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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车颠簸着，我听着耳机里
歌声绵绵，又看着窗外街道的景
色。西下的阳光透过树叶闪闪烁
烁的，微微有些刺眼，眼前的一切
变的有些陌生又新鲜，仿佛不自觉
的回到了从前。

20年前，我还是个10岁的孩
子，家乡的底色是灰色、是黑色，是
红砖和灰墙的斑驳，是土路和杂草
的斑斓，人们活动的范围根据年龄
被依次限制在一块小小的区域当
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安全范
围”，不愿走出去、不愿越过去，也
没有人奢望这里有什么变化，哪怕
多一个座椅、多一道栏杆。

那时，自行车是交通的主流。
大街小巷上，黑的、灰的、蓝的，到
处都闪烁着自行车轮毂反射出的
光线。我是个不会骑自行车的人，
闲着没事儿的时候，我常常坐在路
边，羡慕地看着道路上骑自行车穿
行的人们，眼睁睁地看着他们风驰
电掣，迎风飞舞的头发，都飘逸着
一股子自信。我也曾在父亲和姐
夫的帮助下，尝试过学习自行车。

每次坐在车上，我的四肢和身体就
会变的僵硬，跟同样僵硬的自行车
一起较着劲，明明努力想要踩下脚
蹬，车却从来不会前行，屡试屡败，
最终还是放弃了。姐姐说我从小
就没有平衡感，可能有一边脑子不
太发达，我无可辩驳。直到30岁，
共享单车出现后，我才掌握了自己
的身体，学会了骑自行车。

小时候，我老爹有一辆“二八”
自行车，常常带着我去吃包子、去
澡堂洗澡、送我去上学。坐在大梁
上，我会像老爹一样支起胳膊、扶
着车把，体验一把“风驰电掣”，几
次让老爹拐不过弯来，连人带车顶
在路边的墙上。老爹有时间的时
候，总在擦他的“大二八”，车把、车
梁、轮毂、链条、座椅，“大二八”总
是光洁如新，骄傲的闪烁着金属的
光泽，哪怕停在角落里，它也是周
围最抢眼的那一个。

我坐过许多的自行车，同学
的、哥哥姐姐的、邻居的，但唯有老
爹骑的自行车最让我安心，现在想
来可能是从小老爹给了我满满的

安全感，也让那辆“大二八”成为了
最踏实的座驾。2002年以前，我家
一直住在平房里，因为不算是老
房，我家与低矮破旧棚户区有着较
大的区别，两室一厅带个院子，养
猫、养鸟、养鸽子、养花花草草，老
爹的自行车靠在墙边，一切都那么
和谐和惬意。

有一段时间，我总在幻想着自
己骑上“大二八”，驰骋在宽敞的马
路上，让那些还不会骑车的人向我
投来艳羡的眼光，但僵硬的身体和
差到没边儿的平衡感，终是破灭了
我这个幻想。后来，老爹换了座
驾，“小木兰”代替了“大二八”，“小
木兰”的光洁如新也代替了“大二
八”的光洁如新，出来进去的时候，
我时常看到“大二八”孤单的立在
小院子的角落里，渐渐的，它的座
椅上落了灰、轮毂生了锈、车梁掉
了漆，连曾经清脆的车铃，也变的
沙哑和干涩。

我问过老爹，还要不要“大二
八”了？老爹总是不在意地说先放
着呗。终于有一天，我放学后发

现，原本停着老旧“大二八”的地
方，堆放了其他的杂物，我想，它已
经完全尽了义务，或者躺在了不远
的垃圾堆中；又或者架在了收废品
的老大爷的三轮车上，随着一声声

“收废品”的吆喝，走去了未知的前
路。

自行车——摩托车——汽车，
交通工具的变化似乎代表了一个
时期普通家庭生活质量的变化。
新旧交替的过程，推动着整个社会
的前进。现如今，道路上的自行车
变得更少了，电动车、摩托车、汽车
成了城市的主流，再难听见“叮铃
铃”清脆如莺的响铃，各类马达的
轰鸣成就了一个又一个现代化城
市的符号。

