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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三月，春寒料峭，我们感

受着冬天未带走得寒，也期待着

春天的暖。忙碌着奔跑着，一冬天

坐公交上班的我，准备开始骑电

动车上班，却在光岳路发现了一

个春天带来的惊喜，花坛中，粉色

的桃花开的正好，一路的桃红柳

绿，宛若仙境，不似人间。恍惚

间，以为自己来到什么世外桃源。

接着往前走，拐入财干路，也是白

色的、浅粉色的、玫红色的，相映

正浓。

过了些时日，天气逐渐转暖，

周末照常我带着女儿，母亲带着

小侄子在公园相约踏青，母亲感

叹百花的惊艳，孩子们在路上骑

车、捉虫、疯跑，这般场景，我不

自觉的拿出手机记录下来，上有

老、下有小真好！微风吹过，阵阵

香气袭来，不禁想，要是一年四季

都有这般景色该有多好！

孩童时期常想，一年四季，最

爱的是哪一个，我会说：“一年四

季呀，我最爱的是春天和秋天，不

冷不热，一个是春风拂面，一个凉

爽怡人！”可是北方的春秋总是短

暂，似乎昙花一现，转瞬即逝，更

多的时候我们都在经历漫长的冬

季和炎炎夏日。

即便这样，什么能抵挡的住

一个孩子爱玩的心呢，冬天的雪

让手上常常布满冻疮，即使妈妈

为我换了各种手套；夏天的正午

不睡觉，顶着炎炎烈日，正是和小

伙伴相约去玩的好时候；夏天的

雨水也多，门前土路上的水坑就

是我的小河，我的纸帆船也曾在

那里远航过......

长大后，没有了孩提时代的乐趣，便更享受春秋时节的

舒适。记得有一年的冬天不太冷，我便开心的和年长的同事

闲谈，她却说：“每个季节都该有每个季节的样子，不冷的冬

天就不像冬天了。”我内心却不以为然，天暖和点不好吗？

而今已过而立之年，一年一年，四时的风光尽收眼底，

独处时偶然想起那句话：“每个季节就该有每个季节的样

子。”初尝人生百态，此时我颇为赞同，正如生活，不可能只

有甜，往往苦尽甘来，酸甜苦辣，尝尽人间百味，才叫人生。

你看，经过两场雨水的洗礼，树上的花瓣便散落一地，

但你却无需叹息花儿的零落，伤春悲秋，你且珍惜看花时

节，想那山川万物，四时美景，不都值得你去期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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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家风，成就幸福人生
山东聊城 郑永婷

我出生在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家庭，我们

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一代人都是以种

地为生。我们兄弟姐妹一共 6人，父母就是靠

着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

生活，把我们 6个孩子养大成人的。农村人一

般不会把“家教”经常挂在嘴边，而是融入带平

日的生活中。对于“家教”一次，以前在脑海里

并没有太深的概念，只能简单理解为“家风庭

教育”或“家庭家养”。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家

教”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家教”即“家风”，它

不仅是一个家庭的风气还是家庭幸福指数的体

现，是一个家庭文化内涵的呈现。而这种风气、

幸福指数、文化内涵都是含有正能量的。这种

风气就是“孝于亲，所当执”，就是“弟于长，宜

先知”，就是“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就是

尊老爱幼，就是互帮互助，就是互相包容与理

解。

和谐的家风

从我记事起，就不断听见我的父母二人会

因为生活的琐事和孩子的事情二争论不休，他

们的争论不是面红耳赤，也不是针锋相对、唇

枪舌剑，而是以父亲失败而告终。面对母亲的

争论，父亲起初是有自己的想法的，可随着母

亲的强势，父亲逐渐败下阵来。我知道这并不

是父亲的懦弱，而是父亲对母亲的包容和理

解。正是有了这种包容和理解，我们的家庭才

更加和谐。

现在的我已经成家，有一个爱我的丈夫和

一对儿女，父亲的包容与理解在我这里得到了

传承。我和我的爱人从来没有大吵大闹过，更

不会在孩子面前争吵过，生活难免有磕磕碰

碰，但我从我父亲那里学到了包容，学到了理

解，把一些不愉快的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其实想想，也没什么，在家人面前就得“忍一时

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

勤俭节约助推剂

勤俭则是最美好的品格之一 （《论语·述

而》：“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

它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父母一生勤俭

持家，这算是我家比较突出的一个特点。在去

年 5月份，我们家荣获镇里颁发的“美好庭院”

