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过一天学习倒腾，书桌一片
狼藉，我几乎本能地把书桌收拾了
一番，“把没有用的东西都扔掉。 ”
“一切都要回到整整齐齐干干净净
的状态。 ”是谁不厌其烦地在耳边
念叨着？还成为了我不知道奉行了
多少年的原则，以至于看到一丁点
儿不整洁都像眼里含了沙。

是父亲罢，我总是很像你，从生
活小习惯到待人接物再到野心和欲
望，某些方面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是记得的，小时候一不小心
就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了， 衣柜，
床上，书桌，客厅，哪里没有我作
乱的痕迹？ 碍于“懒”，玩了去，没
有收拾的功夫。这时你总是会板着
一张脸，像黑的铁，硬的钢，紧皱
着眉，义正词严地训斥我。 小到一
双鞋摆放的位置，而我又有多少次
暗含不满，不甘不愿地去整理。 不
知不觉，习以为常。 它的益处总是
时不时显露出来，或找东西，或复
习，或心烦意乱的时候，像喝完中
药后的一颗蜜枣，苦中带甜。

出门亲戚说：“你们父女长得
真像啊！ ”在家母亲也爱说我们相
似：“你俩吃的菜最好做了， 口味
都那么像。 ”父亲在一旁乐得哈哈
笑，笑得像慈眉善目的弥勒佛。 而
我在一旁哼哼唧唧， 暗里不爽，我
凭什么要像你啊？我为什么要带着
你的影、你的标签过活？

我越是想要逃离这个影，越是
囿于其中。 想着阳奉阴违，不承想
潜意识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我啊，越是想背向你，越是看
见你。

你总说，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要居安思危，做好计划才是。 我吊
儿郎当敷衍了几分，计划赶不上变
化， 随机应变才是真。 你总说，你
总说，要怎么做，要怎么做。 我总
是摇头， 总是噘着嘴， 以示反抗，
而其中又有多少成为了我的生活
习惯或生活方式？ 这是掌控罢，是
束缚罢，所以小的时候凡事你都爱

“自作主张”，不让我去冒险，不让

我和家人以外的人出远门，我像极
了笼子里的金丝雀，被所谓“为你
着想”“这样安全” 的牢笼关押着。
哪里有我，哪里就有你。

我是这样过来的吗？是又不是，
少不经事的我有目如瞽， 常常一叶
障目以偏概全， 未曾考虑过父母的
顾虑， 也不善于判断社会百态的是
与非。现在细细思考，于我而言所作
所为颇有一丝韬光养晦的意味。 更
贴切地说，父母是合理引导，是呕心
沥血，是一片苦心。冒险，可以，走弯
路，可以，但没有必要。如果可以，何
不多些经验之谈和现身说法？ 何不
先培养良好的习惯，尔后厚积薄发？
这个过程就像是登山攀岩， 其中的
气馁，懈怠，甚至想要放弃，诸如此
类的行为和想法你怎么会不知道？
你又何尝不想代我承受这些蜕变和
成长的苦痛？但也正是深谙“宝剑锋
从磨砺出， 梅花香自苦寒来” 的道
理，你总是背向我，任我埋怨，任我
郁闷和不平。越是背向我，越是历历
在目，我的成长你都了然于心。

终于，我也可以像一枚种子一
样， 突破厚硬的泥土长出幼苗，享
受阳光雨露的沐浴，坚韧地抵抗狂
风暴雨的侵袭。

我是被领着成长的，这并不等于
严苛的圈养。 你未曾细致地管控我的
钱财使用， 未曾过多干涉我的交友，
未曾探听过我的隐私，也未曾拆穿我
撒过的谎……相比于其他同龄人，我
已经拥有了极大的自主权了，我们间
是有足够的信任，足够的默契的。