淘汰，似乎是这个社会发展的
必然趋势，春去秋来，在记忆中留
下了许许多多斑驳的记忆，也许是
鳞次栉比的房屋、也许是童年的小
食店、也许是邻居家门前的小板
凳，它们已经留在了照片里，而我
们已经走进了新的一个年代，一个
需要更加认真记住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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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沟的改变
东辛房小学五（1）班 柯可

黑河沟，变样了。每天晚上，我和妈妈出来遛弯儿。映入眼帘的是那波
光粼粼的河水。在月光和灯光的映衬下，河面闪闪烁烁，更加美丽动人。微
风拂过，河面泛起阵阵涟漪，让人心旷神怡。

白天，你还能看见河里的小鱼成群结队地游来游去。岸边是丁香、白玉兰
和一些叫不出名字的花草，蝴蝶在翩翩起舞，隐隐听见蜜蜂嗡嗡地歌唱。坐在
凉亭里，看着清澈的水面，闻着淡淡的花香，再被微风拂面，真是惬意极了。

不知不觉已经很晚了。妈妈说：“几年前，这里用脏、乱、差来形容一点也不
为过，水沟到处都是生活垃圾，杂草丛生。”听妈妈一说，勾起了我的好奇心。

“是居民们把生活垃圾都扔在这里吗？”“对！有的居民还会由家里伸出
一根管子，那是用来排脏水的。到了冬天，许许多多的管子下面挂满了脏水
冰瀑。沟里还有红的、白的、绿的塑料袋。”

“怎么能这样自私？简直是破坏环境”，我气愤地说。“不过现在好了，她
不再垃圾成堆，不再臭气熏天了。”妈妈脸上露出了笑容。一条河道的改变，
令我吃惊和赞叹。是啊，我们从小就要懂得保护环境，让绿色和文明伴我们
成长！

指导老师：李迎杰

章寒躺在急救室的病床上，
目光近乎贪婪地望着窗外大树上
闪亮的绿叶。朦胧的意识里，他
仿佛看见一朵白云在身旁飘忽来
去。他吃力地睁大眼睛，看清楚
了是个文静的护士，正在摆弄着
床侧那些瓶瓶罐罐。又有几片云
飘过来，摆弄着他身上的导管和
金属器械。他似乎有点明白了，
这些人是在为自己忙活着，自个
儿这是怎么啦？

人倒在病床上，大都爱思念
亲人、朋友。此刻，章寒渴望着那
些该来看他的人。然而，一个人
也没有出现，他不仅失望，甚至有
些怨恨了。自己唯一的女儿该
来，但她还小，正在上学，来不了
自在情理之中。组织部部长赵宏
该来呀，是他送自己到县里去的，
如今任务完成了，他怎能不着面
呢？雅琼，除女儿外，她算是自己
最亲近的人了，别人可能都有这
样那样的事情，可她没有理由不
来呀？还有那个杨利，尽管他伤
害过自己，毕竟是曾经的朋友。
正是他的这种伤害和诋毁，才像
助力似的激励自己知难而进，奋
发蹈厉！

在走过的40个春秋的岁月
里，他还没有真正恼恨过谁。不
是他没有气性，是他不想把气愤
化成怨恨。他总在想，都是为着
工作何苦呢？时间的流水会冲刷

一切矛盾，没必要剑拔弩张的！
可这次他真有些恼怒了，尤其是
那个让他切盼见到的雅琼，渴望
见到她的火焰燃成一种欲望。此
刻，他多么希望她能守在自己的
身边，自个儿并不需要她说些什
么，做些什么，只要她默默地坐在
身边，他就能迸发出一股强大的
力量!

