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在笔尖绘我心

张 腾

小时候! 老师常问我们长大后的梦想是

什么! 小伙伴们往往给出的都是那几个听惯

了的答案"科学家#老师#军人$$而我!不知

出于什么样的心理! 给出了一个俗套而又非

凡的答案!作家%

而今!作家梦已遥不可及&因为职业的选

择不仅在于自己的兴趣爱好! 还有不可或缺

的机遇和天分&而我既没把握住机会!也没有

七步成诗的才华和悬梁刺股的毅力! 空喜读

书而无体会! 注定了只能写些无病呻吟的文

字&如今由于工作的原因!作家梦成了七彩泡

沫!早晚还是有破碎的一刻&

但喜欢下笔的老习惯还在& 我父亲是一

名老师!尤嗜读书!虽然并不宽裕!但家里时

不时还会添几本好书& 儿时的我不知读书的

好处!只是觉得做完了功课!与其坐在电视机

前看不感兴趣的电视剧! 还不如翻几本书来

得痛快&一年又一年!从小学时翻着'新华字

典(看书!直到今天!大部头的书也读了不少%

每读罢一段文字!若心有所动!便用笔把自己

的所思所想记录下来%久而久之!我便渐渐爱

上了下笔! 也许这也是读书的万般好处之一

了%

爱下笔!是因为我的怀旧!喜欢怀念美好

的或不美好的曾经和过往! 笔能寄托我的愁

思%随着自己一年一年渐渐长大!可供怀想的

旧事也日积月累% 如今告别了青葱岁月和美

丽的校园!我倏然觉得!过往的岁月像做梦一

般!梦境中的一切!像电影一样!一个镜头一

个镜头地闪过!那感觉熟悉而享受%往事不能

仅仅存在于自己的脑海里! 还应当存在于我

的笔下%笔下的记忆!才是永恒%

爱下笔!是因为我自认是一个细腻的人!

一片落叶!一缕新芽!也能勾起我的悲或喜%

春雨淅淅!意味着希望和生命)夏日里采莲人

哼着歌谣划舟过莲海! 我在 *接天莲叶无穷

碧!映日荷花别样红+中欣赏*出淤泥而不染!

濯清涟而不妖+)秋风飒飒!黄叶离枝!落地归

尘)雪花飘洒!北国冬日的灵动和肃杀之美又

来到眼前&静静地看窗外变幻的世界!感受心

灵深处的悸动! 用文字传递我心中难以言说

的情感&或许!笔就是我最亲密的伙伴!无时

无刻陪伴着我!忠实地表达着我真正的内心&

我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没有波澜壮阔的

光辉岁月!只有平淡而感恩的漫漫人生&二十

余载光阴飞逝!世事易变!我日日怀念的故乡

和故乡的人也早已变化了模样!他们只存在我

渐渐模糊的记忆里&我拿起笔!感受笔杆上残

存的思念的味道!透过文字!用心勾勒我脑海

中的过往!一笔一笔!一幕一幕!愈绘愈清晰&

!作者单位"河北省晋州市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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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有声
!

最甜的西瓜

马云生

时节已过中秋!当西瓜逐渐淡出大众消费

市场之时!我却吃到了今年!不!应该是平生所

吃过的最甜的西瓜&

!

月
!

日!我院的*移动检察室+去巨野县

核桃园镇开展下访巡访#法制宣传活动!我正

在低头整理材料! 忽然一个洪亮的声音响起"

