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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小说，讲述了冯家祖孙的故

事。

这是一部家史，记录了冯家几代人及周

边冯姓人家和至亲好友几辈人的生活场景。

比如：盐巴客的善良、村长的骨气、鸭客的

勤劳、二哥的忠诚、三哥的拼搏、四哥的智

慧、老五的执着以及小辈们融入新时代走南

闯北的创业精神，让读者感受到一个个颇具

时代特征人物的鲜活形象。

这是一部家乡史，描述了务川新田下的

一个小寨，从解放前到改革开放以后，发生

的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见证着老村长带领

大家从无到有，一步步实现有地可种、有饭

可吃、有衣可穿、有房可住的幸福生活。

这是一部时代变迁史，讲述了从民国时

期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淸匪镇反、农业合作化、

大跃进、四清运动、文革、知识青年上山下

乡、改革开放、新农村建设等，一步步中国

时代变迁的缩影。

同时，书中还包含了很多老父亲极具正

能量的做人箴言，让你受益无穷。比如他说：

“人在台上莫去捧他，要有骨气；人在台下

莫去整他，要有善心”“人莫要贪财，是你

的谁也争不去，不是你的争来也守不住”“人

吃不穷、穿不穷，计划不好一辈子穷”……

通读全书，朴实的语言、浓浓的乡音，

让人倍感亲切和温馨，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一

个家族近百年的兴衰起伏，更再现了新中国

成立以来黔北农村的时代变迁。全书将黔北

浓郁的乡土人文气息、历史文化，娓娓道来，

尤如一幅幅生动而丰富的连环画徐徐地展现

在你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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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常常趴着窗前想象着路的前

面是什么，渴望着长大，渴望着冲出家的束

缚，去远行，去高飞，去看看外面繁花似锦

的世界。终于，当我们足够长大，可以脱离

父母的怀抱，大步奔向路的前方的时候，我

们悲伤的发现，路的前面还是路，前面的路

更加崎岖不平，更加忐忑坑洼。一路前行，

看见了很多不同的人，经历了很多不同的事，

我们会因为那些我们认为不公平的事打抱不

平，带着我们自以为的正义，义正言辞地批

评着那些人和那些事，但却又突然发现，好

像很多事情，本无对错，而自己的义愤填膺

似乎变成了那个不公不平的人，于是遍体鳞

伤。

此时我们终于发现，外面的世界并不是

我们曾经想象中的美好，于是开始怀念从前，

初中时便开始怀念小学，高中时怀念初中的

生活，大学时又开始怀念高中的美好。我们

开始祈求时间慢点，再慢一点，长大的路太

难走，其间布满了荆棘，不断地刺痛着我们，

我们在路上委屈、挣扎、反抗，开始拼命地

想要回去，回到父母的怀抱，回到那个温暖

安全的家。可发现终究不可以再回去。那么

到底长大是什么？长大会带给我们什么？

我认为是责任，是承担。长大意味着身

边的建筑在越变越小，长大意味着要慢慢体

会父母在不断变得衰老，长大意味着我们肩

上的责任越来越大，需要承担的东西越来越

多。我们在不断长大，我们也需要不断学会

不再任性，逐渐明白风雨后终究会有彩虹，

逐渐懂得不是所有的事情都需要被理解，不

是所有的故事都需要去解释。我们开始沉着

冷静，做事面面俱到，处事八面玲珑，我们的

“棱角”被长大打磨得越来越光滑圆润，我们

不再是温室里的花朵。我们开始受得了委屈，

扛得住压力。我们也将变得成熟稳重，懂得责

任的分量，而我们也终究学会长大，学会无论

如何，都微笑对面这个世界，都敢于承担这个

世界所带给我们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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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美，无需刻意追求；

