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急匆匆赶回老家后，见母亲正缩在沙
发里小声哭着，左手托着右手，右手腕上
鲜红灼人，脱落的皮肤像院里梧桐树上打
卷的树叶。母亲被开水烫伤了。

看报纸的确比原来少了，但每周最爱
的还是《新视听》，她每期封底的“珍藏·
回忆”栏目的老照片都是我提供的。

父亲说快点送你娘去医院。父亲说
的医院其实不是医院，是一个诊所，是一
个专业治疗烫伤的诊所。诊所的医术是
祖传的，三五里村庄的人一旦被烫伤，在
第一时间就会想起这个诊所，并很不在乎
地说：不要紧，到那里喷喷就好了。所谓
喷喷，就是大夫拿出一罐空气清新剂样子
的气雾，对着伤口喷几下。

那天是周五下午，同事说你的《新视
听》来了。这几个家伙，总是先己后人，每
次来报后都是看到下午再转给我。正看
着报纸，突然有位老人打来电话，他说费
了不少劲才找到我，想送我一批老照片，
并把自己家的电话号码说了，让我好好记
下，我顺手在报纸边上记下，说了声谢谢，
下周一就去你家看老照片。这时手机响
了，里面是父亲急躁的声音，说快点来，你
娘被开水烫着了！

我边掏车钥匙边把《新视听》卷起来
带着，打开车门，把报纸往车座上一扔，关
门启动，一脚油门到了老家。

诊所在路边的一个小院里，一片漆
黑，只有一间屋里亮着灯光。我急切地进

去呼叫，见一个年轻的女人抱着小孩从里
屋移出来，隔着防盗门应声，说大夫他出
去了，我给他打电话。我呼呼地粗嗓催
着：快点！

母亲是很少落泪的，哪怕在最贫困的
岁月里，父亲在外工作，她一人在家带着
我们姐弟四个，白天从下夜间开始，夜晚
到天不亮结束，艰难困苦可想而知，但她
从不掉泪，依然坚信日子会好起来。这次
母亲却哭了，像个孩子，嘤嘤地哭。在反
复催促抱小孩女人几次后，大夫仍没回
来。我在路边焦急地徘徊，终于等了半个
多小时后，久盼的大夫回来了。

大夫很年轻也很帅气，年轻帅气的大
夫很潇洒的撇掉上衣，麻利地打开瓶瓶罐
罐，取出一罐气体，对着母亲的伤口喷了
几下，然后涂上药膏，又摸出一个极小的
瓶子，在伤口处轻点几下，极像烧烤师傅
喷撒的孜然辣椒面，在母亲几声的哀嚎里
结束了包扎。大夫宽慰母亲，说放心吧，
隔一天来换药，过不了几天就好了。

万事大吉，母亲的事情总算让我松了
口气，到周一需要办的事情就是给那位老
人通电话，去他家里取老照片。我开始找
老人的电话号码。

也许母亲的烫伤非常严重，也许那个
年轻帅气的大夫不够老道，反正母亲又开
始哭了，不，是嚎，是揪心撕肺地哀嚎，而
且是彻夜难眠全身抽搐地哀嚎。母亲的
伤口感染了，右手腕和双膝的伤口出现了

脓水，打开后脓血腥臭，不忍目睹。
我继续寻找那份记着老人电话号码

的《新视听》，翻箱倒柜地找，车座上面没
有，车座下面也没有。

母亲疼得全身哆嗦，抽泣地说还不如
这就死，死了也不受这份罪了。我赶紧联
系了市内一家医院，找了个看烫伤的专
家，专家说抓紧来吧。

我继续寻找那份记着老人电话号码
的《新视听》报纸，翻箱倒柜地寻找，车座
上面没有，车座下面仍然没有。

母亲得到了很不及时但又很好的伤口
处理和包扎，并严格按照专家的要求，连续
一周的打消炎针预防。母亲不疼了。伤口
不疼的母亲饭量渐涨，柔软的馒头一口一个
月牙，两口一个“山”字。伤口也慢慢由脓血
到赤红，再到新肉长出，逐渐长了新皮。

