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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小说

最早识字，每个字都像休眠的萤火虫，并不发
光。直到知道这个字表达什么意思，这个字才闪
闪发光，如同休眠的萤火虫醒过来了。不妨想象
一下，一本书，有那么多萤火虫跳跃、发光，该有多
迷人！可是，你没有读它，这些萤火虫就永远在休
眠。每一本书都有一大群萤火虫在休眠，等待你
去唤醒呢。

万物生长，因为有阳光。人类之所以与众不
同，除了自然阳光，还需要精神阳光、心理阳光。
而读书便是取之不尽的精神光源。

叔本华说，读书是别人代我们思想。这等于
我们不买门票、不交学费，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向
高手学手艺，和他们一道翩翩起舞，任由他们领
飞。能为我们领飞的高手很多，我们可试着伴
飞、跟飞，甚至独自飞翔。我们也可沾沾灵气，或
者，只用大师们的文字光芒驱散心中阴霾，获取
一丝快乐。快乐乃人生的另一种光芒，有快乐
在，能去除心理锈迹，噼啪噼啪碰撞出智慧火花，
这已足够。

读书不能走马观花，不能当“知道分子”，而
需让知识系统化。不能仅痴迷屏幕上的碎片化
阅读，而要安下心来，围绕某个内容系统阅读，不
放“满天花”，而是子弹中靶、船向彼岸。让零散
知识形成合力，为我所用。一些学者提出拒绝碎
片化阅读，有一定道理。因为那样的浏览会在不
知不觉中耗去很长时间，被各种“无效信息”缠
住，让人得不偿失。尤其是那些“标题党”们，花
费心思挑最有诱惑力的字眼“请君入瓮”，打开一
看，往往雷声大雨点稀，无度地夸张、哗众取宠，
或者标题与内容完全“不搭界”。每天陷在这样
的阅读中，形成惯性，比丢了贵重物品损失还
大。因为，丢了贵重物品还可以通过劳动“失而
复得”，但时间是生命的组成部分，有什么比丢失
时间、耗费生命损失更大呢？归根结底，任何知
识仅仅猎奇式地蜻蜓点水般学习，没有纳入系
统，如同磁场没有引力形不成“团队力量”，如同
地形图没有经纬分明的脉络指向，只能像秋叶一
样一片片飘零。

读书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阅读者的“持
续进补”。读书不能一蹴而就，而是要打持久
战。就像吃饭一样，每天每顿都要坚持才行。

读书要选经典挑精品。中国 500 多家出版
社，每年至少有几千类几万种图书出版，随便拿
一本就读，时间不允许，也不一定适合。到商场
买东西都要货比三家，读书也一定要有所选择。
盲目阅读浪费财力和时间，是另一种浪费。其实
这是个再简单不过的小问题，可以一招破解：读
哪类、哪个学科的书咨询一下这个领域的高手，
请他们推荐阅读书目。

浅阅读如浮光掠影、水过地皮湿，若脱离准星
的霰弹飞天，只见森林不见树木，就像农人背着漏
口袋从庄稼地边走过，口袋里没存下一粒粮食。
而深阅读，若大网置放深水、钓线甩离浅岸，必有
更多的收获。在阅读中学习阅读，调角度、分层
次、归类别、厘风格，移步换景，才能拾级上升。

学以致用是阅读的现实功用。知识门类就像
随用随取的大超市，各行各业无所不有，既可以入
门，又可以走向纵深。关键时刻，哪怕现学现卖，
哪怕狼吞虎咽地“恶补”、临阵磨枪，也总比不读不
学要好。

跨界阅读，不仅能开阔眼界，还能提升实战本
领。有人质疑：在知识爆炸时代，本专业的书都读
不过来，哪还有时间“跨界”？事实上，许多巨擘都
是跨界高手。达·芬奇为画家，可他在数学领域、
机械设计领域都很出色；丘吉尔在政治、军事领域
叱咤风云，但他还是一位油画家和作家。其作品

《不需要的战争》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袁隆平是
杂交水稻专家，但他还是一位优秀的小提琴手。
飞机设计大师程不时，拉小提琴堪称专业水平，同
时还是一位热爱表演、创作了十多部电影剧本和
科普作品的作家。此类例子不胜枚举。即便我们
不跨界，在某一个学科领域，至少你要知道“上半
区”和“下半区”，否则就会眼界狭窄甚或与整体需
求“不合拍”……

