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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书房里，一直摆放着一
张父母的老照片，那是父亲退休后，
我在老家院子的枣树下为父母拍摄
的。光阴荏苒，不经意间为父母留
照的日子已过去了30多年，而我的
父母也已先后离世，老照片成为永
恒。每当我在书房阅读，总会不自
觉抬头看看父母的照片，仿佛能够
在他们的慈祥目光里看到昨日，回
到与父母在一起的日子。

我的父母相亲相爱、相敬如宾，
也用他们德善的养分滋润着我们的
心灵。我小的时候，父亲在县城工
作，从事着他热爱的事业，母亲则在
老家操持家务，照顾我们读书生
活。老家距离县城虽然只有60多
华里，但忙不完工作的父亲几个月
甚至大半年才能回家与我们团聚。
那时的母亲总是把平时省吃俭用积
攒下来的白面取出来，或烙几张油
饼，或擀几碗面条，让我们在欢声笑
语里与父亲分享“美味佳肴”。而母
亲呢，却坐在一旁静静地看着我们
狼吞虎咽的样子。于是，等待父亲
回家探亲休假成了我们兄弟的美好
期盼。

父亲宽厚、善良、不善表达，母
亲坚韧、豁达、快言快语，两种不同
的性格却能欣赏彼此、相互包容。

母亲不到一米六的身材，清瘦干练、
敢担敢当，什么样的事也难不倒
她。在那个年代，母亲耕种自留地
添补家用，有忙不完的活，还要拉扯
着我们三兄弟，让我们无忧无虑地
长大。当我们穿着干干净净的衣服
挎着书包上学的时候，婶子大娘们
都会赞不绝口，称赞我母亲是居家
过日子的好手。然而，每到生产队
年终决算，对母亲来说却是一道难
以跨越的“槛”，家里有劳力的挣工
分多，分得余款就多，而我们家吃饭
的多，挣工分的少，需要向生产队交
的钱就多。每当那时，母亲的“好人
缘”就派上了用场，她找到北街大
嫂，或是南街大叔，把我们家欠生产
队的款记到人家头上，待来年攒下
钱再还上。所以，父亲休假时，总会
听母亲重复这样的话：“咱可遇到了
好的街坊邻居，等儿子们长大了，有
出息了，再回报这些好心人们。”于
是，“投桃报李，知恩图报”慢慢厚植
于我们心中。当我们长大成人，有
了一点“本事”，大凡街坊邻居遇到
困难求助，我们总是尽力相帮，以感
恩的心回报当年帮助过我们的热心
肠的人们。

勤奋善学、不耻下问是我们的
家训。父亲身上常年装着个小本

子，偶尔也会打开它，与我们分享他
的学习笔记，字迹工工整整，记得清
清楚楚、认认真真。这种严谨的学
风影响着我们，我们也在一笔一划
当中体味着人生。母亲识字不多，
对孩子们的要求却十分严格，她有
句口头禅：“学不好，长大了是要挨
憋的”。久而久之，这句话成了弟弟
的“心病”。有一天吃早饭，弟弟呆
呆地看着饭碗不吃不喝，像是思考
着一个“重大问题”。母亲问他：“怎
么不吃饭？”谁知弟弟却问起一个非
常严肃的问题：“娘啊，我好好读书，
考出好成绩，长大了就不会‘挨憋’
了吧。”母亲望着目瞪口呆的我们，
哑然一笑，说：“好好念书才会有本
事，自然就不会挨憋了。”也许正是
母亲这种“独特”的教育方式，让我
们在顿悟中成长成才，在日后的岁
月里不会迷失方向。

行事严谨的父亲和乐观豁达的
母亲组成了“家风的交响”。在父亲
的精神世界里，做任何事情都必须
认真对待，掺不得一点“水分”。他
闲暇时常讲起工作的事，教育我们
养成良好的习惯。有一年，他带队
挖河治水，因工作出色荣获一面锦
旗。父亲特意把锦旗带回家，眉飞
色舞地讲他如何巧妙地分队作战，

