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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
里短

鞋垫情

□尹祖泽

女儿要分娩，
妻要去昆明照护她。
不要亏待自己，
我等你！
”
说完，
她抹一下
临行前，妻把旧床单旧衣服拆剪了
眼睛转身跑去。看着她远去的身影，又
一些，调了一盆浆糊做了几张布片，剪
看看手里捏着的那副带着她体温的鞋垫
了全家四代人的鞋垫，用两层新白布糊
和她绣花积攒的辛苦钱，我心里一阵激
好，裹紧，晒干，压平，接着就准备纳鞋
动，
热泪盈眶，
迈开沉重的步子向不可预
垫了。看到她忙忙碌碌的辛苦，我说： 知的前方走去……
“别费事了，用缝纫机打一下得了。”
“机
这副鞋垫纳绣结合，精美如工艺
器打的不结实，还是纳的好。”妻不怕伤
品。黑白相间的针脚细密有序地排列
精费神。
出立体方块。在立体方块上，左鞋垫用
看看已是花白头发的妻戴着老花
绿、粉两色绣了一对戏水的鸳鸯，鸳鸯
眼镜聚精会神地纳鞋垫，我感动了。
“朝
相依相偎齐头并进；几缕涟漪漾动一簇
如青丝暮成雪”的自然归律改变得了人
水草，一红一绿的蜻蜓停驻水草上眉目
的面貌，却改变不了一个人的爱心。反
传情。右鞋垫用红绿粉三色绣了两朵
之，这颗爱心经过生活的磨砺，时光的
并蒂牡丹，一朵绽放，英姿勃发，另一朵
累积，
更加深沉、
博大了。
含苞待放，
鲜嫩欲滴。
由此，我回想起三十多年前外出打
鞋垫这么精美我是舍不得穿在鞋里
工时，
她送给我一副鞋垫的情景。那天， 的，而是把它压在枕头下。干了一天的
我背着简单的行李告别父母独自走上外
活，
夜深人静，
辗转反侧；
借着工棚射进来
出打工的路。经过村口的大青树时，一
的月光，
拿出鞋垫看看，
抚摸着、
思量着，
个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她站在大青树
生活果真如鞋垫寓意的那样该多好呀！
下等我。我站住了，
默默地看着她，
她深
几十年过去了，我一直珍藏着这副
情地看着我，
四目对视，
千言万语哽在喉
鞋垫。现在我把那双鞋垫从箱子里翻
头难于言表。时间在无声中静悄悄地流
出来拿给妻看。看到鞋垫，她惊讶道：
逝。她默默地走过来，将一双鞋垫和三 “你怎么还保存着？”
“我怎能舍得用呢，
十元钱递到我手里：
“在外要注意身体， 这可是我们爱情的信物呀！
”

夕阳
之歌

A15 副刊

妻说：
“ 那时想的是像鸳鸯一样忠
贞不渝，白头偕老。时间验证了一切，
现在我们不就成了两只老鸳鸯了吗？”
“是呀，时间过得真快，我们都当爷
爷奶奶了。虽说没有那么富贵，但儿孙
满堂，一家和睦，是多少金钱也买不来
的。
”我由衷地对妻子说。
妻把几双纳好的鞋垫交到我手
里，”我要走了，你自己要注意身体，按
时 服 药（我 血 压 、血 糖 高），照 顾 好 孙
子。”妻说完，泪花盈盈。我强控制住感
情说：
“放心吧，我会领好孙子的。咱们
相互保重，为了自己为了对方，也为了
儿孙们，
好好地生活。
”
送走了妻子和母亲，
我好一阵感慨：
多年来我一直在外打工，把家的重担移
交到妻的肩上。她养儿育女，
伺奉父母，
种田，
缝制衣服卖，
一年到头家里家外忙
得团团转。就是这样的忙碌，她也沒有
忘记每年给我纳几双鞋垫寄来。用着她
亲手缝制的鞋垫我脚暖心暖，
干活踏实。
小小的鞋垫倾注了妻的感情、心
血，
爱。
（作者系原景洪市第二建筑退休职
工，70 岁）

