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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到石门高村口时，当地文化站的刘站长已在此等候。
石门高村四面被大山环抱，因入村水口处有两块巨石对

峙，形似城门，“山为城，石为门”，又因水口内住着高氏家
族，故得名“石门高”。据《高氏宗谱》记载，高氏先祖自
西汉时就住居此处，距今已有1800多年了。

一边听着刘站长的介绍，一边四处张望，发现整个村落
都处于石的布局之中，这里有圆形的石，磨棱的长石、方
石，石铺就了道，围起了墙，垫起了脚、架起了桥。石，拼
就了村门；石，也搭起了家门。今天的石门高村还保存传统
木结构民居100余幢，其中明清民居23幢，这些建筑，融徽
派文化之精华，体现徽派民居、祠堂、牌坊古建三绝的风格
特色。不仅如此，这些古民居的建筑风格，还体现在砖雕、
石雕、木雕上，雕镂精湛，造型丰富、结构严谨，处处讲究
韵律美，如果说石门高如同一本尘封千年的“立体古书”，
那么这些古建筑就是最好的语言。

我们站在了高氏宗祠前。该宗祠建于明代景泰六年
（1455年），坐北朝南。祠堂前有一口方塘，使得祠堂“前
有镜照，后有山靠”。这口古老的方塘用花岗岩砌成，汇聚
龙泉活水而成。方塘如一面镜子，映照着古祠、山峰和村
庄，使得村庄有了灵气，是石门高村的一道美丽景观。古人
高薰有诗赞曰：“门开一鉴照回廊，石下潺潺活水长。是有
锦麟争泳跃，更多绿藻竞芬芳。”

走进宗祠门厅，抬头是“人”字造型的房顶，那些黝黑
的柁梁和墙壁上，雕饰有各种图案。雕刻技法娴熟，造型婀
娜多姿，具有很强的立体感。虽然有些残旧，依然焕发着生
命的灵光。该祠原有七进，后因最后一进享堂倒塌，现尚存
六进，面积有 1000多平方米。宗祠的整个布局为背倚牛形
山脉，就势递升，纵横二十余丈，勾勒出徽派建筑的神韵。

第三进大厅是高氏宗祠最宽敞、最气派的大厅，厅内顶
上方有11根柁梁相连，共有22根木柱支撑。木柱下方各有
一“石磉”作垫。每一个石磉上所雕刻的花纹图案都不相
同。在天井台阶和天井水池两边，共有六块石头雕出的“牛
鼻石”。上有平台，两边有走廊，整个大厅古朴宏大。这里
是高氏族人集会之处，也是当年匾额集中之处。匾额有皇上
御赐的，有达官显贵赠送的，也有名家书写的，显示这座古
建筑的荣耀和辉煌，展示着它的文化品位。

徜徉在村中的石板铺就的街巷之中，越走越感受到仿佛
走进了一条悠悠的历史隧道，连接起了历史与今朝。今日的
石门高村，早已没有了往昔的繁华，然而许许多多的岁月痕
迹，沉淀在大小巷陌中，古井、古园、古树，随意镶嵌。光
亮可鉴的青条石、灰砖墙上斑驳的苔痕、青檐上摇曳的荒
草、古色古香的牌匾、在风雨中有些飘摇的庭院，无不在诉
说着岁月的沧桑。于是我在想，那些残垣断壁，青砖壁瓦，
还有那棵被雷电击中焚烧，但奇迹般的竟然没有死亡，依旧
以昂扬的姿态矗立于村子中，用它那旺盛的枝叶为村人们遮
风挡雨的古银杏树，无论是那曾经的繁华抑或衰落，它们应
该都是有灵魂的。它们都淡然地守候在村里的每一个角落，
给人一种品不完的古韵风情。

我们最后在村东的一块巨大的摩崖石刻“魁”字前站住
了。据《高氏宗谱》记载，唐长庆三年 （823年），石门高
氏第十七代高子军，文采出众，荣获翰林院大学士桂冠，光
宗耀祖。高子军的叔父高祐，高兴地写下个“魁”字，并请
石刻名匠，将这个“魁”字刻在村东的花岗岩峭壁上。一个