我们说不清楚那些推进人类文明进程的巨人
究竟走哪条路、如何艺绝天下，有一条路却世人皆
知：阅读。

开卷有益。仓央嘉措说：你见，或者不见
我/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你念，或者不念我/
情就在那里，不来不去/你爱，或者不爱我/爱就
在那里，不增不减……一本书也是这样，你读，或
者不读，书就在那里……

我总是坚信：每个文字都是萤火虫，都能发出
光芒。每一本书都是一个休眠的萤火虫部落，等
待我们去唤醒。

字字都是萤火虫
刘国强

父亲离开我已经13年了，这13年
来，我从未停止过思念他。父亲生前
是摄影家，拍摄了大量的摄影作品，有
的作品还在全国及省内产生过重要影
响。因此，每当想念父亲，我都会翻看
父亲拍摄的照片，仿佛父亲就坐在我
身旁，用一口浓重的胶东话向我讲述
这些照片背后一个个精彩的故事。

在父亲拍摄的所有照片中，我印
象最深的有4幅，这4幅照片都不是父
亲的代表作，更称不上是艺术摄影作
品，但这 4幅照片背后所隐藏的故事，
却感人至深，让我难以忘怀。

第一张照片拍的是志愿军从鸭绿
江大桥入朝时的场景，拍摄时间是
1951年3月27日。之所以能把日期记
得这么准确，是因为这一天是父亲作
为战地记者随所在部队奔赴朝鲜前线
的日子。当时抗美援朝战争已进入第
四次战役阶段。

根据指令，部队必须在 15 天内到
达目的地。当时部队距离目的地 750
公里，这就意味着每天必须行军 50公
里。朝鲜山多，一路上要翻很多座山，
有的山还很陡峭，一不小心就会摔下
去，每个人的脚底都磨出了大血泡，走
起路来扎心地疼。当时虽已是初春，
朝鲜却并不暖和，最低气温仍在零
下。为了赶路，根本不可能有做饭的
时间，父亲他们饿了就嚼口干粮，渴了
就喝口凉水，即使困得不行，也不能躺
下休息，因为地上又湿又凉，如果躺下
休息很容易生病。每次夜间休息，都
要靠战友间相互帮忙，把对方绑到树

上，醒来时手脚麻木，浑身酸痛。行军
中，不仅条件艰苦，外部环境也十分恶
劣。白天时常会有敌机在空中盘旋，
狂轰滥炸，夜间敌人也会用机枪在照
明弹的照射下向志愿军扫射。但战士
们并未被敌人吓倒，仍情绪饱满，斗志
昂扬，盼着早日到达目的地投入战斗。

父亲生前每次回忆起刚入朝时的
这段经历，都感慨地说：“去朝鲜前，我
虽然经历过解放石家庄和剿匪的战斗，
但只是作为一名记者前去采访，对战争
一直怀有浪漫的情怀，没想到刚入朝，
还没投入战斗，就让我对战争的残酷和
敌人的凶残有了刻骨铭心的认识。”

虽然第一张照片拍的是志愿军战
士的背影，但从他们的背影中我感受
到了共产党人的坚忍与坚强。

第二张照片拍的是两名志愿军战
士的合影。男的叫叶小苏，是父亲的
战友，长得浓眉大眼，非常英俊，旁边
笑得甜甜的是小苏的女友，叫什么名
字父亲记不清了。只见她长相甜美，
一张秀丽的脸蛋上嵌着一对灵动的大
眼睛，充满青春的气息。她的头紧紧
地依偎在男友的肩上。

小苏和女友同时入朝，但不在一个
部队，平时很难见面，他们感情非常
好。一天，小苏的女友和几个战友一起
下山，刚到公路旁，敌人机枪的子弹就
嗒嗒嗒射了过来，她为了掩护战友，不
幸中弹。小苏赶到时，她还一息尚存，
叶小苏眼睁睁看着女友死在自己的怀
里，悲伤不已。只有 19岁的年轻生命
就这样血洒疆场，永远留在了异国他