我继续找老人的电话号码，翻箱倒柜
地寻找。那份记着老人电话号码的《新视
听》，始终没有找到。静静想下，分明记得
那天把报纸扔在座位上，再具体点说，是
扔在我的屁股下面。

后来，母亲的烫伤几乎痊愈，可那份
报纸始终没有找见。看来，那位老人的老
照片我也无法得到了。我再也没找到那
位老人电话，由此也开始怨恨自己起来，
怨恨这个丑陋的屁股下弄丢了那份存有
很多故事、很多情感的《新视听》。

母亲的烫伤好了，丢掉的那份报纸却
烫伤了我的心。

一天，我对朋友说：弄丢了一份报
纸。朋友笑，说不就是一份报纸吗，有什
么可惜的，我再给你找一份？

这份报纸也许以后再也见不着了。
我说，报纸多了，我只要那份，你不懂！

烫 伤
□王功彬

“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
时候……”新年将至，心头响起朱自清的这篇《匆
匆》，心头生出百般滋味，有甜蜜也有忧伤。随着年
龄的增长，时间以加速度的方式流走，而好多梦想刚
刚启程。

原先想好的，陪父母去旅游，读掉一百本书，统统
没有实现。而意料之外的辞职，是我这一年里最为沉
重的一件事。上班十多年，与同事关系融洽，事业刚
步入稳定上升阶段，却因为单位搬迁新址过于遥远，
无法克服，不得不含泪递交辞职报告。重新面对找工
作，“三尺微命，一介书生”的惶惑缠绕许久，离开工作
的大学校园，我不知道自己还会干什么。那份精神的
波动和压力，日日让我失眠。

焦虑中的我无意中听见邻居家传来儿歌：“门前
有一棵葡萄树，啊嫩啊嫩绿地刚发芽，蜗牛背着重重
的壳呀，一步一步地往上爬。”常人听来只觉得好玩，
但在一个窘境中的人看来，“蜗牛背着重重的壳”，说
的正是那磨难中艰难前行的人。黄鹂鸟也在笑话蜗
牛：“葡萄成熟还早得很，现在上来干什么？”蜗牛的
回答看似憨态可掬实则发人深思：“等我爬上去它就成
熟了。”我渐渐平复下懊恼忧愁的心境——是啊，我可
以爬得很慢，甚至不小心摔回到地上，但若有蜗牛的
坚忍与恒心，早一步晚一步有什么要紧？

这个季节，我从老乡口中获悉，在南方城市做着
节目主持人的我的表妹，整天在微信上喊着“好忙好
充实好幸福”，却早在两年前患了乳腺癌，不久前才
做了单侧乳房切除手术！如今的她在用生命感知每
一寸光阴的美好。

我决定像毕业那年一样，再次雄赳赳气昂昂地
上路，尽管我一无所有。

恰在这时，久未联系的母校老校长打来电话，让
我回母校工作。他说：“大家都知道你人品好，笔杆
子……”巧合的是，在当地某公司任高管的校友也通
知我：“愿意来我们这做平面设计吗？我们老总说
了，要新聘任三名设计人员，首要条件之一就是品质
要好，我一下子想到了你！”

那一刻的心情难以言表，在这个竞争激烈、钻营
上位的严酷现实中，原来“人品好”也可以是资本。
这是多么让人感动的事呢！年末回首，就算我果真
一无所有，却收获了被“圈子人”公认的“好品质”，有
道是“你若如兰，蝴蝶自来”，这应算是生活给予我最
无价的回馈吧。