有一扇门，永远只为你敞开。

——题记

随着我们呱呱落地那一刻

起，父母的爱也就伴随着一起产

生。他们用爱伴随着我们一起成

长，包容着我们的任性无理，忍

受着我们的无理取闹，他们用其

一生所有给与我们，却从未有过

半句怨言。

曾经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位母亲和儿子相依为命。儿

子长大后，深深得爱上了一位漂

亮姑娘，但这个姑娘为了考验他，

竟然向他索要他母亲的心。为了

讨得姑娘的欢心，他真的用剑挑

开了母亲的胸膛。捧着母亲还在

跳动的心，他飞奔似的跑向姑娘

所在的树林深处，不料途中狠狠

地摔了一跤，久久没有爬起来。

这时，母亲的那颗心说话了：“孩

子，你摔疼了吗？”

听完这样的故事，我陷入

了久久的沉思。或许故事中的情

节有些夸张，带着一点神话色

彩，但我们却无法说这样的故事

不真实。这就是父母，永远对儿

女无私的父母，从乌黑的长发到

慢慢长出的白发，从挺拔的身躯

到慢慢佝偻的腰，他们终其一生

的奋斗只为给我们更好的东西，

为了我们能吃的更丰富，穿的更

漂亮，为了我们能用上想用的手

机电脑，为了我们学习提供更好

的条件……。而反观他们自己，

最简单的饭菜，穿了又穿的旧

衣，旧的不能再旧的老式手机。

他们舍不得，舍不得多为自己多

花一分钱，哪怕我们衣柜已经放

不下衣服，手机已经换了无数

次，依然想的还是我们，却从未

考虑过自己。

但我们呢？黑夜来临恰逢停

电，许久后当灯光复明时，我们

会顿生感激甚至拍手欢呼。然而

更多的时候，阳光普照，满世界

光明，我们却不明白感激甚至漠

视了身边的光明。我们会为了陌

生人的一次帮助而感谢很久，却

忘了父母对我们多少次提供过无

偿的帮助，我们会为了陌生人一

次善意的微笑而感恩，却忘了父

母多少对我们耐心教导换来的都

是我们恶言相报。

古人把父母恩德说成“三春

晖”，意即父母恩德跟阳光一样

无私，不求回报。世间关爱之情

众多，而最真挚最无怨无悔最不

计回报的爱莫过于父母之爱了，

亲情是永恒的光芒。佛经上说，

花开花谢几度秋，滚滚江水向东

流，人间世代新换旧，唯有那父

母对子女的爱，天长地久至死

难休。自古潮起又潮落，白云

千载空悠悠，少年不识亲恩重，

唯有父母对子女的牵挂，才下

眉头又上心头。亲情是无私的，

它不求回报。寸草心永远难报三

春晖。而我们更应该懂得珍惜，

懂得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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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怀揣着心中的梦想和