“魁”字，足有一丈见方，笔画宽度超过一尺，深达寸半。
在这崇山峻岭之中，显得格外耀眼和古韵森森。魁者，魁星
也。预示着石门村千百年人才不断，文曲星辈出。事实确实
如此。陪同我们参观的刘站长介绍，石门高历代科举人才不
断，最辉煌的年代莫过于明朝嘉靖年间，当时石门高氏曾有
14人同朝为官，可谓显赫一时。

离开石门高时，坐在车上，再次看着村口那形似城门的
两块巨石，我问自己，人生能有几次这样美丽的相遇。

古村石门高
 王唯唯

我的家乡在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白笏
村，村边小山丘起伏，离世界闻名的“中国
鹤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升金湖东岸，仅
有二三公里。今年 3 月 23 日，我回到了故
乡。春天早晨的升金湖淡雅、柔和、清新、
宛丽，白茫茫的湖水上浮动着淡淡的雾，看
什么都不真切，湿润润的凉风轻轻抚摸我的
脸，我心中依稀萌生出一缕神秘……

村中有一口神奇的红鱼塘，塘里繁殖的
都是最多三四两重的红鲫，不能食用。从别
的地方网来的幼鲫放入此塘中，不久也会变
成红色。但塘中水可食，村里通自来水之
前，塘边有一眼四方井，清澈见底，井水甘
冽，供村民饮用。听祖父说过，红鱼塘地处
红壤区，塘里水为泉水，含铁、锰等化学元
素较多，所以有此自然现象。

这是一片美丽而神奇的土地，我的祖父
章韫胎，字盈五，就出生在此地，并度过了
他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

祖父在自己手书的简历中写道，“光绪
二十三年丁酉3月12日亥时生，1897年 4月
3日，生于东流白笏村”。我的曾祖父章树
桢，是位有风骨的文人。据县志记载，民国
时期，他曾当选为安徽省省参议员。省督军
倪嗣冲以军饷不足为由，要求省议会通过盐
斤加价的法案，章树桢不畏诱迫，坚持投票
反对，他正气凛然地说：“今日一举手，全
皖父老则受加税之害，吾妨为之乎？”这位
老人诗词书法俱佳，他说：“诗贵在真，真
者适于时，适于境，适于我也。”

祖父六岁时在家乡开始进书塾读书。清
代书塾遍布城乡，塾师多为落第秀才或老童
生，而祖父启蒙老师为拔贡金星先生。清代
自乾隆始，每隔12年，由各省学政在本省秀
才中择优保送 1至 2名到中央充任国子监生
员，此为拔贡。祖父晚年回忆说：“金星先
生为人方正，学问渊博，我师从名师六载，
为后面的学习研究打下深厚的基础。”祖父
还饶有兴致地随口吟诵：“春为沃野夏为
湖，水涨菱铺水退芜。一片葱茏常在望，只
因烟雨暂模糊。”这是一首描写升金湖的
诗，是他即将赴外地求学时写下的。

祖父生活在白笏村时，并不只是读书，
他喜欢和小伙伴们亲近大自然，也喜欢帮助
农家小伙伴们干点放牛、割草之类的农活。
他老人家得知我到农村插队后，问我对春天
的乡村田野有种什么感觉，我说就是暖洋洋
的，什么都在长。祖父笑了：“春天的田野
到处有歌声，风吹树叶沙沙响是歌，鸟儿来

了，那歌声里就加入了鸟的鸣唱；草丛中各
种昆虫在唧喳作响，这声响满是生机，蕴含
恋情；阳春三月，一场春雨落下，走到竹林
里，甚至能听到春笋拔节发出的吱吱呀呀
声，万物就这样以千万种形态奏响迷人的生
命之歌。家乡沃野秀水不仅养育我长大，也
激发我后来学习研究生物学的浓郁兴趣。”

