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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的火焰
李琳

桑
葚
情
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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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去年春天，

姥姥送我一架钢琴，

弹着钢琴演奏动听的乐曲，

我懂得了音乐的美好。

今年春天，

姥爷送我一本字帖，

看着上面钢劲有力的笔画，

我懂得了中国汉字的结构美。

去年夏天，

爸爸送我一块电话手表，

看着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

我懂得了珍惜。

去年冬天，

妈妈送我一件灰色的棉衣，

穿上它就让我感觉温暖，

我懂得了浓浓的母爱。

小小的礼物，

寄托着亲人的关爱和期盼，

正如春雨绵绵，

不断的滋润着我幼小的心田。

《爆裂说唱》，一部没有在大
银幕上映的网络电影，主演是《中
国有嘻哈》的冠军周延，从电影名
字和主演的身份上就可以判断出
电影将围绕嘻哈、说唱展开。周
延饰演的角色是一名多年来坚持
说唱却没能以此为生的说唱歌手
老卡，由于不能支付孩子的学费
并且无力购买自己的住房而陷入
家庭分裂风波，最终在朋友的帮
助和自己的坚持不懈下终于靠说
唱歌手的身份得到了荣誉、财富，
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听起来，故事好像挺励志，结
局也很圆满。其实老卡代表的不

仅仅是说唱歌手，他代表的是每
一个有梦想的人。我相信每个人
的学生时代都曾写过以《我的梦
想》为题的作文，当时的我们是怎
么写的？我长大以后要成为一名
警察、我想当科学家、我希望以后
可以去环游世界或者帮助更多需
要帮助的人……

那么现在呢？看看现在的自
己，我们的梦想实现了吗？又或
者随着时间的推移、阅历的丰富、
经历的复杂，我们的梦想还是儿
时的那个吗？现实有没有吞噬着
充满热血，斗志昂扬的自己，还是
我们行走在社会之中，慢慢妥协

之后就不想再去追梦，只想得过
且过……心灵鸡汤、有毒的朋友
圈，每分每秒都在刷新着，夜晚总
有不会熄灭的灯，心中的火焰即
便遇到海洋，也还是顽强的燃烧
着。关于梦想和坚持，有一件事
让我在最近的日子里辗转难眠，
那个夜晚时不时的浮现在脑海。

时间回到摇滚新势力系列演
出的现场，今天有四支乐队带来
表演。第一支乐队来自承德，本
来四人的乐队只到场了三个人，
贝斯手因为排练时的意外受伤不
能参演，吉他二琴代替，演出结束
之后还要连夜驱车赶回承德；第

二支乐队主唱在经历失声风波之
后，仍然坚持演出；第三支乐队，
其中一名乐手需要手术，调整了
就医时间来参与演出；第四支乐
队，因为下班赶来，没有镲片，现场
借了一套……无数的不确定性大
概就是现场音乐的魅力，所以很多
人喜欢这种有意外有惊喜的感觉。

我想，我应该着重说一说第
二支乐队，主唱的嗓子在演出前
因为生病而失声，医生严格叮嘱
连话也不要说，安静休养。但是
演出在即，缺席是对观众的不尊
重，也是对自己音乐的不负责
任。带着沙哑和疼痛，他还是站

到了舞台上，演出前，他对观众诚
恳致歉并努力完成演出。在演唱
中的“嘶喊”不仅仅来自喉咙，还
有内心。那一刻的画面，我只能
用心酸来描述，我不觉得这有多
精彩，尽管观众叫好连连。心酸
因为我看到了他们的坚持，每一
个乐手都有自己的工作，在20多
年的时间里，没有放弃对音乐的
追求，无论换过几次工作、搬过几
次家、无论岁月在心里和脸上留
下几道痕迹，但是那份对于梦想
的执着和音乐的热爱不曾衰减。
有时候我也会问他们，是什么力
量支持着他们，他们只是淡淡的

说——放不下！简单的三个字，
大概包含了太多的不为人知和不
与外人道。

我想，无论是老卡，还是那晚
的乐手们；我想无论是你，还是
我，或者他和他们，每个人的心中
都曾有一把火焰，可是有的火焰
越烧越旺，有的火焰就渐渐熄灭
了。这把火焰或许不能取暖，也
不一定能燃烧到足够旺盛让我们
的未来站在光辉里，但是它将为
我们照亮前方的路，让我们看清
方向，然后给我们勇气，一往无
前，我们把指引人生的火焰叫梦
想！

“创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简称。
石榴籽是石榴树结的果实，可食、美食也。石榴籽是一粒粒的，多达几