乡。若干年后，父亲和他的战友聚会
时，听战友说，小苏后来终身未娶。

我虽与这位志愿军女战士素不相
识，但从她的身上，我感受到了共产党
人的勇敢与无畏。

第三张照片拍的是一位头戴草
帽、身着中山装的老干部。这位老干
部姓王，因为他的行政级别是八级，所
以大家都叫他“老八级”。父亲说“老
八级”是老革命，1933年就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曾参加过抗日义勇军，新中国
成立后担任过中共中央东北局某委领
导，他的老伴儿姓赵，也是新中国成立
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

1969 年前后，我们两家同在一个
公社，但分属不同大队，也许是“老八
级”和父亲都有在沈阳工作的经历，两
人非常谈得来，父亲经常骑车带着我
到他家串门，“老八级”为人真诚热情，
虽曾身居要职，却一点儿架子都没
有，他们老两口对其他乡亲也非常好，
村里谁家遇到难事，都会出手相助，还
将一名孤儿收为义子，在经济和生活
上给予了很多帮助。别看他们老两口
出手大方，自己生活却十分节俭，平时
舍不得多花一分钱，不仅穿的衣服打
着补丁，家里的摆设也极为简单。他
们对国家的未来充满信心，对他人也
都宽容以待。

从“老八级”身上，我看到了共产
党人的磊落与坦荡。

第四张照片是表演艺术家李默然
主演的话剧《报春花》的剧
照。《报春花》

是辽宁人民艺术剧院20世纪70年代末
演出的一部庆祝新中国成立30周年的
作品。一经搬上舞台就在社会上产生
重大影响，有媒体评价《报春花》正如春
的使者让无数人感受到春的气息。

父亲说，李默然对待艺术一丝不
苟，他去辽艺采访的那几天，李默然每
天都准时到排练场，一遍遍和其他演
员对戏，有时为了一句台词、一个动作
要反复斟酌好几遍，直到满意为止。
当时正值盛夏，天气炎热，剧场没有空
调，李默然热得大汗淋漓，上衣都湿透
了，却一声不吭，依然坚持排练。

说来也巧，若干年后，因工作关
系，我有幸结识李默然。第一次见
面，我和他提起父亲，他笑着说：“原
来你是金铎的女儿，看来我和你们父
女很有缘呢。”默然老师不仅对待艺
术精益求精，为人也很谦和，我每次
给他打电话，或到家中探望，他都非
常热情。

在与默然老师的交往中，我切身感
受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坚定与执着。

如今这几张照片已经泛黄，印下
了岁月的痕迹，但照片中这些共产党
人的形象，却始终留在我的脑海中。
每次凝视这几张照片，我的内心都充
满力量，无论是年轻的志愿军战士，还
是老革命、老艺术家，他们的故事既是
一代代共产党人集体的记忆，又映照
了一代代共产党人共同的选择。

父亲镜头中的共产党人
金 方

天刚蒙蒙亮，老哏便一骨碌爬起来。胡乱扒拉
了一碗米饭，抓了两个熟鸡蛋，披了夹袄，就朝承包
的半坡山樱桃园匆匆赶去。时值五月，正是樱桃成
熟期，一树一树的红樱桃圆鼓鼓、水灵灵、红里透
亮，像一盏盏点亮的红灯笼，满山遍野地燃烧，看得
老哏笑得合不拢嘴。

可来到自己的园子，老哏大吃一惊，满树的
大樱桃竟不翼而飞，往深里瞅，近百棵樱桃树无
一幸免。坏菜了！老哏的头嗡的一下，差点儿没
站住……谁这么胆大包天，敢偷樱桃！

几十万元就这么说没就没了？冷静下来，老哏
挨棵树察看，地面脚印排列有序，枝子也完好无损，
而且发青的樱桃一颗没动，剪枝的水平相当了得，
地面有车辙痕迹，估摸是团伙作案，而且干农活很
专业。

