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儿童节随想
儿子最近很忙，早出晚归的那

种忙。妻子把他接回家，已是晚上
九点多了。我把手里的杂志往旁边
一扔，“你说，一个才上小学四年级
的孩子，至于忙成这样吗？”儿子没
搭理我， 从书包里掏出练习册，独
自到书房写作业去了。

妻子压低声音瞪我 ：“能被选
上参加‘六一’演出，这是多少孩子
梦寐以求的事情。明天就要正式登
台了，你不鼓励他就算了，还打击
他的积极性！”

我悄悄来到书房，儿子正趴在
书桌上赶作业。看着儿子疲惫的样

子，自己过儿童节的情景在眼前逐
渐清晰起来。

那时候，为了迎接儿童节的到
来，老师会提前几天给我们布置任
务：每个小朋友，不管用什么形式，
到时候都要表演一个节目。我们课
下做完作业，有的同学自发排练舞
蹈，有的同学搭伴说相声，我最大
的爱好就是吹笛子。为了追求“艺
术效果”， 我一个劲地央求爸爸带
我到城里买笛膜。夕阳西下的山坡
上，笛声飞到每一个角落。联欢会
上，大家轮流上台表演节目，没有
名次，每个同学演出结束后，都会

获得一片掌声。 我印象最深的是，
“六一”儿童节那天，老师绝不会布
置作业，我们玩得很尽兴。

功夫不负有心人，儿子的 “六
一”演出圆满成功。我摸着儿子的
头，准备向他祝贺。小家伙长舒一
口气，说：“老师表扬我们了，说领
导看了我们的表演非常满意！”“那
你自己满意吗？”“我有什么满意不
满意的？”儿子喝了口水，“老师说，
如果这次演不好， 领导一生气，校
长会挨批，校长一生气，老师就挨
批，老师一生气……不过 ，现在终
于熬过去了，我得好好睡一觉了。”

儿子很快进入了梦乡。看着他
头上冒出的细汗，听着他轻微的鼾
声，我不禁思绪万千。“六一”儿童
节，原本是为孩子们快乐的童年岁
月增添靓丽风景的节日。 那天，孩
子是世界的主角， 美味可口的食
物，趣味无限的游戏，漂亮的花衣
服，全新的鞋子。每个孩子在那一
天的笑容应该就像向日葵般灿烂。
可如今， 儿童节还真正属于孩子
吗 ？商场里 ，儿童节是营销 。学校
里，儿童节是汇报……

我有些不解，“六一” 儿童节，
到底是给谁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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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动童年