可能你就是这样的人吧，爱我
数十载如一日，待羽翼渐丰，放手
给我所有碧海蓝天。

我越是背向你， 越是看见你。
航行在茫茫烟海中，你就是最亮的
指明灯，为我指点迷津，排忧解难，
引我避开歧路，躲开深海暗礁。

蓦然回首，山峦在，草木在，你
也在。春去秋来，山峦岿然不动，草
木欣欣向荣， 你添了几丝白发，我
多了几分成熟，未来，还是要乘风
破浪，共同成长！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 在增城
派潭镇幽静的山水边， 品着山泉
水冲泡的白茶， 第一次听说灯盏
村———一个建在半山腰的以“灯
盏”命名的小山村。

灯盏村也许是中国最小的村
庄了。 这个位于增城北部山区的
小村庄， 坐落在增城最高峰牛牯
嶂之右侧大顶山的半山腰。 据出
生在灯盏村、 如今已 76 岁的李
伙南老人说， 灯盏村的村民都姓
李， 先祖乃梅州客家人， 开居至
此已有近 300 年的历史。 李氏族
谱记载： 清雍正年间， 嘉应州平
远县李氏四兄弟背井离乡， 一路
乞讨而行。 某日来到增城地界，
走到杨梅都（今派潭镇 ）灵山时，
发现一座背靠牛牯嶂的小山———
当地人称为“大顶山”———的半山
腰很是宜居。 这里山高林密，山
泉流响，鸟语花香，风景秀美，且
人烟稀少， 山上山下又有大大小

小的平地可以开田垦地， 是一个
远离战乱和匪患的世外桃源。 兄
弟几人认为这是上天赐予的风水
宝地， 于是， 其中的兄弟三个留
了下来， 孤寂空灵的大顶山，终
于有了第一盏散发光明
的桐油灯。 这个只有三
口人的小村庄， 也有了
一 个 充 满 光 明 的 名
字———灯盏村。

山外的世界， 早已
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滚滚向前。
而隐居在大山里的灯盏村， 虽历
经数代， 也似乎变化甚微。 由于
地处偏远， 村子始终贫穷落后，
外村的姑娘都不愿意嫁过来。 到
1949 年派潭解放之时，村里人口
仍然不过 40 余人。 购买日常用
品， 都要走 5 公里山路经横岭村
再到灵山墟采办。 后来， 陆续有
人离开村子外出要饭， 最后仅剩
下三人留守。

1970 年代，国家经济有所好
转 ， 外出的村民陆续回到灯盏
村， 一时间也聚集有四五十人之
多，但依然贫困落后，鲜为人知。
40 多年过去了，当年还是电影放

映员的张淀渊老人回忆起第一次
到灯盏村放电影的往事， 依然历
历在目。 下午三四点钟， 骑着自
行车驮着放映机和胶片袋， 从派
潭公社出发， 骑 10 公里的路程
到达丫口冚大队部， 就地将单车
寄放好， 随后和灯盏村前来迎接
的村民一道， 挑着放映机和胶片
袋步行。 步行两公里后到达横岭
生产队 ， 稍事休息后开始爬山
路。 等爬完 3 公里的山路到达半

山腰的灯盏村时， 已是掌灯时
分。 卸下担子，随意往山下望去，
只见夜幕下， 一条长长的火龙竟
沿着山路急急地冲自己而来，原
来是其他村的村民举着火把赶来

看电影。
电 影 刚 放 映 没 多

久， 底下的人群却猛地
骚动起来， 并发出哄堂
大笑。 生产队长跑过去
制止了骚动后， 回来不

好意思地对张淀渊说：“我们这
里穷乡僻壤的， 一年也难得看上
一两回电影。 谁家的小子收工回
来晚了， 洗澡时听见这里电影已
经开场， 情急之下抓起椅子上的
一件衣服边走边穿就跑过来看电
影了， 没想到……穿的是他老娘
的衣服，哈哈。 ”电影散场后，其
他村的村民又举着火把沿路返
回， 山上山下一条长长的火龙连
绵几里地， 场景蔚为壮观。 而张