事不宜迟，老哏拿出手机就要报警，正在此时，
手机先响了。

喂，老哏啊，俺是老烧。你蒙圈了吧？樱桃是
俺找人连夜帮你采摘的。

你疯了？俺要报警，叫你蹲笆篱子。老哏怒不
可遏。

你感谢俺恐怕还来不及呢。在市气象台工作
的俺那小子，说看卫星云图有暴风雨，叫俺一定通
知你做好樱桃的摘收，可你却偏不听。

“说啥，想以此讨好俺闺女，没门儿！”老哏毫不
示弱，气不打一处来，“俺说不摘，你就下此毒手。
俺闺女就是一辈子不结婚也不嫁你家。”

骂够了吗？你可别晕，俺早就给你提前联系了

买家，你的樱桃卖了个好价钱。老烧的口气有些得
意扬扬。

你别唬俺。老哏半信半疑。
老烧提高嗓门，唬你不是人。俺给你除掉人工

费、车费，余额总共是五十六万三千九百一十八元，
刚收到的。

啊……老哏被这天降的喜讯打蒙了。
马上给你闺女水儿打电话核实吧，钱一分不

少，都转到她手机上了，发货票随后给你。
老哏口气立马软下来，嘿嘿，谢谢你。明儿个

我提溜两瓶好酒，咱哥俩好好喝一顿。
老烧喜出望外，当真？
那当然。老哏这会儿不哏了。
老哏撂下电话，给女儿水儿打电话，水儿说的

和老烧说的分毫不差。老哏心中有些愧悔，又给老
烧打电话。

老伙计，俺错怪你了。
哎呀，咱俩谁跟谁呀。老烧也是满满的开心，

忽而压低嗓门，故作神秘地说，俺家那园子樱桃卖
的价钱可比你的差一截子呢，哈哈。侍弄樱桃你是
好把式，来年你可得帮我。

老哏没含糊，放心，包在俺身上。
噢，对了，老哏，得赶快把有暴雨的事儿告诉乡

亲们，叫他们赶紧把樱桃都摘了，少受损失。
对，对……快，快点儿。老哏也急起来。
果不其然，傍晚，瓢泼大雨下起来，哥俩在炕上

盘腿而坐，瞅着窗玻璃外银白色的雨线流得越来越
快，开心地举起了酒杯。

樱桃
左 岸

红船

南湖依旧用柔软的浪花，簇拥着
一条从1921年驶来的红船
船舷用它弯弯的臂膊
轻轻环抱着，十三颗
从黑夜里冲出来的红色种子

他们躲开敌人的追踪
把一条船当作中国革命的摇篮
商讨着该建设一支怎样的船队
把苦难中的祖国
摆渡到繁荣富强的彼岸

红船并不回避历史疑惑的眼神
它把水中围拢过来的鱼群
团结在自己身边
船上的人
由此也悟到了一条真理
他们决心像鱼儿一样
一生对载舟的水充满感恩

如果把历史的镜头再拉近些
就可以看清一幅更动人的画面
船上的每一名年轻人
胸膛里都燃烧着
一团渴望燎原的烈火

随时准备照亮
被黑暗笼罩着的中国大地

红旗

从枪林弹雨中闯过来的红旗
经过短暂的整装
便高耸在了天安门广场
红旗用挺直的腰杆
象征站立起来的共和国脊梁

高高飘扬的红旗
对一切转变明察秋毫
它比谁都看得清楚
每一次风浪的涌来和退去
而在每一场风雨面前，红旗
都自信地挥一挥手
为前进的人们指明希望的方向

那些在浮雕上永不倒下的人们
终于可以天天看到，红旗下
舞动的鲜花和庄严的注目礼
他们仿佛还感受到了，祖国
把一面荣誉的旗帜
覆盖在火红记忆上的特别温暖

每当我向红旗敬礼的时候
心中就有一群白鸽飞过

那些洁白的翅膀与红旗一起舞动
把天空装扮得分外美丽
红旗飘扬的土地
从此告别了伤痕累累的苦难岁月

红歌

红歌是一种记忆
是关于道路与方向的历史承载
曾记否，那支红色的队伍
唱着红歌，高举火把
把黑夜一次次甩在身后

如今，一些幸福的人们
高唱着熟悉的旋律
红色的音符，用最有节奏的呼唤
在引导人们的脚步
完成一次有序的回归

重温一曲熟悉的红歌
让心与心开始聚拢
一段使彼此倍感亲切的旋律
把理想大厦基座加固
并使之比铁更强，比山更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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