跳绳

任你将那根长长的绳

荡成一条河，难不住我
一个箭步穿过

任你将那根长长的绳

荡成一条江，从容展翅
大江上踏波踩浪……

任你将那根长长的绳

荡成一张网，我就见缝插人
尽兴舞蹈，悄然退场———

就这样，你跳、我跳、他跳
你荡、我荡、他荡
荡成一弯彩虹，挂在童年路上

跳木马

初级:四肢落地
中级:两手握紧小腿
高级:双手撑膝

人马当木马

一张张笑脸飞了过去

最是按马那一刻

两条腿绷成鹏鸟双翼

矫健又帅气

都叫它捺水鸡子的本土游戏

每回都让我人仰马翻嘴啃泥

滚铁环

睿智而聪颖的祖先

取日之圆、月之圆
合成一个金属的圆环

陪伴子孙滚动童年

前拉，后推，掏螃蟹
爬坡，上坎，急转弯……
无一能阻拦

将每个太阳十五的月亮，滚圆
将每天的笑容，滚圆
儿时只顾玩，彻悟猛然间:
滚铁环，只能向前！

打弹弓

将Y状树枝桠握在右手上
左手将两根橡皮筋拉得长长

———剑拔弩张

不因为农村有天然靶场

就信手拾得百步穿杨

弹无虚发非凭空

射掉的弹丸用箩装……

嘴里哼着啷的个当

也算得一支小小武装

个个裤带上别着佩枪

抽陀螺

没钱买你车出来的标准模样

我们的全副武装:
一截树棍底部削成尖锥状

一根烂布条作抽带

小树枝抽竿握手上

终于有机会比赛登场

真可谓土造对洋枪

项目:陀螺对撞
结果:土枪打了个胜仗

土头土脑的童年，也很风光

地理与生命的延伸
十九世纪挪威探险家弗瑞德约夫·南森，被誉

为“现代极地探险之父”。在其时兴起于欧美各国
的极地探险热潮中，北极点犹是充满想象、魅力无
穷的未竟之地。 南森广为阅读并研究过去探险的
相关文献与方法，观察且记录自然界种种变化，包
括气温、冰层、植物、洋流和爱斯基摩人的生活，提
出了“极地漂流”的理论，让船舰冻在北极附近的
冰块中，随洋流漂至北极点，这种以顺应潮流取代
冒进抗逆的方法，与老庄哲学中柔能克刚、因势利
导的概念不谋而合。 南森开始了史上首次航向北
极的重大实验。

南森与自己设计的适应极地航行的 “法兰姆
号” 在1893年启航。 船舰备有五年存粮。“法兰姆
号”犹如顶级豪奢的邮轮，南森形容其“完全就像
将整个欧洲带在身边”，他因为活得过分舒适而感
到羞愧。当船舰无法漂流到接近北极点时，他改以
狗拉雪橇与皮筏的方式， 由二人带着二十八条狗
继续前进，艰辛的旅程才算真正开始。因为粮食有
限，必须精算人与狗的体力耐力，采取一边前进一
边屠狗喂狗的策略。 热情与冷酷并存的过程令人
不忍卒读。最终虽未达北极点，但在1895年4月7日
抵达北纬86度14分，打破人类当时北行的纪录。终
在1896年返回家乡挪威。

何为探险的意义？脱离舒适圈，把自己抛掷在
不确定且可能牺牲生命的绝境， 探求真相摸索规
划。这不是浪漫，而是人生与毅力的检试与锤炼。
在极地，人的视觉感官在极端环境下产生迷惑，譬
如因雾气掩映而以为撞到巨大冰山， 趋近才知只
是漂浮的汽油桶。时间亦难以辨识，永昼的阳光，
导致生理时钟紊乱无序，曾经起床以为早上六点，
从阳光照射的方向才发现竟是晚上， 足足比平常
多睡了十二小时。有时时光飞速，处在措手不及的
备战状况，有时接连数月，时光静止不动在原地打
转，漫漫长日不知如何消磨。

长时间应对突如其来的各种变化， 使初始的
自信变得患得患失，而要解决接踵而至的问题，必
须面面俱到快速应对，困顿与对抗，使内在的潜力
被不断激发……探险队成员各擅胜场， 各有斩获
与故事，对这未知领域的观察，一如千变万化的北
极光，美不胜收无以言诠，只能尽量图绘实景，留
下第一手纪录。《极北之旅》就是南森的探险日记，
其精美的景色，惊险的过程，精彩的文字和精到的
哲思，如冰晶般令人屏息。

《极北之旅》
宇宙的不可思量超出人的肉眼和意识想象，

旅行不仅是地理的、更是生命的延伸。带着异地的
眼光回返，尤其是历经那段未知之境的洗礼，生命
更借此扩大到广袤无限的空间， 感受到过去不曾
感受到的境界。当再度面对现实人间，该会有另一
番体悟与心境吧！

极北之旅后， 南森因为他在国际上的高知名
度， 代表挪威参与多场外交活动并出任挪威第一
任驻英大使。从这部《极北之旅》中可以看到他的
热情与活力，充满哲思的文采和对生命的关怀。

写给将要高考的女儿
亲爱的女儿：

夜已经深了 ， 站在阳台上远
望，人家窗户里的灯，一盏又一盏，
已经相继熄灭， 喧嚣了一天的城
市，正在悄悄入眠，而你的房间里
啊，灯火依然通明。我已经洗好了
苹果，牛奶也温热了，多么想推开
你的房间，轻轻说一声：丫头，吃点
东西，歇一歇吧！