组成攻坚小组轮番上阵，既“挖”出
了工程进度，又确保了队员们休息，
打了一场“挖河清淤漂亮仗”，得到
团部的嘉奖。看他兴高采烈的样
子，我们全家人开怀大笑。而我们
的母亲呢？生活中总是充满自信、
快乐，什么事在她那里都“云淡风
轻”。那时，婶子大娘们望着我们生
龙活虎的三兄弟，调侃地说：“养些
小子吃穷老子，连间像样的住处都
盖不起，可咋娶媳妇呢？”听了这样
的话，母亲总是莞尔一笑，爽朗地
说：“俺的孩子们有出息，长大了都
住高楼洋房呢！”我从小就敬佩她有
这样的豪气。

很喜欢听蒙古族歌唱家德德玛
演唱的《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在
那如泣如诉的旋律中，我回忆着父
亲的大爱和母亲的坚强。每年几个
重要日子，我们兄弟都不约而同回
家扫墓，向早已沉睡在大地里的双
亲添几掀新土，说说我们的心事。
扫完墓，我们也要回到父母当年住
的老屋，推开门，再闻一闻老屋散发
出来的那种“年久的味道”，重拾儿
时与父母的时光。虽然如今的我们
已是两鬓斑白、儿孙满堂，岁月仍然
见证着我们兄弟情深，历久弥新。

凝望父母老照片凝望父母老照片
□ 李延典

初秋时节，沿黄河西行去釆风。
常听人说，宁夏是塞上江南，美丽富
饶，其原因在于黄河水的滋养，所
以，宁夏黄河是这次釆风活动的重
点。几天来，我们游览了几处知名景
点，而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当属沙
坡头和沙湖。

沙坡头揽胜
腾格里沙漠一路南下，在这里

与黄河相遇，奇特的景观出现了：气
势磅礴、无边无垠的大漠前进到此，
犹如接到命令一般，戛然而止、肃然
立正，在黄河边上形成了一道高大
伟岸、刀劈斧削般陡峭的高坡，俨然
一个宏大整齐、威武雄壮的秦兵马
俑军阵站立在此。黄河从其身旁浩
浩荡荡、从容不迫地流过，似乎毫不
理会这强大的阵容。游人至此，惊叹
这绝佳景色的同时，难免会产生疑
问：为什么如此浩大强势的沙漠在
黄河岸边停下了脚步，犹如洪水遇
到大坝一般？据导游介绍，这是因为
黄河的水汽十分强大，遏制住了沙
漠的前进，而沙漠也“知趣”地收敛
了自己的锋芒，筑起这道高墙大坡，
与大河对视。

我不懂这其中的自然知识，只
是觉得这种情形非同寻常。我站在
坡顶边缘向南远眺，黄河蜿蜒曲折，
水面宽阔安静，宛若一条金色巨龙，
从贺兰山和腾格里沙漠之间游过，
既不见激流波澜，也感觉不到水汽
升腾，只是让人觉得大气磅礴、雍容

自若。回头北望，茫茫大漠一望无
际，连绵不绝的沙丘在夕阳照耀下，
恰似大海波浪，上下起伏，金光闪
闪，十分震撼。目光收近，巨大的沙
坡上，有层被风吹起的褶皱，像水的
涟漪、丝绸的波纹，柔软细致。一行
驼队缓缓走过，仿佛是从大唐穿越
而来，带着远古丝路上的风霜雨雪
和岁月沧桑。悠悠驼铃声，让我依稀
听到历史的足音在大漠边塞上空回
响，不由得生出怀古幽思和淡淡的
惆怅。

望着这天地造化之胜境，我感
叹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同时，似乎有
某种感悟：大漠有填海埋城之力，黄
河亦有凿石穿山之功，两者相遇，应
该有一番较量，或是沙漠将黄河截
断，逼其改道他行，或是大河给沙漠
开膛破肚，穿胸而过。而眼前这景
象，却是强强握手、和平共处，令人
感到意外。转念一想，也许这才是造
物主的本意。

漫游沙湖
沙湖者，半湖泊半沙漠也。我们

在乘船驶向沙地的途中，随船导游
介绍了沙湖的来历。这里原本是一
片盐碱荒滩，名为“红渠洼”，后来被
划为解放军农建一师的“前进农
场”，经过多年的农垦开发，引黄灌
溉，逐渐成为了可蓄水养殖的湖泊。
改革开放以来，在当地党委政府的
关心支持下，这里大力发展旅游产
业，借黄河之力，水域面积不断扩