章寒似乎忘记了，就在今年
春天，雅琼去县里看他，自个儿光
顾忙了，把她扔在宿舍里三四
天。就是这几天的冷落，她负气
而归，自个儿眼瞅着她上了车，竟
然连句话也没甩，浑蛋呀我！他
知道雅琼心里依然深爱着自己，
他多么想当面向她表示自己的歉
疚和爱意。可是，他又不想让她
出现，他不喜欢别人见他躺倒的
样子。

三年前，市委决定派出一批
科处级干部到县乡挂职。现在，
这些人任期已满，面临着组织的
重新安排，副厅级的位子只有一
个空缺，竞争者却有四五人。市委
老书记退休了，副书记，市长张伟
正在主持人事安排的常委会。

市委组织部部长赵宏静静地
听着人们的热议，心里却在七上
八下地翻腾。他十分清楚，空缺
位子的竞争者主要是章寒与杨
利，谁上谁下是这次会议的焦点
和难点！章寒是副处级下去的，

是自个儿要求去最贫困、最边远
的山区县任县委书记的。任职期
间，他的成绩显著，有目共睹，按
理说这个位子非他莫属。可是，
竞争者中有了杨利，章寒坐上这
个位子的概率便大大打了折扣。

杨利比章寒小一岁，任正处
职却早了两年。杨利为人机灵，
早在几年前，他就从一个普通科
员，一步跨上了科长的位子，那是
一位领导在某种场合，似乎不经
意地说了几句话。紧接着他就三
级跳似的变成了副处长、处长。
按说他该知足了，可杨利并不这
样看，他是属于那种牵走马也不
会放过羊的人。况且，他压根儿
也没觉得自己牵走了马！

起初，杨利并没打算去基层
挂职，别人都下去大半年了，他竟
然找到组织部，死乞败赖地要求
去基层挂职锻炼。组织上看他坚
决，恰好还有一个名额，他便在离
市区最近的县里任了县委书记。
尽管他比别人下去得晚，尽管他
没有为人称道的政绩，却凭着他
过人的机灵和超强的活动能量，
成为这个空缺位子最强有力的竞
争者。

竞争，在理论上应该是公平
的，在现实中这架天平却往往是
倾斜的。竞争者的对决，有时并
非完全靠自己的实力，不可预料
的客观因素太多了，多的让人难

以琢磨。凭心而论，赵宏是倾向
于把这个空缺的位子给章寒的，
但应有的态度与客观的现实，绝
不像黑白两色那么泾渭分明。人
们的付出与收获，似乎总也成不
了正比，该得到的与不该得到的，
在很多时候都是颠倒了的。赵宏
有自个儿的态度，他却把自己的
态度隐藏在心里，一把手的态度
才是他能表达的真正态度。

凭着多年的组织工作经验，
赵宏深知，一项人事任免很简单，
难的是任免后的许多实际问题，
都要花很大气力去解决。倘若这
个空缺的指标给了杨利，章寒不
会吵闹，甚至连多余的话都不会
说。反之，若给了章寒，杨利绝不
会善罢甘休，上下活动起来，机关
大院里定会折腾的风起云涌！

但是，赵宏毕竟有他自个儿
的主见。前几天，章寒回来了，是
被县里的数百名群众抬进医院
的，几百号人哭得感天动地：“医
生，救救我们的章书记吧，他是个
好人，是为我们才累病的呀！”赵
宏是个不轻易掉泪的男人，那一
刻，他的泪水扑簌而下，一个声音
似重锤般在心里敲击着：老百姓
真心拥戴的干部得不到重用，却
让不干事的人空占着位子，良心
何在？那一刻，他似乎下决心要
把空缺的位子给章寒了。