*王科长!你还记得我吗,+话音未落!一双有力

的大手紧紧地握住了我们科长的手&此人叫贾

继领!是巨野县大义镇人&今年初!因贷款纠纷

被判败诉后! 不服判决的他向我们反映了情

况!在深入分析案情的基础上我们依法提起抗

诉!使他的案件得以改判!为他挽回了损失!满

怀感激的他几次要敲锣打鼓地到院里来送锦

旗都被我们婉言谢绝了&

交谈中我们得知!骑行三十多里路的贾继

领是专程来买农资的&他突然小心翼翼地询问

我们返回院里的时间!然后若有所思地转身离

开了&我留意到他并没有走远!而且不时向我

们这个方向张望着!似乎有什么未了的心事&

时间将近中午! 集市上的人逐渐散去!贾

继领忽然引领着一个年轻人拉着半车西瓜来

到我们跟前!不由分说抱起西瓜就往我们车上

装!我们赶忙跑过去加以阻拦!他急得涨红了

脸说"*上次帮我那么大的忙连饭都没有吃!这

次收几个西瓜难道还不行吗,+ 我们一边表示

谢意!一边把西瓜送回三轮车上&

见我们执意不肯收下!贾继领抱起最大的

一个西瓜说"*既然你们不要!那吃个解渴总该

可以吧&+ 这时站在一旁的年轻人笑着说"*别

看我们的西瓜是晚茬瓜!可好吃呢!老百姓买

回去都留着做西瓜酱&一般我卖瓜根本不用出

镇! 我说我爸怎么硬催着我把瓜拉到这里来!

原来是遇到了你们呀&+

刀落瓜开!红瓤黑籽!还是沙瓤的!西瓜像

一朵绽放的花朵!更像一个灿烂的笑颜!我们

都有些舍不得吃了&拿起一块西瓜!吃在嘴里!

却甜在心里!这种从未有过的沁人心脾的感觉

是那样的意味深长!回味无穷&

!作者单位"山东省巨野县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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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中队
全书以柳城女子交警中队的一群女警的成长为主

线&描写她们在一年四季中不同的生活和工作状态'故

事从始至终让这群年轻的女警都处在极度的紧张状态

之中&但她们执着坚定&敢于担当&以自己的娇弱之躯

对抗残暴&她们热爱生活&爱岗敬业&敢爱敢恨'她们或

少年老成善于思考&或外表娇弱内心刚强&或风风火火

泼辣干练& 或温婉可人感情丰富()但她们又都有一

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对祖国*对人民的忠诚'

微小说征文大赛通知
微小说以短小精悍著称!极富文学乐

趣&本刊现发起
"#$%

年微小说征文活动!

欢迎广大读者积极参加!征文要求如下"

$!

题材不限)

"!

参赛作品须为作者原创!且未经任

何形式公开发表)

&!

字数在
'%#

字以内)

%!

投稿请发送至
()*+,-./01'2&1345

!

邮件标题注明*微小说投稿+!并写明真

实姓名及联系方式!地址和邮编"&

福 利

朱才华

假期同学相聚一堂!谈起单位发的福利!

大家都说禁令之下!中秋连月饼都没发&一央

企同学淡然一笑 !*发了个表 ! 上有我姓名

呢&+大家兴致高涨"*个人订制的呀!宝珀还

是劳力士,+*看! 我带来了!+ 同学拿出一张

纸!上写着"值班表&

1

作者单位"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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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小说
!

一双眼睛 一个世界

闵 光

一个人!要么读书!要么旅行!身体和灵魂

必须有一个在路上&整理行囊!背上背包!开始

一段旅程&

我是一个旅行爱好者!喜欢看美丽的景色!

了解不同地域的习俗&我一直认为!人生如白驹

过隙!转瞬即逝!人生的成功不只在于事业!还

在于要拥有丰富的生活阅历! 而这些阅历的来

源恰恰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我想用我

的眼睛记录下我所看到的一切! 用我的烂笔头

怀念那些逝去的!却是最美好的!旅行的回忆&

人生如戏!但不需要用自己的精彩!去装饰

别人的人生!只要做自己人生中的主角&我们都

是同坐一趟火车的旅客! 只不过终点不一样罢

了!有人中途上车!有人中途下车&相识一场是

一种缘分!这种缘分!值得珍惜!但不必贪恋&

我始终相信有些地方的风景是用来欣赏

的!有些地方的风景是用来拍照的!有些地方的

风景是用来见证历史的! 而有些地方的风景是

用来让人懂的&

丽江! 一个充满幻想的地方& 我去丽江旅

行!也充满着幻想!但是在你踏入丽江古镇的那

一刻!似乎什么都改变了&古香古色的建筑!温

婉雅致的小店!宁静古朴的农家小院!依河而建

的特色旅社!令我有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这座

古镇!承载着多少人的梦想!又实现了多少人的

梦想!同时也见证了多少悲欢离合&

白天的古镇人声鼎沸!热闹非凡!游客的嬉

笑声!商贩的叫卖声!夜晚的古镇却有着另一番

景色& 独自一人走在石板路上! 看着过往的行

人!听着从酒吧中传来的各种嗨曲&而我对慢摇

!

笔下行旅
!