大，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发展成为
5A级旅游景区。

游船在平静清澈的湖面上缓
行。大片的芦苇错落于各处，形成形
态各异的水巷和湖湾，给人以幽深
静谧之感，形似于江南水乡却又独
具特色。我感觉沙湖最动人的是这
芦苇，它既有江南水乡的优美雅静，
又有西北边塞独特的粗率豪放。远
处，拱桥、栈道、亭台楼阁隐约可见，
空中有动力伞上下飞舞，五颜六色，
动感十足，水面上摩托艇疾驰如飞，
急停旋转，扬起排排水花，惊险刺
激。忽然，一只快艇驶过，后面数十
只大鸟分列两行，紧随其后，贴水飞
行，场面壮观，令人称奇。

游船抵达沙洲，众人离船上岸，
徜徉于开阔的沙地之上，领略沙漠
与湖泊紧密相拥的风姿。这块沙地
属于毛乌素沙漠的边缘，与腾格里
沙漠相比，虽然没有那么广袤宏阔，
却也精致小巧，别有韵味。沙地上建
有各类旅游设施，游客们既可以在
沙丘上漫步，欣赏沙地风景，也可到
湖里进行各种水上游戏，内容丰富
多彩。目光放远，沙地上有较多的植
被，一丛丛，一簇簇，点缀在沙丘之
间，为沙地增添了些许生机，从周边
环境看，显然不是降雨所至，而是湖
水的浸润使然。

感悟黄河
我在乘车过程中注意到，有众

多的沟渠湖泊，如条条血脉伸展散

布在广袤的宁夏平原上。宁夏充分
利用黄河水灌溉，滋润了这片缺水
的干旱之地，使之成为富饶的塞上
江南、鱼米之乡，因此也有了“天下
黄河富宁夏”之说。知道这些，我更
深切地体会到了母亲河的伟大，也为
宁夏有如此之好的天然之利而庆幸。

阅尽大美风光，夜晚，我们受邀
与当地艺术家们共进晚餐。大家在
友好热烈的气氛中，畅谈了几天来
的见闻和与黄河有关的话题。我们
对宁夏的美丽风景和丰饶物产高度
赞誉。回到宾馆，我的心情难以平
静，望着窗外不远处的黄河暗影，内
心延续着进一步的思考。中华民族
在黄河两岸繁衍生息、成长壮大，缔
造出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而黄河，
不同于地球上其他任何一条大河，
她的脾气时好时坏，喜怒无常。为了
与这位“母亲”平安相处，中华儿女
世世代代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
在延绵数千公里的大河上修筑堤
坝、疏通河道，涌现出太多太多可歌
可泣的感人事迹。而今，沿黄九省区
按照党中央部署，坚持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的道路，高标准推进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想到
这里，我似乎对中华文明、民族文化
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好像找到了
一条摸索已久的思想文化根脉，感
觉不虚此行。

夜深了，窗外，黄河静静地奔
流，城市和人们纷纷进入梦乡，我的
思绪也渐渐平复下来。在大河母亲
的身边，那一夜，我睡得格外踏实。

在宁夏观黄河在宁夏观黄河
□ 付希平

喜欢那种淡淡的茶香和近乎透
明的绿色。一杯盈秀在握，看着那绿
装素裹的小身子娇俏又灵动，在晶
莹的玻璃杯中旋转、舒展、片片飘落
沉浮，水色微碧，如淡墨绽放，随之
而来的是一种心灵的澄澈和空灵，
任思绪飞扬。

古道茶香
悠远的马铃声声，古老的青石

板路，我仿佛看到在祖国西南崇山
峻岭和山涧溪流之中绵延盘旋着的
那条神秘的古道上，背负茶包艰难
攀爬着的脚夫和那些剽悍的大大小
小的马帮。梦回唐朝，这里曾一度繁
华，作为中国西南民族经济文化交
流的走廊，古道一路承载着历史的
厚重和沧桑，它不仅是一条经济线、
一条政治线，一条文化线，还是一条
国防线，连接了内地和边疆。似水流
年，随着历史车轮的不断提速，茶马
古道也已淹没在历史的烟云中。清
脆悠扬的马铃声早已远去，只留下
那些或深或浅的马蹄印在沉寂的青
石板上，依稀可辨，写满了陈年往事
的神秘传奇。沁人心脾的，还有那从
远古飘来的茶香，萦绕、飘洒。