可是 ，我不敢 。因为 ，你曾说
过，过分的照顾，只会增加你的心
理负担。你还说，老妈整天忙工作，
写稿子，已经够累了，天天再陪着
熬夜，你会心疼。你让我好好保养

自己，不许变老，因为将来有一天，
你还想带着我畅游世界呢。

好，丫头，我就听你的。当你伏
案夜读时，我会光着脚丫在黑暗中
摸索， 无声无息地为你准备食物，
然后，拉上厚厚的窗帘遮挡卧室的
灯光， 制造出我早已入梦的假象。
你似乎轻松了不少，可是我的傻孩
子啊， 如果我真的那么早就休息，
怎么不管你学习到多晚，牛奶都会
是热的？呵呵，只要你能安心，这样
也好。

丫头，还记得每次翻咱们家的
相册，你总会很惊讶地问：小时候

的我，怎么总是那样快乐？每张照
片，眼睛都笑成了一条缝……亲爱
的，因为我从不勉强你做过多的努
力。你牙牙学语，我从不勉强你背
诗词，总是买回来大堆撕不坏的小
画册，让你在快乐的游戏中增加知
识。上学的年龄，别的孩子上各种
特长班，亲爱的，我们从不。我会带
你去书店淘书，去城外郊游，长时
间观察一只蚂蚁，一起救助一只受
伤的流浪狗……

这么多年了，只要你能按时完
成老师的作业，其他时间完全可以
自由支配。感谢苍天，我这种粗放

式的管理，并没有一塌糊涂，你的
成绩虽然总是居中，知识面却比同
龄人宽得多。

我一直都相信优秀的品质，良
好的心态，比分数重要得多，更能
决定一个人的命运，这是我能送给
你的，最好的生命礼物。不管高考
成绩如何，我知道，你都可以从容
面对，并以昂扬的姿态起飞。

丫头，夜真的很深了 ，咱们去
休息，一起做个甜美的梦吧！

永远深爱着你的妈妈

榴花笑
火红的石榴花，不知不觉中成

了初夏多彩的记忆。
南方的农村石榴见得少，一直

不太留意它。读木心，看到他在《狭
长雾围》里说，“石榴脸难看，笑好
看”，不甚了了。仔细想想，还是有
意思的，熟了的石榴，粗看淡黄里
透着红艳，颜色是不错的，可凑近
了细看，才发现石榴表皮粗糙且多
小黑点，开口处咧嘴如憨笑，木心
所说的“笑好看”大概是说石榴果
实的开口笑了。

“五月榴花照眼明”。去骊山是
在初夏的一场雨后，不知道骊山脚
下有大片的老石榴树，也不知道此
次骊山之行竟是一次与百年榴花
的艳遇。 骊山脚下的老石榴树不
高，树干虬曲百结，奇崛如老梅枝

干。榴树浓密的叶子闪着湿雨的流
光，翠绿得可爱。石榴花开得正艳，
如火红的灯笼，星星点点的挂在枝
头，花瓣一重重地张开，如鲜红灿
烂的笑脸，木心的话，可能也是在
说石榴花开，灿然若笑吧。

灿然若笑的榴花，惹笑了看花
人。“荒台野径共跻攀, 正见榴花出
短垣。绿叶晚莺啼处密,红房初日照
时繁。”欧阳修《西园石榴开》中的
榴花含羞欲语，伸出短垣的细枝上
缀着繁密的榴花朵朵，翠绿映衬中
的火红是属于乡村的艳丽，一如邻
家女孩素静雅致中的热情，与出墙
红杏的热烈不同，我们看到的是如
村姑般的调皮与娇俏。