云中家园 重庆市检察院 李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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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

深秋的黄叶

孙 晋

深秋的黄叶

装点了谁的苏北小镇

花裙子已被收藏

大街小巷依旧匆匆

依然

寻觅着静的月夜

把祝福打进邮包

思想将去远行

远方

你打开邮包

接收来自秋天的心情

噢!还有--

别了

喧嚣的夏

打点好秋的行囊

去信步远游吧

别了

热情的夏

味道如繁花似锦的热拥

留下另一季的期待

在飘着黄叶的季节

我该冷静地走向

秋的更深处

深秋的黄叶

装点了我游子般的心绪

在我的苏北小镇

将心情寄向远方
%作者单位"江苏省徐州市检察院#

吧情有独钟!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有着独具特

色的装修!调制着不是很纯但是独此一家的鸡

尾酒!放着低沉而缓慢的爵士乐!一个有故事的

老板向我娓娓道来他或真或假的经历&我低眉

聆听!时不时抿一口鸡尾酒!此时无声胜有声&

一杯酒的时间!可以讲述一段人生阅历!也给了

我重新审视自己的时间&

大理!一个留下历史烙印的城市!金庸先

生的小说也为它添上了浓重的一笔&这座白族

聚居的城市!也处处展露着民族风情&我穿上白

族服饰!走在蝴蝶泉边!听着泉水叮咚响!才发

现生活原来可以如此惬意&来到大理怎能不提

到白族人民的*母亲湖+...洱海&洱海的形状

犹如人耳!故由此得名&从空中俯视!洱海宛如

一轮新月!静静地依卧在苍山和大理坝子之间&

洱海风光!四时变幻!多姿多彩&清晨!薄雾轻

笼!烟波无际&待东方日出!揭开面纱!朝阳四

射!金波粼粼&夕阳西下!余霞散绮!渔歌唱晚&

月夜!水静风轻&坐在船上置身于洱海中央!抬

头仰望是蔚蓝的天空!是时而聚拢!时而分散的

白云!低头俯视湖水清澈!波光粼粼&

就让我们远远观望!细细品味!领略它独

特的精髓吧&

%作者单位"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检察院#

敬 畏

王太华

矿难现场! 刚刚就职的检察长对矿老板提

出诸多批评意见&矿老板见不认识!没有答言扬

长而去&不久!某重大责任事故案移送检察机关

审查起诉!矿老板来求检察长宽大处理&见检察

长后自责"*领导!我有眼不识泰山--+

检察长微微一笑"*你敬畏的是法律!不是

我&+

%作者单位"湖北省秭归县检察院#

能干的美国爸爸

林世钰

门铃响了!开门一看!是女儿的好朋友印

度女孩
67/8)9

的爸爸和弟弟
:978)9;

& 五岁的

:978)9;

背着一个书包!手里拎着便当!大眼睛

忽闪忽闪的!有点羞涩地看着我&

两个月前!

67/8)9

的妈妈去肯塔基州看望

父母了!于是
67/8)9

的爸爸一个人带两个孩子!

每天还要工作&昨天接女儿时!听
67/8)9

的爸爸

说他今天必须去公司上班!问我能否帮他接一

下女儿&我答应了!问他儿子怎么办&他耸耸

肩"带到公司去&我提出可以帮他带一天&他一

脸惊喜地问"*真的吗,+

早上
!

点多!他准时把儿子送到我家来了&

在儿子耳边吩咐了一通不要惹祸/好好完成家

庭作业等!然后匆匆上班去了&

67/8)9

的爸爸在一家服装公司做会计!每

天都很忙!但幸运的是!老板同意他在家里工

作!每周去公司两天便可!这样他就可以安心

在家里边工作!边照顾孩子&

*一个人带两个孩子,0+先生听说后!惊呼

一声&在中国爸爸看来!这简直不可思议&今年

初!我回国处理一些事!先生一个人带了三个

月女儿&每次打电话时!他第一句话就是*你什

么时候回来+!他说自己顶多能忍受六个月&

在美国!你会发现!爸爸带孩子的能力超

强!他们半夜爬起来给孩子喂牛奶!把孩子兜

在身上满世界逛! 带孩子玩各种游戏--和

'爸爸去哪儿(里笨拙的中国爸爸相比!美国爸

爸真是太能干了0

小区里有一对杭州夫妇!女儿在美国读书

后嫁给一个美国小伙子! 去年生了一个女儿&

提起洋女婿! 他们赞不绝口&*小伙子人高马

大!手上还有刺青!一开始我们都不太喜欢他!