的光荣称号，我 7岁的女儿也在去年获得了县

妇联组织的以家风为主题“书香莘县”演讲比

赛中荣获二等奖的好成绩。这一切的荣誉都离

不开母亲从小教育我们的勤俭节约，现在我也

把这种勤俭节约的精神耳濡目染给了我的孩子

们。

生活中我会交给孩子钱的来源以及使用，

让他们从小就知道钱是来之不易的，要把钱花

到有用之处，还让他们知道了怎样才能让小钱

有大用处。每次逛超市之前都会和孩子们约

好，“我们这次逛超市需要买什么东西？”还交

给孩子要先看一看要买的东西的价格，还要货

比三家，要在同等质量的情况下要买价格便宜

的。久而久之，孩子们去超市就再也不用我提

醒了，他们会主动先看一看价格，然后再确定

要不要买。这样一来，孩子也不会有一些无理

取闹的现象。即便是自己去买东西，也要先问

问售货员这个东西多少钱？从小让他们养成了

勤俭节约的好习惯。

务本丰富文化内涵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天下之本在家。

中国文化历来讲究家国一体，“家是最小

国，国是千万家。”一个和谐、有序、繁荣的社会

是由千万个团圆和睦、尊老爱幼的家庭构成

的。《论语》《弟子规》《三字经》等书中的一个个

中华小故事在我的口中传递给了我的儿女们。

一个缺少书的家庭是不完整的家庭，一个不陪

孩子共同读书的父母不是一个合格的父母。

作为一线教师的我，经常听到家长说：孩子

不喜欢读书。我会小心地询问：“你喜欢读书

吗？”家长的回答往往是：“我喜欢看电视，不喜

欢读书。”“我一看书就头疼，看不下去。”“朋友

经常来我家凑局，哪有闲空？”诸如此类的搪塞

令我哑然失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读书这

件事上也同样适用。自己不去读书，沉迷于玩

乐，却要求孩子读书，自身不正难正人，孩子又

怎能乖乖去读书呢？因此，我经常对家长说：多

买好书，多读好书，哪怕是装模作样地读读，对

孩子也会有潜移默化地影响；更何况通过与孩

子同读书共探讨，可以增加亲子交流，使亲子

关系更加和谐。

从女儿一岁开始我就交给她背诵《三字经》

和《弟子规》，每天晚上睡觉前必须讲故事，从

起初的儿歌、俗语到中华小故事，到现在的四

大名著，只要我在家就必须讲，这好像是我们

之间的一门必须课。今天女儿已经上二年级

了，自己能借助拼音来读一些儿童书籍，就自

己看起书来。有一次，我晚上下班回家，整好碰

见一个书摊，她竟然在路灯下足足站了一个半

小时，把一本 《三毛流浪记》的儿童绘本看完

了。我很惊讶，也很欣慰。她完全被书中的故事

所吸引，竟然没有感觉到累。古人云：“书中自

有黄金屋”是有道理的。

年幼的儿子，说话比较晚，2岁的时候才能

说完整的一句话，而且平时也不太爱说话，为了

让儿子开口说话，我早早地把他送到了幼儿园，

和幼儿园的小朋友一起玩耍、一起游戏，不到半

年的时间，儿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就提高了许多。

而且在与儿子的交流中，我发现，他的小脑袋瓜

很有想法，总有问不完的问题，我发现简单的讲

故事不能满足他的需求了。为了拓展儿子的知

识面，我给他买了各种各样的书籍。像“四大名

著”绣像珍藏本、《笠翁对律》、《恐龙百科》《红

袋鼠幼儿画报》《嘟嘟熊画报》《我爱发明》等书

刊，涉及军事、科技、文艺、体育、历史、地理等，

往往是我先睹为快，读到好文章，看到新知识，

我都会和儿子探讨一番。有时候会被儿子问得

咬口无言，一贯的“有妈在，没意外”在这里经

常被儿子推翻，最后只好向他爸爸“求救”或者

是上网去查找答案。就这样，在我的带动下，儿

子无所不读，无所不看，既开阔了视野，懂得了

更多的关于历史、地理、军事、科技、日常生活

等方面的知识，又为身心健康成长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引导孩子读书，其

乐无穷！在书籍的影响下，我的儿子能善解人

意，能助人为乐，小小年纪就有了“小暖男”的

称号。

好的家庭，离不开好的家风，好的家风更离

不开好的环境，但愿我们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