十、上百颗，但它们是紧紧地抱在一起的。石榴籽——按照语法来说是个名
词。习近平总书记把它用在了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就成了一个形容词了。习
总书记说：“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
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把“像石榴籽一样”，用在形容民族团结
问题上，非常形象、非常恰当。我国有56个民族，尽管有不同语言、不同服
饰、不同习俗，但都是中华民族，人民幸福、民族复兴是我们共同的愿望，我们
就应该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
周围，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

“创城”是动词，创城需要人人参与。石榴籽可做形容词。在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的过程中，每个领导干部、每个共产党员、每个市民、每个机关企事业
单位、每个职能部门就应该像石榴籽那样，紧紧地抱成一团儿，共同为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而努力、发力、用力、团结奋斗，这样“创城”一定能成功。

初夏时节，繁花竞相开放，枝头硕果累累。在这美好的季节，看到朋友
圈里的朋友们晒采摘樱桃、采摘桑葚的喜悦热闹场景，不由得勾起了我对
童年美好的回忆……

回想小时候，我家屋后有棵又高又粗的大桑树，每当春天来临，我和伙
伴们都会盼着它发芽结果，每次经过它都会不由自主的抬头仰望。随着时间
一天天的过，我们一天天的盼，终于有一天看到大桑树的桑叶下藏着的桑葚
变颜色了，那一串串青色、红色、紫色、黑色的大桑葚透过桑叶冒出了头。

我和小伙伴们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积压已久的狂喜决定去摘桑葚儿，我
负责爬树上去摘，他们留树下等着接桑葚。身为女孩儿不甘示弱的我，抬
头望了一眼那棵高大粗壮的桑树，迅速脱掉鞋，光着脚做好了上树的准备，
至于为什么光脚嘛，因为光脚爬树不会滑下来，至于脚会不会就顾不上那
么多了。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看看身材瘦小的我像个出战的将军，呸呸，
吐点自己嘴里的“保湿剂”“啪啪”拍拍双手，然后双手抱住大树，身子随之往
上一窜，双脚用劲儿勾住树面，双手双脚紧密配合下，一抱一窜迅速攀爬。“加
油，加油，快点，快点，看到树杈踩稳了……”树下的小伙伴们助威声，关心的
叮嘱声，我根本顾不上理会了，一心就是朝着满树枝诱人的桑葚前进。

“哈哈哈！我爬上来啦！”各种颜色像小灯笼似的桑葚儿就在我的面前，
伸手可得，张口就能尝到。我选择好最佳的站姿踩住粗点的树枝，又选个最
牢固的树枝抓稳。然后一只手摘下眼前最大、最黑的桑葚儿，放到嘴里细细
品尝。哎呦，甜呢，又摘个红色的，酸里透着甜，又摘个青青的，酸，满嘴的酸，
一点都不好吃。我逍遥自在地在树上挑着、选着、吃着……

“快点扔下来点啊？快点踹踹树枝好不好啊？到底吃着什么味儿啊？”树
下的小伙伴们急得蹦着高儿冲树上的我大喊。“好，好，等我吃差不多了就给
你们往下扔。”我边说，边抬脚用力跺着身边的树枝，熟透的桑葚哗啦哗啦的
朝着伙伴们落了下去，接着就是疯抢和欢呼声。

“哎呦，瞅瞅，这可怎么好，你这丫头怎么上树啦？这要摔着怎么好
啊？谁家丫头这么淘气。快点儿给我下来，下来时慢点儿，别往树下望，该
害怕摔下来了。”这时奶奶拄着拐棍出来一个劲地数落我……

时光匆匆，儿时的事全部都是记忆犹新最美的回忆。光阴荏苒，最亲
最爱的人也只能在梦中对我表达关心呵护！桑叶年年初夏展茂盛，桑葚年
年初夏相伴中。

桑葚的故事，我自己的桑葚情怀！

赵五这一路走下来，才知道
京西古道上的艰难，他很纳闷，为
什么不走平整一点的大路呢？大
勇告诉他，沿着永定河有平整的
路，但是要走上一天才能到，走古
道翻山近，所以老百姓都选择古
道运送货物、去妙峰山娘娘庙上
香……看看那些古道青石上留下
的印痕就知道了。赵五听了点点
头。

赵五就这样在郭老汉家安顿
下来，照例每天天不亮就去拾粪，
然后把粪施在郭老汉的田里，白
天接着在马车店里运送货物。一
转眼一个多月过去了，干瘪的土
地盼着迟到的春雨终于赶来了。
春雨过后，郭老汉带着伙计和家
人来到了丑儿岭的坡地上，香儿
从远处看到自家地里像是长了什
么东西，跑过去一看，惊呼着喊
道：“爹，您赶紧过来看，不知道谁
给咱家地里施了肥？”郭老汉不紧
不慢地走到田里，没有吭声，只说
了一句：“瞎嚷嚷什么，赶紧趁着
湿乎翻地。”香儿丈二和尚摸不着
头脑，只好照着爹的话去做，大勇
和铁柱也没敢多问，埋头干了起
来，只有赵五心知肚明。翻完地
后，郭老汉让三个伙计去买种子，
三个人高兴极了，终于可以到集
上去凑凑热闹了。