董桥在《砚边笺注 》里写榴开
百子砚：“砚是旧端， 大不盈掌，水

坑子石，色青灰而带蓝紫，镌大小
石榴六枚。大石榴化成砚堂，抚不
留手， 还长出绿豆小的一颗石眼，
比砚侧那半潭累累石榴浆果还要
小； 砚底正中隐然一钟宿存花萼。
砚头深刻老枝蔓叶， 绕向砚背；大
的那枚石榴拨开对生叶片，绽为墨
池，池内又是一簇浆果。另一枚则
款款相依，果皮上分明一轮昏黄的
石眼，牵连一片嫩叶，呵护叶下的
小石榴。”一幅砚面用心地雕琢，就
是一帧精致的宋人工笔花卉小品，
置之几案，可以久久玩赏。“砚背榴
叶风前舒卷，衬起体体贴贴一双石
榴，一个果皮上有石眼凝脂，色淡
如雾月， 一个半藏在绿阴之下，不
舍不分。”运刀如笔的技法，让石上
的石榴更加神似而卓有韵趣。一方

旧的榴开百子端砚， 置于案头，想
来定是董桥先生的所爱。石榴绽为
墨池，也是文人的开口而笑吧。

去徽州看老房子， 总会莫名地
喜欢老房子上的雕刻， 喜欢雕刻上
停滞着的、忘却时间的遗世之美。老
房子上，缠枝、连缀的石榴也是常见
的，他们或镶于门楣，或嵌于窗棂，
或雕于四壁，或刻于房梁，或踞于藻
井，是那种直观的简单。古人将美好
的祝愿和期望都雕琢其上， 何其简
单， 又何其智慧， 每日住在里面的
人，应该有着被幸福环绕的感觉吧，
感叹于古人生活的精致和艺术，将
石榴花开的火红和榴开百子的幸福
都融进了生活的开口常笑中。

路过五月，我看见榴花笑了。

《大数据之眼》
解读技术背后的危机

互联网时代， 关于
大数据的文章很多 ，主
要可以分作两类：

一类写给专业人
士， 为企业发展谋划出
新蓝图。 一类写给普通
大众。 让人明白大数据
在个人生活中的益处和
危险， 合理利用自己的
资源获得利益。

《大数据之眼：无所
不知的数字幽灵》 无疑
偏向后者。 这是一本让
一个普通人都能看懂大
数据对自己生活细微影
响的书。 它教你守护个
人隐私和个人尊严 ，指
导你从现有的数据资源
中赚取更多的财富 。在
后大数据时代， 大数据带来的危机被越来越重
视，本书告诉你社会和个人在何处受到损害，并
提供解决途径。

《口岸往事》
记录海外侨民在中国的
百年生活图景

这是一部英国汉学
权威学者努力沟通中西
文化的用心之作。 鸦片
战争后，五口通商，由此
开启整整一百年的条约
口岸历史。 作者通过大
量侨民的回忆录、笔记，
描述了侨民色彩斑斓的
生活， 见证了这一百年
里诸多历史事件。 作者
是一位对中国历史富有
同情心的英国人， 娴熟
中文， 能熟练驾驭中美
文献资料，因此，本书填
补了中国学者因语言材
料所限， 难以一窥海外
侨民在中国多重景象的
空白。