不如吃茶去
海南，三亚湾，晚风轻拂，夕阳

斜照下的金色沙滩上，高大的椰子

树下，有一女子身着一袭白色旗袍，
面朝大海，安静地煮水、洗杯、冲茶、
洗茶、倒茶、点茶。那种茶香沐浴中
的优雅从容、淡然、恬静，倏忽惊艳
了那片碧海。嬉戏逐浪的人们也随
之安静下来，享受一道风景，一缕茶
香。满怀虔诚和敬畏，端起一杯茶，
小口品之，心脾俱爽，仿佛喝的不是
茶，而是几千年沉淀下来的甘醇。惊
喜于这博大精深的茶道之美。

我想起初“吃茶”，吃的只是茶，
并无“道”在其中。吃着吃着，心便沉
静下来，沉淀了浮华，净化了灵魂。
以平常心吃清净茶，以清净茶养平
常心，一杯清茶，禅意盎然。唐代诗
僧皎然有诗云“三饮便得道”。于是
乎，吃茶便有了参禅悟道之趣，即

“茶禅一味”，这就是茶道的渊源吧。
茶道源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积淀，
融合了太多的中国文化元素。

即使茶道走出国门，盛兴于别
国，我想定格在世人心中的依然是
一套紫砂，一身唐装，一曲古筝。怀
诚敬之心，沐手焚香，本真如赵州和
尚，“不如吃茶去。”

茶馆那江湖
城市灯红酒绿，各色饮室充斥

其间，纵使千年过去，茶馆依然立足
于江湖。走过各色酒吧和咖啡屋，心
底割舍不下的依然是茶馆的情怀。

茶馆于我的最本色印象，定格
在某古装电视剧里的某个镜头，临
街的古色建筑，老式八仙桌，青花瓷
的盖碗，里面热闹嘈杂，堂倌提一大
嘴铜壶穿梭其间。然后，就是老舍的
《茶馆》，一个小小的“裕泰茶馆”道
出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变迁和人
生百态。旧时茶馆就是一个江湖：它
是打盹儿、掏耳修脚的自由天地；也
是评书、快板的表演场所；还是说买
卖、讲道理的公堂。茶客中可以有长
袍长褂的官绅商贾，可以有短衣短
裤的人力车夫，还可以有穿长衫的
读书文人，喝的是茶，品的是日子。

茶馆文化古老而灿烂，茶馆也
是一个时代展示其文化特色与风格
的窗口。如今的茶馆即使融入了诸
多现代化元素在里面，也依然传承
了茶馆的传统文化，古朴、厚重。

小茶馆，大世界。我常常想，如
能置身于茶馆一角，泡一壶茶，看茶
馆中人来人往，观民俗市井百态，感
传统文化精髓，领略个中滋味，将无
悔于“江湖”走一遭。

红尘里的茶香
中华文明浩如烟海，中国是茶

的国度，也是诗的国度，当诗遇见了
茶，便成就了最美。历史上第一句茶
诗出自左思的《娇女诗》：“止为荼荈
据，吹嘘对鼎立。脂腻漫白袖，烟熏

染阿锡。衣被皆重地，难与沉水碧。”
其意为：两个小女孩守在茶炉边，因
为急着想喝茶对着正在烹茶的风炉
吹气，被烟熏得一身乌黑。每每读
来，总是欢喜莫名。茶趣跃然纸上，
茶香飘在心上。

苏东坡曾爱酒嗜茶，茶诗颇多，
然居士曾言“何烦魏帝一丸药，且尽
卢仝七碗茶”，道尽了对《七碗茶歌》
的喜欢和推崇。“一碗喉吻润，两碗
破孤闷……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
腋习习清风生。”一盏盏地吃下卢仝
的七碗茶，一层层的境界拾级而上，
既热爱世俗里的喧嚣聒噪，又喜欢
红尘外的寂静空灵。我想，这种感觉
和意境，真的是“如珠走板，七碗相
连”了。

“不寄他人先寄我，应缘我是别
茶人”是白居易的茶情，“矮纸斜行
闲坐草，晴窗细乳细分茶”是陆游的
茶境，“扫来竹叶烹茶叶，劈碎松根
煮菜根”是郑燮的茶心……尤喜清
照“赌书消得泼茶香”之茶意，有书、
有墨、有诗、有茶，书香、墨香、茶香，
我想这就是国人心目中最具代表的
中国元素吧。