淀渊慨叹之余， 却生出了许多的
酸楚。

1983 年， 因为改革开放，农
村土地承包， 受够了贫穷的灯盏
村村民又开始了一次“大逃亡”。
他们或搬到山下的横岭村、 灵山
圩、 丫口冚， 或到派潭镇上开店
铺， 到荔城到新塘或到更远的地
方打工谋生、做生意。 一时间，村
中除了老人， 几乎家家空巢。 再
后来， 外出的赚了钱， 在镇上城
里买了房子， 又把老人接了去。
村子空了， 田地开始荒芜， 大顶
山再度归于原始的孤寂。

近几年，随着村村通公路，水
泥公路也通到了大顶山脚下。 灯
盏村又开始有了灯光， 三个从灯
盏村走出去的人开始回到老屋，
翻新整修， 节假日再回到老屋小
住，以慰久别的乡愁。

又是三个李氏族人。也许，这
是冥冥中历史的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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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盏村 300 年

爱的影子 □徐国玉

E-mail:hdzp@ycwb.com

□刘修建

从小学开始 ， 做了几十年
的读书人 ，后来又一直教书 、编
书 、写书 ，就是已经过世的刘锡
庆先生所说的 “四书 ”，一路行
过 ，说先后进过几百家书店 ，不
是很夸张 。 在书店里买到各种
各样的书籍 ， 留下各种各样的
记忆。

1976 年春夏之交，我当时正
在太原铁路局基建处下属的工

程队当工人，每天骑自行车上下
班，单程需要四五十分钟。 到了
施工的工地上，从事的也都是非
常耗费体力的工作。我的工种是
泥瓦工，所谓给社会主义添砖加
瓦，在别人那里是一种虚拟和比
喻， 在我这里可是实实在在的，
一砖一瓦都从手上过，给铁路局
盖宿舍，盖机车修理的厂房。 粗
糙的砖瓦在手中颠来转去，手指
头肚儿都被磨出血。

劳动的艰辛 ， 不曾湮灭我
求知的热情。下班回家的路上，
我常会在一个叫做尖草坪的地
方停下来 。 这里是大型企业太
原钢铁厂的所在地 ， 也是太原
市北部区域的一个文化中心 ，
有工人文化宫 ， 尤其是有一家
门脸不是很大的新华书店 。 我
经常会在这里驻足 ， 进书店去
看看有什么新书 ， 尤其是有什
么新的文学书籍。

一个傍晚 ， 习惯性地走进
新华书店 。 书架上一部上半部
是蓝灰色的天空 、 下半部是延

安宝塔山和延河水图案的新书
封面映入眼帘 ， 书名是行书体
的 《放歌集 》。 我连忙把书拿在
手里 ，翻了几页 ，然后毫不犹豫
地 掏 出 几 角 钱 把 这 本 书 买 到
手。 《放歌集》，这可是著名诗人
贺敬之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诗
歌创作的代表作 。 贺敬之是共
和国的歌唱者 ， 是当代诗坛上
非常耀眼的一颗明星啊。

买到 《放歌集 》，我的喜悦
之情自不待言 。 那还是 “文革 ”
末期 ，粉碎 “四人帮 ”之前 ，在新
华书店里公开发行的文学书籍
少而又少，少得可怜。 在那个年
代里 ， 这就是我唯一拥有的一
部真正具有精湛诗艺 、 澎湃激
情的当代诗歌经典了 。 它让我
爱不释手 ， 每天只要有点时间
就会把书拿出来 ， 一边朗读一
边背诵。

年轻真好 。 一个是精力旺
盛 ，一个是记忆力强 。 当时 ，我
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 ， 每天骑
车往返于工地和我家之间 ，单