何为探险的意义？脱离舒适圈，把自己抛
掷在不确定且可能牺牲生命的绝境，探求真相
摸索规划。这不是浪漫，而是人生与毅力的检
试与锤炼。

荐书榜

《口岸往事：海外
侨民在中国的迷梦与

生活（1843—1943）》
[英] 吴芳思
新星出版社

《大数据之眼：无
所不知的数字幽灵》

[德]
尤娜夫·霍夫施

泰特

浙江文艺出版社

将每个太阳十五的月亮，滚圆
将每天的笑容，滚圆
儿时只顾玩，彻悟猛然间:
滚铁环，只能向前！

石油 的片断
黑色的石油，请告诉我恐龙的

肤色。
那时的太阳一定是绿的，无边

无际地孵着地球。
从什么时候起 ， 那绿色的世

界，决然开始了向岩层的出走？
黑色的眼睛， 黑色的弓箭，在

黑色的岩层下潜伏什么？
或许 ， 他们疲惫于自己的深

刻 ， 需到阳光里透一口气———于
是， 我见到了那些渗出地面的石
油。

人类与石油是在什么路口相
遇的？又将在哪个路口分别？

岩层的下面 ， 挂着石油的时
钟。

黑色，是一个终结 ，亦是一个
驿站。

它拥有一个燃烧的名字，但又
不仅仅属于燃烧。 在它的核心处，

有一座绿荫环抱的小屋，等待远行
的游子。

有时，石油潜的那么深 ，以至
于旋进的钻头仿佛探入了虚无。

操纵着钻井的刹把，三千米下
的钻头突然被地球咬死了，一种从
未有过的恐惧———从黑暗的深处
升起。

把石油提升一层，双脚便下陷
一层，不会误差一分。

在经过断裂、分解、合成之后，
石油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变形记。当
然， 它比卡夫卡的大甲虫威风多
了，它披上各色时装，如从蛹的黑
暗中脱出的彩蝶一般，飞上了高高
的广告牌。

然而，石油缄默着 ，仿佛魔术
师的黑袍，任观众兴奋地从里面抽
着一匹似乎无穷无尽的彩布，直到
突然发现真正属于自己的衣柜空

空如也。
水井与油井：一个为生命所必

需；一个为现代生活所必需。
电视塔与井塔：一个鹤立于喧

嚣的都市； 一个漫游于空寂的旷
野。 一个仿佛傲然的城堡主人；一
个仿佛挺剑拓疆的士兵。一个试图
霸占地面以上的空间；一个则竭力
地向地穴掘进———但在利润的管
道，他们合流了。

奥顿，在为他的现代伊甸园设
计的动力资源中 ，有风 ，水 ，泥炭
块 ，煤 ，但摒弃了石油 。他是明智
的， 因为石油有如此之大的魔力，
足以诱惑他的夏娃偷吃禁果。

我们是否过早的与石油相遇，
它的发还是乌黑的。我想听一段更
为悠久的世纪。

与宇宙的黑洞对应，没有生命
能从石油里回来。

我们的居所， 电器， 桌椅，餐
具，衣饰，旅行……无不为石油所
包围。我们的一部分是否已陷入了
岩层？

我们仰望太阳时，那一片晕眩
的黑斑，是否属于石油的组成？

墨镜后的时髦世界，似乎罩了
石油的影子，而有了开采的价值？

能否点亮这样一盏黑色灯笼，
去岩层深处游寻？

有一条小路，随它的世纪沉陷
到油层里去了，我们还能把它擦拭
出来吗？

从某个角度说，西方的眼睛属
于海洋的蔚蓝，东方的眼睛属于石
油的深黑———那种深沉 、 神秘的
黑，禅坐于永恒的岩窟之中，沉思，
或回忆。

人类与石油是在什么路口
相遇的？又将在哪个路口分别？

岩层的下面，挂着石油的
时钟。

把石油提升一层，双脚便
下陷一层，不会误差一分。

我一直都相信优秀的品质，良好的心态，
比分数重要得多，更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不
管高考成绩如何，我知道，你都可以从容面
对，并以昂扬的姿态起飞。

关注
□ 刘改徐

石榴花开得正艳，如火红的灯笼，星星点
点的挂在枝头，花瓣一重重地张开，如鲜红灿
烂的笑脸， 木心的话， 可能也是在说石榴花
开，灿然若笑吧。

时节
□ 章铜胜

“六一”儿童节，原本是为孩子们快乐的
童年岁月增添靓丽风景的节日。那天，孩子是
世界的主角。 每个孩子在那一天的笑容应该
就像向日葵般灿烂。

别调
□ 韦良秀

知见
□ 庄晓明

悦读
□ 俞国荣

流光
□ 童嘉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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