对大学的憧憬与向往，携带着年

轻人的热情与家人的期盼，跟随

着自己的初心，我来到了美丽又

朝气溢洋的贵阳幼高专，从此开

启了，新的人生旅程，同时，我

也收获了一群可爱的室友。

首先依次给大家介绍一下我

的八个姐妹：

我们的老大是一个温柔可爱

的大姐姐，她瘦瘦的，看上去比

我们还小，因此我们总是叫她多

吃东西，如果能吃胖点肯定更加

可爱。老二是一个说话比较直，

但很热心肠的人，而且人也长得

很漂亮。老三，活泼可爱，也很

会为别人着想，想别人总比想到

自己还要多，是一个很好的倾听

者，我每每有不开心的事情总喜

欢找她分享，而她帮我开导时，

露出两个小酒窝，总能让我感觉

心里暖暖的。老四是一个淳朴，

温柔善良的姐姐，在她身上，我

学到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老

六，性格比较直率，想到什么说

什么，但却又心地善良，我们八

姐妹里面，只要谁在外面受到伤

害，她总会第一个站出来帮忙说

理。老七，性格活泼可爱，一件

很正常的事情也会被她说得非常

好笑，而且模仿力特别强，是我

们寝室的开心果。老八，是我们

几个姐妹中最小的一了，是一个

漂亮可爱的小妹妹，同时也是我

们寝室的淡定姐，比如，每每我

们急着快点完成作业时，她总是

一点也不着急，不慌不忙地慢慢

写。对了，还有我，我是寝室的

老五，在她们的眼中是一个温柔，

可爱的，充满正能量的形象，当

然，我也是一个很容易掉眼泪的

女孩，我们一起看一部电视剧的

时候，我总是第一个被感动流泪，

然后哭得泣不成声的人。

我一直感恩神奇的缘分，

让来自天南地北的我们，能相识

相聚在着美丽的贵阳幼高专，因

为你们让我懂得了真正的友情，

因为你们的爱让拥挤的寝室变得

温暖。在这里，我们一起哭过，

一起笑过，一起吃过一包泡面，

一起喝过一瓶水，你们让我重新

体验了朋友的真谛，让我学会了

包容，三年中，我们同样也吵过

打过骂过，但无论发生过多大的

矛盾，最终也都和好如初，因为

我们早已把对方当做自己的亲姐

妹，而姐妹之间永远没有打不开

的结。

时光匆匆，短暂的三年大学

时间即将结束。我知道我们每个

人心中都有着自己不同的梦，而

我们也即将要分离，各奔东西，

但我深信我们的姐妹之情将永远

不会变，亲爱的 204 的所有姐妹

们，无论未来的那么将来如何发

展，无论将来要去往何方，都请

要记住，我们是一辈子的好姐妹，

而我也将永远为你们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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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怀揣着心中的梦想和对大学的生

命中，总会有人，在你的背后，目送你默默

走远。

自进入大学起，每次离家前往学校时，

奶奶永远会站在家门口的大门前，在我身后

不断提醒“记得按时吃饭”“降温了记得加

衣服”“有什么事，记得给家里打电话。”……

反反复复，直至我越走越远，听不见她的声音。

不曾预料，去年寒假结束后的那场离

别，竟成了我和她之间的永别。那天的天阴

沉沉的，有点冷，她像往常一样站在家门前

的马路上送我离开，照常说着各种嘱咐的话。

走远后，我不经意地回头看了一眼，似乎看

见她在用衣襟悄悄地擦着眼泪。而在学校开

始上课的第三周，家人打电话，告诉我奶奶

快不行了。

我匆忙地赶回家，只记得当时寒风呼啸，

人潮拥挤，我努力压制着内心，想大哭一场。

晚上，到达家中，奶奶并没有等到我的归来，

还未走进家门，站在大门口，双腿便无力地

跪了，再也忍不住的我，泪水如滚珠般从眼

眶不由自主地涌了出来。往昔的记忆不断地

在脑海浮现，三个星期前的那天，就是这里，

既是我和奶奶的最后一面，奶奶就是站在这

里，目送着我越走越远，直至离开。

曾在龙应台的《目送》中看见过这样一

段话，“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

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

的背影渐行渐远。”正如所有的我们，自懂

事后，便开始迫不及待地长大，迫不及待地

想离开长辈的怀抱，迫不及待地想去看看外

面的世界，迫不及待地努力向前奔跑。却不

曾留意身后永远有着长辈们不舍而又深情地

目送，他们用大手牵着我们的小手，陪着我

们学习走路，陪着我们慢慢长大，时光流转，

我们渐渐学会了奔跑，而他们也在时光中，

从黑发慢慢变白，高高的身躯慢慢开始佝偻，

我们越跑越快，他们慢慢追不上我们，只能

默默地停下，看着我们越来越远的身影，目

送我们离开。而我们甚至并没有意识到，很

多时候，他们等不到我们回头，等不到我们

看完外面的世界在回来找他们，等不到我们

悄悄在心中种下给他们快乐生活，让他们一

直幸福的承诺，直至完全看不见对方，才幡

然醒悟，好多事情还来不及做，便成为了一

种永久的遗憾。

如果人生的路，长辈中注定无法永远陪

着一起奔跑。那么请跑慢一点，多和他们谈

心，少一些争吵，多一份沟通。当遇见凹凸

不平，布满坑洼的泥泞小路时，记得多回头

看看身后的目光，那一束束来自长辈温暖的

目光，将触动生命中最柔软的部分，而他们

的目送，将伴我们一起勇敢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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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读《冯家大院》

我们终会长大

三春晖

永远的姐妹

爱的目送

郭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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