经营好人品
□张叶

天冷了，北风在窗外的枝头跳跃。六岁的女儿趴
在窗子上，目不转睛地看着远处的几只麻雀。忽然回
过头问我：“爸爸，那几只小鸟有家吗？”我抬头看看说：

“有啊！他们的家在屋檐下，在树枝上。”“那它们多冷
啊！”女儿想了想说，像是自言自语。我没有理会，忙着
我自己的事情。

过了一会儿，女儿跑来跑去地找东西，找出了一
个空的小纸盒，拿出笔来在上面认真地写着什么。我
起初并没有在意。写完后，女儿又开始在床头的抽屉
里翻找起来。我忙走过去问：“宝贝，你在找什么呀？”

“我找棉花，你知道在哪吗？”我很诧异，“找棉花做什
么用啊？”女儿举起那个小盒子说：“给小鸟做个家啊！”
我仔细一看，不禁哑然失笑。只见小盒子上歪歪扭扭
写着：小鸟的家。鸟字还没学，用拼音替代的。

我不忍心打击女儿幼稚的童心和爱心。又忍不
住问道：“小鸟怎么会到你做的家里来呢？”女儿不紧
不慢地说：“小盒子放在窗外，小鸟看见我写的字就
会飞进来的。”听那语气，像有十足的把握。“而且里
面很暖和。”女儿补充说。逻辑性还很强呢！我这次
没有笑，一脸认真地说：“那好吧，爸爸也帮你做。”

没过多久，我们父女俩就做好了。我把那几个字
描得又黑又大，好让小鸟看得见，看得清楚。我把做好
的“家”按照女儿的意思放在窗外夹在防盗窗和玻璃窗
之间。女儿很高兴，像是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看
到女儿快乐的样子，我也很高兴，丝毫没有感到自己是
在欺骗孩子。

接下来的几天，女儿一放学就会跑到窗户上看
看有没有小鸟来住，但每次都很失望。我安慰她说，
你要有耐心，或许小鸟没有看到呢，再等等吧！又过
了几天，我觉得到时候了，就对女儿说：“为什么小鸟
不来呢？我们分析一下吧！找找原因。”在我的引导
下，女儿归纳了几点，一是小鸟不认识字；二是做的

“家”和我们住得太近，小鸟害怕；三是小鸟住惯了屋
檐和树枝，不习惯住我们做的“家”；第四是小鸟根本
就不冷。经过我们的分析，女儿愉快地接受了，不再
天天等着小鸟来住了。

事后我想，如果我当初武断地制止了她，或是嘲笑
她的想法，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孩子享受不到探索
的乐趣，明白不了原因不说，还可能扼杀孩子的想象力。
所以，永远不要以成人的思维去认识孩子，要不哪来的
童真童趣呢？孩子又怎么能在探索未知世界的过程中
成长呢？因势利导的教育才是最明智的做法。

小鸟的家
□吕奎

前一阵子订报季，给报社编辑打去电
话，请求帮忙续订 2016年《新视听》，竟意
外得知其要停刊了。

作为一名基层通讯员，知此消息的我
与该报广大读者一样，感同身受，感到失
落。作为传统纸媒，《新视听》前身为《枣
庄电视报》，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创刊以
来，已走过了 25年的历程。25年来，因适
合各年龄段受众阅读，一直深受读者喜
爱；不仅覆盖面广，发行量大，而且多为读
者自费订阅。当我第一时间把这一消息
告诉文友时，他们也无不感到惊讶。

作为一份走进市民生活的报纸，《新视
听》陪我度过了很多快乐的时光。无论是
茶余饭后、周末歇班，还是工作闲暇、晚上
睡前，我常常拿起一份《新视听》，逐版阅读，
一篇不落。一旦读起来，常常忘了吃饭和
休息，“一报在手，生活无忧”。新闻、娱乐、
异域风情、大千世界、教育、健康、饮食、情
感等各种内容，应有尽有。从个人角度，可

以说，是我工作上的良师益友，是儿子学习
上的好帮手，是妻子照顾全家日常起居的
绝好指南。

忘不了，多少个夜晚，儿子写作业，我
们陪在一旁，无事可做，每当这时，捧起一
份或新或旧的《新视听》，“学习”起来。有
的版面内容充实，行文活泼，令人难忘；有
的文章短小精悍，充满哲理，百读不厌。看
到实用的，比如“教育”版上登载的初中生
学习方法之类的内容，我及时剪下来，用于
指导儿子学习。