但时间久了!发现他人挺好&半夜都是他爬起

来给孩子喂奶!给孩子洗澡前都要用手试试水

温!每天给孩子唱歌#弹吉他!我们很庆幸孩子

有这么好的父亲&+

前段日子!我们去公园玩!看到一个父亲

带着三个孩子出游&大女儿估摸八九岁!骑着

自行车!儿子大概四五岁!自己在路边捡树叶

和石头!而最小的孩子正在学走路&在先生佩

服的眼光中!这个父亲带着孩子浩浩荡荡穿过

森林小径&中午在湖边吃饭时!又碰到他们一

家& 父亲买了两盘薯条和三个三明治放在桌

上! 两个大孩子立刻自己去拿纸巾和番茄汁!

然后津津有味地吃起来&吃完后!两个孩子动

作迅速地把垃圾倒掉! 然后一家子又出发了&

一看平时就是训练有素的&出于好奇!我问这

位父亲!为什么妈妈没有一起来,他笑了一下!

她出差去佛罗里达州了&

在中国带孩子几乎都是妈妈和祖父辈的

事!爸爸通常是缺席的&所以妈妈必须无所不

能!做得了小报!教得了数学!做得了攻略!拍

得了照片!扛得了背包--总而言之!在中国

做一个妈妈!必须要文武双全!上马能杀敌!下

马会绣花!上厅堂会吟诗!下厨房能烹饪!否则

根本就应付不过来&因为很多时候!爸爸们都

不知道去哪儿了& 中国爸爸有个传统的思维!

那就是*男主外!女主内+!男人负责挣钱养家!

女人负责相夫教子&很多父亲貌似在孩子身边!

但实际上是缺位的! 因为他并没有用心陪孩子

一起成长&

而和中国爸爸相比! 美国爸爸的家庭观念

似乎更强&在美国!孩子一般是由父母自己带大

的!老人几乎不参与!也很少请保姆1费用很高2!

很多爸爸都会和妈妈分担养育孩子这个甜蜜的

责任&爸爸们下班了就直接回家!很少在外面应

酬!周末就陪家人出游或者锻炼身体&如果遇到

孩子有特殊的活动! 比如毕业典礼和重要演出!

一定是尽量放下手中所有的事情去参加的&

上周四送女儿上校车时! 碰到一个美国爸

爸!朋友问他今天怎么没去上班!他回答!今天

是女儿的毕业典礼!所以他请假了一天&每天早

上!我都能看到他送女儿坐校车!每次女儿上车

前!他都要搂住她!亲吻她的头发!那一幕温馨

得让每个人的心都软软的&一次我忍不住问他!

你女儿这么大了!完全可以一个人坐校车!为什

么还要送她呢,他回答!以后她去上大学了!就

没有机会送她了&

父亲与孩子之间温情的表达! 对中国爸爸

来说是一门需要学习的功课& 一个国内的朋友

说!

'#

岁的儿子每次把手搭在爸爸肩上时!爸爸

就迅速把他的手拿开! 然后厉声说"*男孩不要

黏黏糊糊的0+我开玩笑!让他到美国呆一段也

许会改变&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

制或转载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春运达到高潮时!春节也就

到了&

节日的气氛使人高兴 /愉

悦/快乐/兴奋甚至可以说亢奋!

有的人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去忘

乎所以地行事不计后果地狂欢!

于是祖先们又发明了一个词!来

警告人们...乐极生悲&

没待景莉继续往下想! 咣!

路口的两台车又撞上了!岗台上

的诗梦和岗台下的晓婷一起跑

过来!前车等灯!后车追尾&

*诗梦!去拿酒检仪0+晓婷

说着先收了后车的驾驶证又顺

便审查一下前车&

景莉说"*这么好的视线!这

么宽的路口!这么少的车!怎么

你大早起来就喝啦0+

*队长!我没喝!真的没喝0

不信就检一下&+ 后车司机点头

哈腰那样子似乎要给景莉下跪!