人生如茶，淡淡的，不狂喜，不
惊怯，不动声色，沉淀了浓，沉淀了
浓的浮躁与热烈，留下了淡，留下了
淡的静雅和从容。

茶香远远飘来，茶香依然，茶香
满满。

茶香远远飘来茶香远远飘来
□ 邵丽

一个秋日周末的上午，风吹过
花丛，朵朵鲜花随风摇曳、翩翩起
舞，空气里充满了浓郁的花香，沁
人心脾。我在忙碌中挤出一点时
间，去看退休的大哥，这已经成了
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走进大哥的小院，立即被映入
眼帘的花园惊艳到了：满满一池的
月季花分外亮眼，红色的艳丽、黄
色的高雅、粉色的妖娆，而那绿色
的却是我不曾见过的，还有好多种
颜色无法用语言来形容。郁郁葱
葱的绿叶铺满栅栏和墙壁，阳光从
密密麻麻的枝叶间透射下来，地上
印满铜钱大小的粼粼光斑。一阵
微风吹过，娇媚的花朵向宾客点头
致意，沁人心脾的幽香飘满小院，
令人沉醉。

小院的一大半面积采用透明
彩钢棚封顶，湛蓝的天空在玻璃的
映照下显得愈加干净。在大哥的
精心打理下，院子也显得更加整
洁。院里铺着彩色石板，石板缝隙
里的青苔有被雨水冲刷的痕迹，非
常干净，置身其中，仿佛来到了孩
童们的乐园。

大哥的院子是典型的小四合
院，正房坐北朝南，冬天住在里面，
可以享受到冬日阳光的温暖；夏天
住在南房，里面翻修得更是漂亮，
可以在清凉中躲过夏日的炎热。
走进南房，餐厅、厨房、卫生间、卧
室一应俱全，所有的都被擦得锃光
瓦亮。东边的大屋子，分里外两
间，里边的屋子堆放着生活的杂
物。外边一间是大客厅，简约田园
式的装修风格显得轻松而又愉悦，
这里是大哥家人平时休息的地方。
院子东边是个单独的大客厅，装修
风格文雅别致，专门用来接待客人。

闲聊间，大哥又给我展示了他
又一个隐蔽的小厨房，推开院子拐
角处大柜子的门，一个隐形小厨房
出现在眼前，精致实用的多层架子
上面，放置着各式各样的小锅小
盆，架子下面是煤气灶。大哥从客
厅门口处推出一个活动的小灶台，
可以放砧板切菜，巧妙而又精致的
设计惊呆了我。

大哥一直是我崇拜的偶像。
他在单位是业务骨干，在家里又是
贤夫慈父，还是美食家。大哥做的
家常饭和特色小吃香极了，尤其擅
长做面包和粽子，酥酥软软又带麦
香味的面包，清香四溢又散发着粽
叶香气的粽子，是我迄今为止品尝
过最好吃的美食。说话间，大哥的
儿子伟伟骑着电动车满头大汗地
加班回来。伟伟是单位的业务骨
干，一个优秀的小伙子，高高壮壮
的，永远都是那么阳光帅气。过了
一会儿，嫂子也下班回来。一家人
到齐后，大哥把早就准备好的午餐
摆出来，有我最爱的红烧肉、麻婆
豆腐、卤鹅肝鸡翅豆腐干、土豆丝
炒尖椒、凉拌黄瓜、凉拌豆芽，还有
一盘沙甜西爪，好丰盛呀。

在周末，在小院里，跟大哥一
家人吃饭，让我在平凡中感受到
了普通人家的温馨、幸福和快
乐，感受到了平凡人也能把平凡
的日子过得惬意而且有诗意。看
着幸福满满、生活又惬意的大
哥，很难想象大哥的人生中也有
过很多挫折，但他始终笑对人
生，将普通的日子过得有滋有
味。我不禁感叹，心怀阳光，才
能拥有诗和远方，即使岁月一天
天流逝，只要内心充满希望，我
们依然能够活出别样的精彩。