摄影人永远年轻
□张俊

多年前的一次摄影之旅，
至今想起来仍令我难以忘怀！
那年金秋时节，老年大学校友会的一群影友，包中
巴，要去香格里拉走一转。对香格里拉早就朝思暮想的
我，
有幸搭上了这辆车。
行前，一位精明的影友笑我“吃错药”。他说：
“ 到高
海拔地区，如果病倒了一个怎么办？如果有谁背不动行
李，年过花甲的你，能学雷锋吗？”我豁出去了，该“牺牲”
时就牺牲。他见我不听忠告，又直击我的要害：
“ 你晕起
车来能把肠子都吐出来！你能让那些老哥给你让座吗？”
这一句给我兴致勃勃的香格里拉之行蒙上了一层阴影。
我们一行 12 人，我的年龄倒数第三，最大的已在 70 岁
开外。第一天上车，我知趣地让老哥老姐们优先入座。
没想到他们得知我晕车症严重后，一位比我小两岁的唐
女士立即主动让座，前排的大哥大姐也纷纷离座，左让右
让，只差司机的驾驶座无法再让，一直把我让到了驾驶员
背后，
而且这个宝座自始至终没有人与我“竞争上岗”。
为了回报大家，
途中我多次寻找机会帮他们背行李，
大
都被谢绝了，
只有极少的时候得以略尽薄力。令我叹服的
是
“发烧友”
那不服老的精神，
令我不解的是那支撑这种精
神的好体力从哪里来？
在神秘的梅里雪山下，
在雄伟的松赞林寺前，
在古色古
香的四方街上，
我的旅伴们，
一时高兴得手舞足蹈，
一时兴
奋得引吭高歌……在发狂中把这些美景一一定格到了胶卷
上。时间像是长了翅膀，
12 天的开心之旅一晃就结束了。
原来不少人总认为老影友们玩相机，大多是消愁解
闷罢了，成不了气候，我真没想到他们“烧”的温度如此
“灼手”。他们的“武器”几乎是清一色的进口名牌，不是
尼康，就是佳能。他们不仅仅装备精良，在技艺上也能数
出几位高手，在敬业精神上更是没有不及格者。拍风光
片时，为了找到一个较理想的角度，他们不怕日晒雨淋，
不怕爬冤枉坡。他们之中，不少人是六七十岁才开始学
艺，就凭着上述的“硬件”
（装备和体力）和“软件”
（意志和
技艺）还拍出了不少登堂入室之作 . 其中有多人参加了省
市级摄影家协会举办的摄影大展，
还有人夺得了大奖。
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是，
别看在学艺上他们甘当小学
生，
在他们自己的人生旅程中都不乏光辉的一页。他们有
的曾官居要职，
有的曾是某一行当的专家、
尖子。对昔日的
辉煌他们只说声：
“好汉不言当年勇，
现在需要零的突破。
”
这次远行人人
“战果”
累累，
乐不可支。归途中车上歌
声嘹亮，集体改词，把一首老歌唱成了“摄影人永远年轻
……”
听这欢乐的歌声，
车外人还真把这车爷爷奶奶当成了
风华正茂的年轻人。
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这些“老青年”身上活力无限，
因为祖国的大好河山不断滋养着他们，助人为乐的精神
永远支撑着他们！
（作者系华润昆明医药有限公司退休职工，74 岁）

峥嵘
岁月

老院坝
□陈昌玉

上世纪 70 年代，昆明市吴井路上有个叫黄
家庄 16 号的老院坝。那时，它是粮运公司汽车
队的职工宿舍，全院住了二十来户人家。那时
老院坝宿舍是低矮的旧土坯房。那老院坝的
后面，却是昆明军运处干部们的小洋楼。后院
的军车及人员，都要通过前院坝中间的通道进
出。在当时看，外院自然是“平民窟”了，而里
院自然就是“高级住宅”了。尽管这样，并没影
响两个单位“两种阶层”
人们的友好关系。
那时，在院坝里，张家的酸腌菜是个啥味
道，李家的萝卜条咸了还是淡了，大家都很清
楚……那后院里几乎每个星期都要放一次小
电影，军运处那个小个子陈干事，就是专门负
责此事。每到放电影那天，他就早早来通知外
院的罗奶奶说：晚上放电影时敬请各位光临。
等到天黑下后，人们就会各自端上凳子、茶水
等尽情地去享受那不出钱的文化生活。每到
这时，也是两院大人们交流的最好时机，但最
活跃、最高兴、最欢喜的还是孩子们。特别是
前院那一大群孩子们，他们端了小竹凳，有的
还端着饭碗，全都欢天喜地叽叽喳喳、嘻嘻哈
哈来到后院礼堂，好不热闹啊！真像过年过节
似的。那热闹而欢乐的场面，一直要到电影正
式放映了才能安静下来。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那老院坝的前后两院
早已大改观，各自都先后修建了漂亮而宽敞的
现代化楼房，人们各自坐在自己家里，享受着
现代化生活了，人们再也用不着热热闹闹地挤
在那小礼堂看小电影了。于是，大家都会很自
然地形成了老死不相往来的习惯，最多就是碰
面点点头而已。不过，话又说回来，尽管现在
各方面都比那时好多了，但我还是非常怀念那
时老院坝里的旧人旧事！
（作者 女，农民，76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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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断通济桥
□窦华