为表明自己不在罪大恶极可以

让交警拿来当杀一儆百的典型

之列!他接过诗梦手中的酒检仪

便卖力吹起来&

*你看! 真的没喝酒吧0+司

机瞅着仪器打出来的数据!满脸

堆笑&

*那是怎么回事,+景莉一脸

狐疑地盯着肇事司机!那样子似

乎不从他脸上挖出肇事原因绝

不罢休!*你睡着了0+

*你怎么知道0+司机吃惊地

瞪大眼!*我是打了个盹! 昨晚!

嘿嘿!打了一宿麻将&+说着他不

好意思地低下头!*求您法外开

恩!大过年的别扣车了!我给他

赔!我们自行协商&+

*开车你敢打盹!这是车!不

是你家席梦思0+ 景莉突然提高

了声音!*这不光拿你自己的生

命开玩笑! 也是对他人不负责

任0多亏前面是车!要是人不给

撞飞了吗, 没喝酒你就有理了,

告诉你! 这和酒驾一样危险!甚

至比酒驾更可怕也更可恨0+

*是!是!我没理!我错了!今

后一定改0+

鉴于肇事司机认错态度诚

恳!又快过年了!景莉决定还是

放他一马!让晓婷走了个事故简

易处理程序!但车辆先暂扣在岗

区!找人代驾方可离开!并对肇

事车辆按上限进行处罚&

肇事司机有些得寸进尺!以

为大过年的交警心情肯定也不

错!又过来哀求景莉光交罚款就

别扣分了&

*上脸了是不,嗯,+景莉眉

头竖了竖! 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说!*我警告你!你也回去给我宣

传一下!春节期间我们从严整治

查处!醉驾入刑后!柳城第一个

以身试法者还没让我们逮着呢!

希望不是你和你身边的人0+

其实!这几天!景莉的心情

并不好!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丽

茹&丽茹流产了&

陈易鸣在年三十的傍晚终

于风尘仆仆地回来了&当时他的

父母回家去煲鸡汤了!丽茹刚刚

醒来还不到一个小时!正让晓婷

和诗梦扶靠在床头虚弱地喘息&

景莉给一琳递了个眼色!两人便

在电梯出口迎着了易鸣&

*对不起莉姐!一琳姐!太谢

谢你们了0 让你们跟着操心!我

那边的生意实在走不开0+ 陈易

鸣堆着一脸笑容!看来他路上已

经搜肠刮肚准备好了满满一机

舱的好话&

*易鸣! 你先别忙着感谢0+

景莉拉了一下陈易鸣的胳膊!把

他拽到窗前楼梯拐角处!说"*我

和一琳得先向你道歉!没有照顾

好丽茹!孩子!孩子没保住!流产

了0+

陈易鸣的嘴张成
<

型 !愣

愣的足有半分钟!那满脸堆笑在

脸上僵硬地顽强地趴了一会儿!

才渐渐消退下去&

一琳说易鸣你有什么怨气就

冲我和莉姐撒吧!丽茹休克了!又

昏睡了大半天!才刚缓过来0

*跟你俩撒! 跟你俩有什么

关系!她就那么大咧惯了!不管

不顾的0+陈易鸣脸色难看起来!

朝病房走&

一琳悄悄地说!该不会出什

么事吧0

景莉摆摆手!紧跟在陈易鸣

后面&

门开了!晓婷!诗梦!文静等

人惊喜地喊"易鸣0又见景莉在

门外摆手!便知趣地退出去&

*易鸣0+丽茹虚弱地叫了一

声!泪水便汹涌澎湃地淌上苍白

的脸颊&几天来!她没有哭!上午

她疼得昏死过去! 也没落一滴

泪!她倔强地隐忍着!就是留待

这一刻把满腹的委屈向亲爱的

易鸣倾诉吗,

朦胧的视线中易鸣一步一

步走过来! 丽茹挣扎了一下!想

坐直身体! 想一头扑到易鸣怀

里!哭一个酣畅淋漓!然后易鸣

会像哄孩子似的轻轻拍着她后

背!直到她由大哭变成抽泣变成

哽咽!终至渐渐平复&

*易鸣!对不起!都怨我!咱

们的孩子没了0+ 丽茹在易鸣的

双手触碰到自己肩膀时! 哭着

说!说完她便感到肩膀像被什么

东西钳住! 闷闷的钻心的疼!然

后她听到一个恶狠狠的声音 !

*你还我孩子! 你还我孩子0+再

然后!她觉得有一股强大的力在

摇晃着自己! 前后左右地摇晃!

摇晃得虚弱的身体似乎散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