升母爱
传佳话；而今战场无巾帼，静待归来
洒热血。

天空中，太阳只剩下一线轮
廓，悬在半空，四周被一股黑沉沉、
阴暗暗的气息笼罩。孙悟空坐在山
坳里，低着头，好久好久，直到猴崽
子们打退进犯者、自己也损失惨重
着来到他身边的时候，他依然没有
抬头，头上的毛发纠结，像只怪
物。这个入定者，是佛！又是仙！
只是姿势有些怪异，蜷缩起身子，
像个腹中孕胎。

又过了四十五年以后，孙悟空僵
直着身子，嘎巴巴站起来，舒活舒活
筋骨，又前后左后晃晃头，狠狠打了
两个喷嚏、放了几个臭屁，剩下的二
十来只猴崽子怪物们听见了，就“唰”
地一声，齐刷刷立起身，捂着鼻嘴，睁
着惊恐的大眼，一个个定定地看着孙
悟空。孙悟空咧开嘴，冲着他们，嘿

嘿、哼哼笑了几声。
“你们看看他，看看他，九十年

过去了，还是这副怂样子！”孙悟空
指着猪八戒、对着猴崽子怪物们说
到。“不过，好歹算是长起来了，五
脏六腑也有了，再有个三二十年，
也能成个人了。”

猴崽子怪物们围着孙悟空和
猪八戒，看看孙悟空，又看看猪八
戒，又扭过头瞧着孙悟空，嘿嘿、呵
呵干笑几声，有几个老成的，还有
点不好意思，你看，他们躲在猴崽
子们身后，你动我一下，我捣你一
拳，两只手揪打在一起，身子摇摇
晃晃，站定了，偷偷瞅一眼孙悟空，
见他脸色如常，咧开嘴笑了。

孙悟空挥挥手，看着猴崽子们
说道：“孩儿们，建功立业去吧！领

着你们的猴子猴孙，建一座大城，
立一杆大旗，顽闹去吧！繁衍去
吧！让河水长流！让土地重新生长
出庄稼！让你们的子子孙孙遍布这
土地！要让这风，不再肆虐！要让
这黑暗，永不再黑暗！要让这黑暗
里生出光明，要让这黑暗里生出希
望，要让这黑暗里生出人情！要
让、要让这愿望统统都在这片他妈
的土地上实现！实现不了你们就统
统去搞女人，永远不要回来了……
去吧！去吧，去建吧，去建吧……让
这头呆猪睡起来的时候看看，看看
他想要的都是点什么鬼东西！”

猴崽子和他们的子孙们，怔怔
地看着孙悟空，嘴大张着，说不出
一句话来。一只人不人、猴不猴妖
怪嘴张一张、张一张，嘶嘶，嘶嘶，

吐出一句人言：“孙、孙祖、祖爷，爷
爷，好、好呀……”就被他妖怪老子
敲了一暴栗。

小妖崽子弓起身子、昂着头，支
楞起眼，盯着他妖怪老子，嘶——又
挨了一暴栗。

孙悟空挥挥手，说道：“去吧，去
吧！把种子都拿上，分给他们，再
不要为敌。去吧，去吧……”

几只猴崽子看着孙悟空，眼中
淌下了泪水，只见他们：挥着手，赶
着妖子妖孙，一步三回头着向远处
走，走远了，还回过头来看着孙悟
空。孙悟空蹲在猪八戒身骨旁，嘴
一张一合，不知说了些什么。

猴崽子们领着妖子妖孙走远了，
看不见了，开创他们的功业去了。

当猪八戒睁开眼，看见孙悟空

的时候，他问：“什么时候了？”已是
又三十年过去了。孙悟空看着他，
没有说话，也没有蹦跳，更没有擎
起金箍棒朝着天空乱捣，他看着猪
八戒，眼中流下了泪水。猪八戒看
着他，笑了一下。

“八戒，老孙我还记得当初看见
你的时候，你黑脸短毛，长喙大耳，
穿着一身青不青、蓝不蓝的梭布直
裰，系一条花布手巾，现如今百二
十年过去，你一身白骨生肉体，倒
比我有九分像人了，可喜，可喜。”
怎见得他模样，只见：

圆脸阔额剑眉浓，
身长伟岸真男子。

（未完待续）

最美瞬间

7 月 12 日上午八时
左右，天安公交东胜公
司 7 路 310 驾驶员正常
运营，正在发往运管分
局方向，途经欢乐谷与
区 二 幼 间 等 待 左 转 绿
灯，忽然听到后面传来
救护车鸣笛声，于是这
位师傅马上开车礼让，
让出了一条生命通道，
让救护车优先通过，为
生命的挽救赢得了宝贵
的时间。

笔者获息后经过核
实认证，网友郭利平师
傅 提 供 的 消 息 真 实 可

靠！当时驾驶 310 号车
的司机师傅是东胜公司
优秀驾驶员王换。他的
善举值得我们每一个人
点赞！

王师傅这一举动，让
出了文明的康庄大道！
让出了争分夺秒的生命
通道！让出了真善美的
大爱通道！让出了公交
人职业道德的风范道！
谱写了一曲铿锵有力的
赞美颂歌！王师傅给你
点赞！同时也给提供信
息，弘扬正能量的郭利平
师傅点赞！谢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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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光辉普照天安深处》 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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