也忘不了，给《新视听》写稿的日日
夜夜和投稿的快乐时光。粗略统计，与
之结缘以来，共在该报发表文章 60余篇，
作为周报，这个数字还是相当可观的。
当初，不敢给它投稿。其实，它是很平民
化的一张报纸，时刻坚持和践行“从百姓
中来，到百姓中去”贴近生活、贴近读者
的办报理念。

更忘不了，与该报编辑建立良好关系

的日子，许多编辑如张建、张亚宁等，我
与她们素不相识，只是投稿时有过电话
联系，我拙劣的文字得以变成铅字，与她
们的“慧眼”和无私的帮助提携分不开。
每一期报纸，都浸透着编辑老师们的辛
勤汗水。

记不清从何时起，我成了该报的一名
读者。也不知从什么时候，我开始成为它
的一名作者。二十多年来，我见证了她的
成长与成熟，无论名称怎样改变，但其宗
旨始终未变，倾心为生活服务、为读者服
务的理念始终没有变，而如今，在报刊丛
林中一枝独秀的它，就要停刊了，这不能
不让读者感到惋惜。

再见了！渐行渐远的《新视听》！
别了！难以割舍的《新视听》！

别了！《新视听》
□胡乐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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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5月至2007年底，我曾供职于《枣
庄广播电视报》（《新视听》前身）任记者，三
年多的一线采访工作，至今令我难忘。

2004 年春天，《枣庄广播电视报》为
适应市场，准备创办新闻周刊。作为一
家有刊号的正规媒体，面向社会招聘记
者，在当时也是一大创举。怀着对记者
这一神圣职业的向往，身为书法教师的
我赶紧报了名。经过笔试、面试、试用，
我终于如愿以偿，走进了记者队伍，成为

一名“无冕之王”。
虽然过去曾采写过新闻，写过不少文

章，但真正专职做起了记者，还是感觉到
自身知识的储备不够用。于是，我在工
作中多向同事们学习，采访中留心多问，
生活中多观察思考，而专业的书籍更是
我的案头必备。为了跟上时代，我还一
改手写稿子的习惯，终于学会了电脑，这
对于“榆木疙瘩脑袋”的我来说，是一个
极大的进步。

在一线采访新闻，辛苦自不必说，但
每天过得充实而愉悦。记得那时每次早
上出门，我都会笑着对上小学的女儿说：

“记者在行动！”女儿则会说：“爸爸加油！”
那份温馨至今如在眼前。

那时，曾深入社区，了解百姓疾苦，帮

助不幸家庭鼓与呼；那时，曾帮助一湖南
男子联系上失散十多年的姐姐，并带着
他找到了邳州的家；那时，曾在龙头路

“扫街”，看到俩外地小偷尾随一妇女伺
机作案，一嗓子将其喝退；那时，曾在龙
庭路看到一男童被酒驾司机撞倒，同伴
数人要驾车逃逸，遂挺身而出，亮明身
份，拨打电话报警，使男童及时得救；那
时，曾关注新城建设和搬迁，曾注重非遗
挖掘和文物保护，曾让旧闻变成新闻，让
更多的读者了解这座有着深厚文化底蕴
的城市……

那时，看到好心人向没钱治病的孩童伸
出了援助之手，看到困难家庭得到了救助，
看到自己的报道有了相关部门的回应……
说实在的，心底真有一种成就感。

后来，我离开电视报社，到了《枣庄晚
报》继续从事新闻采访工作，一晃多年过
去。但最初的记忆往往是美好的、难忘
的，更何况在电视报社的那三年是我记者
工作的刚开始，一切都还那么记忆犹新，
一切都还像是在昨天。这份成长的记忆，
将永远留在我的脑海里……

难忘我在电视报的日子
□孔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