程骑行差不多将近两个小时 ，
八小时之外还要参加两个小时
的政治学习。 但回到家里，我仍
然会在灯光下阅读 《回延安 》，
阅读 《桂林山水歌 》，阅读 《雷锋
之歌 》……贺敬之先生的诗作 ，
就这样一首一首地被我读得滚
瓜烂熟 。 像篇幅不算很短的一
些篇章 ， 《回延安 》， 《桂林山水
歌 》，《西去列车的窗口 》， 到现
在 都 可 以 一 字 不 漏 地 背 诵 出
来。 而且，作为一个一直在练习
写诗的业余作者 ， 不但背而诵
之 ，还要反复揣摩 ，从中汲取写
诗的经验心得。

即使到了上个世纪八九十
年代 ，要买什么书 ，也还是要到
书店去 ， 一个人和一本书的相
遇仍是非常偶然的 。 现在的购
书环境已产生巨大的变化了 ，
很多人甚至不再到书店去 ，而
是选择网购图书了 。 像我当年
那样 ，遇见一家书店 ，买到 《放
歌集 》时的那种喜悦和迷醉 ，估
计没多少人能体会了吧。

一本书
□张志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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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成今日吉字：

今日吉时：申时、酉时、卯时
今日吉数：11、24、33
今日吉肖：鼠、虎、龙、马、猴、猪

（风信子）

36 选 7：03、08、11、
13、21、23、30。

双 色 球 ：07、11、17、
19、25、31 后区：02、07、09。

福彩 3D：02、04、07。
（安颖）

小号热出 奇数反弹
———析福彩玩法走势

九位彩友合买中奖
12 月 15 日晚，双色球第 2019144

期开奖， 当期开出的红球号码为 02、
12、15、19、27、30，蓝球号码为 03。 当
期双色球头奖 13 注，其中，8 注为一等
奖特别奖， 单注奖金为 1070 万元（含
派奖 375 万元）， 这 8 注一等奖特别奖
花落 7 地； 另外 5 注为一等奖普惠奖，
单注奖金为 895 万多元（含派奖 200 万
元 ）， 这 5 注一等奖普惠奖花落 5 地。
经检索，花落广州市的 1 注头奖由花都
彩民摘得， 中奖彩票为一张 924 元的
“11+1”的自选复式票。 该张中奖彩票
的售出站点为位于广州市花都区新华
街曙光路的 44011245 站。

黄先生是 44011245 站负责人，他
表示，中得 1082 万多元大奖的并非一
人， 而是由站内的 9 位彩友通过参与
合买的方式中得的。 开奖结果公布当
晚，站点格外热闹，大家都在分享中大
奖的喜悦， 并商量要一起去市福彩中
心兑奖。

中奖幸运儿组团兑奖
12 月 16 日上午一大早， 广州市

福彩中心兑奖室格外热闹。由站主黄先
生领队，参与合买的中奖彩民携带中奖
彩票前来办理了验票兑奖手续，“要不
是其他几位彩友因为工作没能赶过来，
今天会更热闹”。 在兑奖现场， 一名彩
民代表负责办理验票手续，其他几人则

站在旁边观望，时不时彼此交流几句。
经工作人员验票，这张复式票除了

命中 12 月 15 日双色球的 1 注头奖
695 万元及特别奖派奖 375 万元外，还
中得多注固定奖， 奖金合计 1082 万多
元（税前 ，下同 ）。 由于是合买，奖金将
根据每人购买的份额分配，参与合买的
彩民田先生在现场算了笔账：“这次参
与合买的总共有 9 个人，每人可分得奖
金 100 万多元。 ”

站主黄先生是合买的发起人，他
说：“我平时也喜欢研究和购买双色球，
而且和彩友们一起研究投注号码是件
很快乐的事情，这也是一项服务彩民的
举措吧。 ”对于合买这种比较新颖的购
彩方式，接触福彩已有十多年的彩民汪
先生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自己看好
的号码由于投注金额太大，自己单独买
经济上很容易吃不消，而合买恰好解决
了这一问题。 当然不管是否参与合买，
首先大家都要量力而行。 ”