大哥的小院大哥的小院
□ 周国瑞

那时，夏林初盛，芳芷夭夭。
行走在绿意盎然的滨州街头，入目
皆是画一般的美景。与滨州“厮
守”的十余年，因为存在，所以感
知；始于热爱，忠于践行。此刻，我
再次开启回忆的闸门，细数曾经的
交集，静下心来感知这所城市带给
我的温暖。

求学生涯里，对于“滨州”的印
象仅来源于各种表格上的“籍贯”
一栏，而真正了解和融入她，是在
2009年的盛夏。大学毕业后，我
怀揣着梦想来到这座城市，进入报
社一线采编队伍，游走在滨州大街
小巷、村口地头，见证着这方水土
的“破茧蝶变”。从一开始绞尽脑
汁让自己的稿件出彩，到后来驾轻
就熟地把握深度报道、系列报道，
六年的时光见证了我从“菜鸟”到

“老手”的转变，也让我对“渤海之
滨，黄河之州”这座城市有了全方
位的认知。

或是机缘巧合，或是水到渠
成，由于自身感性有余理性不足，
但又“文笔尚可”，在社会新闻方面
建树寥寥的我，有了更多的机会去
领略和见证这所城市的风土人情、
历史变迁。从炎炎酷暑到数九寒
冬，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双重阻碍，

“为烈士寻亲”系列让我体会到了
“英魂浩荡断人肠”的无奈；舌尖上
的美味，指尖里的艺术，足尖下的
历史，“三尖”系列让我看到了“人
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的模样；数
不尽的渤海英魂，讲不完的红色故
事，“红色遗址行”让我阅尽那段历
史的残酷，更瞠目于渤海革命老区

“不求近功，不安小就”的伟大。
是啊，回忆的闸门一旦开启，

便如同汪洋一泻千里，每一簇星星
点点的浪花，都记录着曾经的最美
瞬间。晨光熹微的清晨，我在市井
街头的老店里闻到过老豆腐的香；
雨后泥泞的农家院里，我臣服于牛
皮鞭手艺人指间老茧的厚重；荒草
丛生的历史遗址前，我感叹岁月变
迁人世变换的沧桑；绵延入海惊涛
拍岸的滨州港口，我感动于滨州人
致力发展海洋事业的执着。

思想和眼光行走在路上，感悟
和文字流淌在纸上，徜徉在滨州这
片土地上，每个瞬间都能感知这座
城市与众不同的存在。庆幸没有
错过这座城，与滨州相遇应该是我
此生最温暖的选择。

2015年，我因工作原因离开
了采编岗位，本以为再无机会与这
座城市同频共振，机缘巧合之下却
更加近距离地走近了她。德大铁
路滨州站正式运行，让我亲眼见证
了滨州陆路交通的迭代；中裕食品
的全产业链，让我惊叹粮食人追求

“物尽其用”的极致；三元生物简陋
办公室和先进厂房的对比，让我见
识到了民营企业家的情怀与抱负
……偏居一隅的日子，免了风吹日
晒的奔波之苦，却收获了许多难得
的经历，而这一帧帧的画幅，都是
这所城市发展的缩影。

今时今日这座城，有了更美更
靓的名片。秦皇河畔“郁”见恢宏
大气的渤海先进技术研究院，定位
于“始于研、终于用、全要素、全链
条”的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用
爱守护，以“家”留才，交通便利设
施完备服务周到的中海汇智人才
公寓里，洋溢着浓浓的温情；实业
创新，星耀滨州，一个个产业园区
拔地而起，一处处创业中心汇聚势
能，一幅幅发展蓝图正徐徐展开。

如今，游走在城市的每一个角
落，所见所感皆让人心潮澎湃。好
人好品好客，实业科创开放，奋发
有为的滨州人用实干擦亮了发展
品牌，用温度装点了滨州色彩。

人在滨州，心悦滨州。在新时
代，每个人都是平凡且独特的存
在，携一抹初心，与光阴作伴。或
许我们生而平凡，但终因这座城市
变得不凡，因为余生在此，三餐四
季，皆与之相关。

吾心安处皆故乡。曾经怀揣
着理想去追寻星辰大海，而今却更
愿栖身在这座城市里，寻一隅偏安
之所，与志同道合之人谋建功之
事，与亲朋好友享平凡之乐，尽己
所能行良善之举……城在家在，爱
之建之。

用爱感知城市温暖用爱感知城市温暖
□ 路彩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