序词，南乡子：
蒙古小蛮腰，
“ 押不芦花”绝代娇。白马金鞍滇海畔，
妖娆，
含笑弯弓射大雕。
花烛洞房烧，红泪如珠彻夜抛。饮罢金樽孔雀胆，今
宵，
乱箭飞鸣通济桥。
通济桥，昆明古桥，筑于盘龙江支流上，在今书林街
口、金马碧鸡坊附近。如今，桥虽已不存，但在昆明历史
上，却留有一抹惊鸿——桥上曾发生一起血色浪漫故事。
元朝末年，红巾军围攻昆明城，云南蒙古族统治者梁王把
匝刺瓦尔密，逃往滇西，向大理总管段功求援。段功率兵，
击退来军，收复昆明。梁王为感激段功救驾之恩，拜段功
为平章政事（相当于省长），并将独生女儿阿盖公主许段功
为妻。阿盖公主（？－1364 年），
是我国蒙古族文学史上的
一位女诗人，善骑射，通韵律，美丽善良，人称：
“ 押不芦
花”，意即能起死回生的仙草。至正二十六年七月，梁王听
信谗言，疑段功有“吐金马，咽碧鸡”之篡权野心，亲将孔雀
胆酒，授与阿盖，示意毒死段功。一边是父亲，一边是丈
夫，阿盖公主柔肠寸断，不忍下手，乃密告丈夫，并劝其返
回大理。段功自恃有功，梁王不至于加害自己，故未听从
阿盖劝告。梁王见阿盖迟迟不肯下手，便另设圈套，在通
济桥侧，埋伏弓箭手，邀段功前往东寺塔敬香礼佛。段功
欣然前往，马到通济桥，伏兵四起，万箭齐发，段功死于非
命。阿盖闻讯，
悲痛欲绝，
赋诗一首，
饮孔雀胆酒自尽。
诗曰：吾家住在雁门深，一片闲云到滇海。心悬明月
照青天，青天不语今三载。欲随明月到苍山，误我一生
踏里彩。吐噜吐噜段阿奴，施宗施秀同奴歹。云片波粼
不见人，押不芦花颜色改。肉屏独坐细思量，西山铁立
风潇洒。
（作者系云南省第一监狱退休职工，61 岁）

忆往昔，多少悲欢离合历历在目，多
少酸甜苦辣皆系于心。弹指一挥间，你已
在岁月中洗尽铅华，宠辱不惊。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老年人曾
为社会做出各种贡献，而今继续以其智慧
启迪着人们，激励 着 人 们 。 为 加 强 与 老
年读者的沟通交流，展现当代老年人的
精 神 风 貌 ，本 报 副 刊 拟 增 设“ 晚 晴 ”专
版 。 在 此 ，诚 邀 老 年 朋 友 与 大 家一起分
享人生经历、晚年生活以及在时代变迁中
的所见所闻所思。
“晚晴”
版面具体栏目设置如下——
峥嵘岁月：讲述有意思的人生经历、
故事，
传递向上、
向善的价值观。
昆滇往事：展现昆明及云南各地人文
历史、
城市变迁等。
夕阳之歌：展现千姿百态的有意义的
晚年生活。
家长里短：讲述生活琐事，分享家庭
成员间和谐相处的经验。
养生有道：
分享健康养生心得体会。
人生絮语：表达人生感悟，天南海北，
信马由缰。
诗丛漫步：原创诗歌，旧体诗、现代诗
均可。
书画摄影：原创有价值的书法、绘画
作品、
老照片、
摄影等，
不拘一格。

投稿要求
1. 文章体裁不限，字数要求在 1100 字
以内，
书画摄影、
老照片需配备文字说明。
2. 电子稿件请发邮箱：
ccwbwq＠163.com（不接受纸质稿件）。
3. 来稿请注明性别、年龄，原工作单
位等信息；同时也需要注明详细收信地
址、
邮编、
电话。
4. 投稿者文责自负。
春城晚报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