舞狮庆功中出大奖
12 月 17 日下午，广州市福彩中心

工作人员携舞狮队来到中奖站点道贺。
仪式上，工作人员向站点颁发了一等奖
中奖奖牌和 15000 元奖金， 鼓励站点
更好地开展宣传，为彩民服务。 伴随着
舞狮队卖力地表演，站前很快聚集了一
批闻讯前来围观的街坊和路人，不少人
纷纷拿出手机拍照、录像，共同分享这
喜庆热闹的一刻。

在庆功现场， 站主黄先生开心地

说：“真是感谢这注大奖，我们合买团近
期来了不少新成员。 ”自从站点中出大
奖后，黄先生就前前后后忙个不停。 他
发现，来站点购彩的人变多了，也有不
少彩民主动向他询问参与合买事宜，
“双色球属于大盘玩法游戏， 中大奖的
概率相对较小， 合买可以集众人之力，
让彩友花零钱就能够买大复式，提高大
奖命中机率！ ”这次合买击中头奖让黄
先生更加信心满满，他打算借此机会多
多宣传，并期待大奖再度降临。

广东揽 14 注头奖
据广东省福彩中心统计， 双色球

12 亿 元 大 派 奖 活 动 自 双 色 球 第
2019129 期（开奖日期为 11 月 10 日）
启动以来，全省累计共中出 14 注一等
奖特别奖及普惠奖， 其中，11 注中出
了一等奖特别奖 ，3 注中出了一等奖
普惠奖。 这 11 注一等奖特别奖中，6
注广州 、2 注深圳 、2 注佛山、1 注东
莞。 3 注一等奖普惠奖中，2 注深圳、1
注中山。 而广东（不含深圳）六等奖符
合派奖条件的有 995 万多注， 获得六
等奖翻番奖，中奖金额为每注 10 元（含
派奖 5 元）。

按照派奖规则，双色球 2019145 期
开奖后，12 亿元大派奖活动还剩 3 期，
一等奖特别奖剩余派奖金额为 0.9 亿
元，一等奖普惠奖剩余派奖金额为 1500
万元，六等奖特别奖已派完。 购买单张
彩票金额 20 元（含）以上的彩票且中得
一等奖的，仍有机会享受奖金翻番。

回到家吃完晚饭，孙玉表示不去散步了，
王建华只得一个人走走。 经过门卫室，王建华
与周磊不期而遇， 两人自然谈起了生活中的
酸甜苦辣。 周磊一个劲安慰道：“站直了别趴
下！ 如果彩票中了大奖，那你就彻底翻身做主
人喽。 ”

回家看了会电视，把儿子哄睡了，孙玉打
着呵欠说：”累了一天，我也要休息了。 ”不知
什么时候， 睡得格外香甜的孙玉被叫醒了：
“老婆，快起来！ 我的彩票中了二等奖，现在是
双倍奖金！ ”孙玉跳下床，马上跑到了电脑前
查看， 确认无误后兴奋得捶了王建华一拳：

“这下可以轻松点了！ ”王建华猛然想到了什
么， 被孙玉问急了才说：“那 300 元是你拿了
吧？ ”

孙玉一头雾水，拉着王建华就去寻找，原
来掉到了书本之间的夹缝里， 王建华不由得
挠了挠头皮，不好意思咧嘴乐了。 孙玉大度地
说：“今后我会给你一笔买彩票的钱， 再不能
搞小动作了啊。 ” （袁斗成）

由中国福彩中心组织开展的双色球 12 亿元大
派奖活动进行到第十六期， 近日， 广州彩市再传中
奖喜讯：来自花都区新华街的 9 位彩民通过合买擒
获 1 注“加料”头奖，揽走总奖金 1082 万多元。 这也
是活动启动以来广州彩民摘得的第六注一等奖。

广州花都9人合买团
擒“加料”头奖108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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