（未完待续）

平凡的是您

摇曳在风中的白发

丝丝缕缕

缠绕着牵挂

平凡的是您

崎岖在面颊的皱纹

深深浅浅

承载了儿女的步伐

平凡的是您

线穗里血与汗浓缩的乳汁

点点滴滴

滋养儿女长大

平凡的是您

苍老在黄昏里的脚步

蹒蹒跚跚

守望着游子归家

岁月霜染了您靓丽的黑发

时光划碎了您光洁的脸颊

儿女吮干了您泉涌的乳汁

生活压弯了您挺拔的腰身

平凡的妈妈呀

纵然被岁月无情揉搓

也要把自己

站成航海灯塔

活成一轮太阳

为儿女指引航程

平凡的妈妈呀

从古到今 纵览天下

儿女心中

您，最伟大

有时候，我会问自己一个问题：门头沟有多
少条沟呢？晃着脑袋想了半天，从清水数到斋
堂，再到雁翅、军庄，最后数到龙泉、永定，也没数
清门头沟究竟有多少条沟。过去曾听说门城地
区有九条沟，什么圈门沟、龙门沟、中门寺沟……
这九条沟怎么也数不上来。知道有个九龙山，但
是有哪九条龙横卧在永定河水闸西岸林海松涛
的九龙山上，还真是无知的说不上来。有人说，
家雀从门头沟飞过都是黑的；也曾听说，“家有半
口粥，不到门头沟”。我知道，那些说的都是门头
沟的过去，说的是解放前的门头沟。那时门头沟
是矿区，是京城产煤炭之地，民国时期煤窑达几
百家，最早中外合资的企业——中英煤矿、中日
煤矿都诞生在门头沟。门头沟是采煤区，空气都
黑色的，何况飞来飞去的家雀了。过去煤矿下井
工人生活最苦，所以外地人就说，家有半碗粥喝，
就不到门头沟当矿工。那些说的也是旧社会，新
中国成立后，煤矿工人最自豪，那时候找对象都
争着找煤矿工人，因为嫁给煤矿工人，一切生活
都有保障，收入及福利都好，一个煤矿工人工作，
一家子人生活有保障，这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京
西生活的真实写照。

我是上世纪90年代初，从东北工作调转来
到门头沟的。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百业待
兴。门头沟区也是处于经济转型期，如何靠山吃
山会吃山，是当时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如何靠
资源优势，带领农民发家致富是当时政府要做的
头等大事。后来，又利用门头沟煤矿废弃煤矸
石，发展新型建材，确立“建材兴区”的经济发展
思路。一路走来，门头沟的艰辛发展，一步步，都
锁定在山区农民利益上。新的历史时期，门头沟
又走绿色发展之路，发展文化旅游休闲产业，发
展精品民宿，始终都没有离开农民利益。我当时
所在企业也是一家乡镇企业，企业职工及管理人
员大部分也是当地农民。当时正值全国乡镇企
业异军突起，福建、浙江等乡镇企业风起云涌。
因为工作关系，我初来门头沟，就经常去斋堂、雁
翅等乡镇，工作之余，饱览了门头沟美丽的山
川。当时与一些外企经常谈些业务，一次接待美
国客人，他们参观企业后去妙峰山参观，参观后
国际友人临走留给我一句话，对我刺伤很大，他
说：“门头沟真美、也真穷！”

“真穷”，也许对当时门头沟来说，是一句实
话。但我心里很不服气：门头沟真美，将来也一
定真富！我来门头沟工作近30年，早把他乡当
故乡。现在已经血肉及灵魂都融入这个第二故
乡，亲身见证了第二故乡的发展变化，尤其是近
些年，门头沟启动采空棚户区改造，疏解整治促
提升专项整治行动，“创卫”“创城”工作等，门头
沟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别说与过去的门头
沟相比，就是与上世纪90年代初我刚来门头沟
相比，也不能同日而语。无论生态环境、还是交
通状况都感觉如梦幻般的变化。

初来门头沟，通往城区公交车只有两条线
路，乘车难一直是门头沟出行的难题，即使有几
年通了“小公共”私人中巴，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门头沟出行难问题。近些年，门头沟高楼耸立，
新建小区配套设施齐全，学校、幼儿园、文化中心
等公共设施齐备。家门口小区都通了公交车，现
在门头沟公交车通往区内区外最少也有几十条
线路，还有快速公交、地铁S1线。长安街西延线
马上就要通车。今日门头沟，交通与城区一样发
达，环境更加优美，是宜居的绿色生态之城。门
头沟的农民也富了，有了医疗、社保，没有昔日农
民的后顾之忧。看到当地农民富足的生活，我想
起多少年前美国客人的话，门头沟“真穷”已经一
去不复返了。别了，司徒雷登！“我们中国人是有
骨气的”，这话一点也不假，加油吧，门头沟，不管
你有多少条沟壑，我都爱你一丘一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