好的家风，有好的家风了，就有美好的生活环

境，就有了美好的家园，我们的祖国就会蒸蒸日

上，就会更加辉煌！

青 春 向 往
山东聊城 李风国

青春是成长

青春是五月的榴花似火

青春是七月的荷叶如盖

而我的青春是字行里的眷恋

青春是飞扬

青春是绿荫中的眼眸

青春是花海里的徜徉

而我的青春是讲台上的挥洒

青春是骄傲

青春是灯红里的歌声

青春是酒绿里的的旋转

而我的青春是笔尖的耕耘

青春是留住

青春是指间流沙

青春是掩镜回眸

而我的青春是

青丝生白发的依然向往

向往昨日做事懵懂

也向往结果青涩

向往明日的草尖露珠

更向往明日的前行

因为向往

所以哼的是甜歌

清 澈 的 院 子
山东聊城 李雪颖

静下来开启一次回忆之旅是每天的期

待，流连在儿时的路上，总是心生温暖，可以

和童年的自己相遇，特别珍惜。

童年的假期总会去乡下大伯家住一阵

子，乡下的院子很大，一排排整齐干净的平

房，还有许多树，一棵棵静静地站立着，我喜

欢把绳子系在两棵粗壮的枣树上，荡秋千上

上下下，听风声在耳边划过，在炎热的空气里

感受到阵阵清凉是多么的惬意……树的周围

全是如翡翠一样的草地，朵朵野花点缀着，像

是一串彩虹项链，蝴蝶在花儿旁漫舞，一会儿

落在洁白的花上说悄悄话，一会儿旋转着投

入的舞蹈……

记忆是模糊的，也是清晰的。在宁静的院

子里，我和哥哥姐姐靠在躺椅上，望着火烧

云，我们兴奋着，那是多么绮丽壮观的景象，

是大自然给予我们最盛大的礼物，那天的云

是与众不同的，大片大片的云朵出现在广阔

的天空，云是千姿百态的，有的像一匹枣红的

骏马，有的像红红火火的金鱼甩着漂亮的长

尾巴游弋在天海，有的像雄狮在自由自在地

奔跑……一眨眼，这些云又变了形状，慢慢的

又成了另一幅绝美的画卷……

记忆渐渐清晰，我和姐姐们在清净的院

子里吃晚饭，夜空中闪亮的星星在对我们眨

眼睛，一轮圆月中有嫦娥在不停地纺线，小时

候的我喜欢观察月亮，去仔仔细细地看黄灿

灿的月亮里还有哪些更新奇的图像，当时的

我也仿佛飞上天去往月亮，去慢慢感受月亮

的静谧与神奇……

记忆里透着枣香，“噼里啪啦、哗哗啦啦、

窸窸窣窣……”一阵阵的声音传来，是我和家

人们在丰收的院子里打枣呢，一个个红艳艳

的枣子在树上跳下来，我举着长竹竿在空中

树干间摆动，眼睛搜索着又大又红的枣，发现

后就用力的挥舞竹竿，把一个个晶亮新鲜的

枣娃娃碰下来了，它们慌慌张张的跳落到地

上，宛如一个个杂技演员在表演空中

特技，我赶紧弯腰捡起它们，都红透

了，像春天里的红花，是那么的漂亮，

闻一闻，是那么的清香，尝一尝，是那

么的脆甜，真是人间极品美味啊……

感谢大自然的馈赠……

记忆是有限的，越是小的时候的

记忆越是少，多么希望可以记得自己

出生时的感觉，多么希望可以记得自

己第一次学会走路时的欣喜，多么希

望记得自己两岁生日时的笑声……

这些记忆已经随着时间的长河流逝，怎么努

力的想还是没有一点儿踪影，如果我有叮当

猫就好了，让有魔力的它带我去我想去的年

龄，再去重温儿时单纯的快乐，再去清澈的院

子里欢笑！

现代诗五首
山东聊城 宋永媛

(一)

提笔之痛

突如而来的灵感

像瞬息而过的流星

划破长空

惊艳了夜

之后多少次的回首

想要把那一刻的美丽看清

需是不停歇的修正

研磨捣碎

浸润描绘

才得了那并不神似的一张图纸

和尚未至精髓的一首诗

（二）

爱的羁绊

我不知道

有多少人和我一样

看不清爱的样子

贪恋着温暖

挣脱着羁绊

矛盾中纠葛着

难以言说爱

（三）

带刺的美

最灿烂的笑容里

有最苍凉的冷遇

眼里有光却总是一瞬即逝

一如

玫瑰的娇艳

扎根于泥土

挣扎中长出一堆冷硬心肠

我所谓得还好

源于以往的更糟

和一丝若有若无的希望

我的脑袋里盛满了

大大小小的矛盾

须得平衡着每一条神经

小心翼翼解开每一个结

去膜拜生命中的一切平和

才能在修剪美丽的玫瑰时

不被扎伤

（四）

烟火之寞

遇见你

烟花绽放的芳华

孤寂了自此邂逅的所有春夏

（五）

孤岛的赤诚

孤岛也有春暖花开

每一个无心的闯入者

都是一个有意的故事

但孤岛依旧是孤岛

等不到花解语

也不妨碍所有

满心欢喜着轮回的夏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