下了山，三个人买完了种子，
大勇看着热热闹闹的集市问：“大
家还有什么要买的，赶紧趁着有

工夫，买点自己需要的，一会儿在
这儿会合。”

在回来的路上，铁柱问：“你
们俩买了啥好东西了？”

大勇说：“给儿子买了个布老
虎！别光问我，你呢？”

“我吗？”铁柱不好意思地用
手搂着自己的布兜子。

“不让看，我偏要看。”说着大
勇用手去夺铁柱的布兜子。

“我就是给香儿买了块花
布！”铁柱说着脸刷的涨得通红。

“哈哈哈……原来你小子喜
欢香儿，有你的！”大勇扭头问赵
五：“赵五，你买了啥？”

“我买了几块点心！”
“给咱们分两块尝尝？”
“不成！”
“看你抠门儿的。”
赵五不再说话了。
回到大车店，铁柱一头扎进

了香儿的屋里，可没两分钟，就看
见铁柱拎着花布从香儿屋里出来
了。大勇看到了，抿着嘴不敢笑
出声来。赵五拎着点心走进了郭
老汉的屋里，屋里不时传来了郭
老汉爽朗的笑声。

盛夏的一个中午，郭老汉他
们正要吃饭，忽然听到一声连着
一声高喊：“郭大爷，郭大爷，郭大
爷在家吗？”郭老汉刚刚端起的碗
又放了下来，说道：“在呢，谁啊？”
杨家粮铺的伙计二蛋气喘吁吁地
跑进了屋，扶着门框对着郭老汉

说：“郭大爷，你得救救我啊！”
“什么事啊？”
“我一时疏忽，把货卖错了。”
“卖错什么了？”
“人家买的是大米，我给人家

的是黑豆，中午盘点货物时发现
的。”

“这可怎么办？”
“杨老板要是知道我犯了这

么大的错儿，肯定会赶我走，我一
家几口可怎么活啊！”

“那个买米的人是哪个村
的？”

“就是不知道，他是拉着驴来
买的米，我还帮助他把米放到驴
背上呢？”

“往哪儿去了，什么时候走
的？”赵五接过话茬儿问。“往西山
古道走的，半个时辰前。”二蛋答
道。“我能帮你把货换回来。”赵五
坚定地说着。“瞧把你能的！你算
老几啊！”铁柱瞪着眼睛说道。郭
老汉看了看赵五说：“死马当活马
医了，赵五你拉上匹马赶紧去
吧。”

赵五跟着二蛋拉了马到了杨
家粮铺，驮上一袋子大米往西山
古道赶去。路旁的杏叶被烤的耷
拉着脑袋，小鸟也不知道躲到哪
里去了，只有知了不住地在枝头
发出尖碎的高叫，破锣碎鼓地在
替烈日呐喊助威。赵五抓起身上
的小褂，低下头，擦去脸上的汗
珠，然后从道旁找到一根小棍，一

边拉着马往坡上走，一边查看地
上的牲口粪便。他知道这个坡度
很大，牲畜到这里，一使劲都会拉
出一些粪便，那头驮黑豆的驴应
该也是这样，而且是半个时辰前，
驴的粪便是更加新鲜才对。他不
时地在道路上拨弄着，有外形最
大，呈蛋糕状，分上下几层，色黄，
质地较软的是牛粪；有形状像中
等偏小的土豆，黄色，稍松散的是
马粪；他终于找到了几个形状最
小，接近正圆的鸡蛋那么大，颜色
发黑，质地紧凑，外皮较硬，还带
有一丝潮气的，这是驴粪。赵五
憨憨地一笑心想：就是这个。一
路上，他寻着这些驴粪留下的痕
迹，搜索着。一个小时后，赵五找
到了一个小山村，再在村里打听
又找到一户人家的门口。见到主
人，说明了来意，买米的男子打开
麻袋查看，里面果真是一袋子黑
豆。主人乐哈哈地把黑豆和大米
换了过来，赵五连忙代替杨家粮铺
赔了不是，然后驮上黑豆往回赶。

半年后，郭老汉身患重病，高
烧不退，一家人心急如焚，请了京
西最有名的郎中给他看了病。郎
中开了一副药方，药方上共九药
一引。九味草药很快就抓齐了，
惟独这药引子——干蛇粪，跑了
许多家药铺都没有买到，郎中说
缺了这药引子是万万不成的，它
可数倍提高药效。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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