1910年秋，祖父 14岁，家中派人陪送
他到贵池去上学。他俩在升金湖乘小划子到
贵池黄湓登岸，然后走到殷家汇，坐帆船从
秋浦河顺流而下到贵池。这次远行给祖父留
下美好印象，坐在船上观看沿途风景是件赏
心悦目的事情，他第一次感受到天高任鸟
飞，水深凭鱼游的自由和舒畅。

辛亥革命暴发之年的春季，祖父进入贵
池中学的前身―—贵池县高等小学堂读书。
这所新型学校1902年诞生于废科举、兴新学
的风潮中，教师的水平很高，也很敬业。祖

父在这里初次接受英语、数学、格致等新学
科教育，激发了他对进入科学殿堂的向往。

谁承想就在这一年的 12月 27日，盘踞
池州大通的军阀黎宗岳部董经奎等数十人跑
到贵池城，强占高等小学堂，驱赶师生，解
散学校。池城驻军司令黎石竟纠集流氓无赖
捣毁学校门窗，将仪器、图书洗劫一空。此
暴行一出，刚刚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
孙中山先生闻讯后，十分震怒，立即挥毫书
写手令谕示安徽都督孙毓筠，“少数不肖军
人，蹂躏文府，祸及图籍”，“若不彻查究
办，将何以维持秩序而保护教育！”手令火
速送达安庆孙都督处执行，并于1912年2月
10日，以 《南京临时政府 12号公报》 公布
全国，以儆效尤。晚年回首往事，祖父说：

“中山先生有教育救国之情怀，他的大总统
手令在教育史上留下深深印迹，也使贵池中
学青史留名。”听说我在池州农机厂参加学
工劳动时，住在贵池中学学生宿舍，他关心
地问这问那，还告诉我，贵池中学欧阳良助
校长是他年轻时的朋友。

为了不耽误学业，祖父随后转至安庆由
池州六邑旅省人士举办的六邑中学继续学

习，至1916年毕业，同年秋季考入北京大学
预科。1919年秋季，由预科转入北大法科学
习经济学。

祖父在简历中写道：“1920年，冬 11月
自沪出洋，赴法国留学，12月到。入法国南
部尼翁Nyon中学补习法文。”祖父多次对我
谈起这次远行。他说，“欧洲是马克思主义
发祥地，也是世界自然科学研究中心，我是
和周恩来总理同乘法国邮轮‘波尔多’号，
经过一个多月航行才到达法国马赛港的。”
据县志记载，祖父是原东流县赴西洋留学第
一人。“那时从海上航行到欧洲不仅时间
长，由于风浪大，晕船呕吐也很厉害，不是
对科学的热爱和有学成后为国家服务的报国
之心，是吃不了这个苦的。”到尼翁中学
后，“经过半年的法语强化训练，1921 年
夏，我到了巴黎，秋天进入巴黎大学学习生
物学。”

“1924年我在巴黎大学毕业，获硕士学
位，随即进入巴黎大学生物进化研究所，从
事昆虫生理的专门研究。1927年起我成为公
费生，并获中华教育基金资助，有了比较充
裕的资金，就可以到德国、瑞士、意大利等
地游学和考察。看，看，看和做、做、做
——这是研究自然科学的人必须付出的劳
动，我有幸在巴黎大学的一个角落里曾拥有
一张实验台。”

我上大学后，祖父曾与我长谈如何做学
问。他说：“大学生不能教师讲什么就记什
么，而要以自学、自修和自研为主。”针对
我未上过高中，就到大学学物理学，他说：

“无论学什么学科都要先掌握好语言这门工
具，否则不但表达自己的见解有困难，就是
对问题的理解也可能出偏差。”

1929年秋，祖父完成博士论文，获巴黎
大学国家理科博士学位。第二年春天，乘火
车经西伯利亚，回到阔别十载的祖国。受聘
于北京师范大学，讲授细胞学。是年 8月，
任北平研究院生物研究所专任研究员，兼任
北平大学农学院教授。1931年秋，又兼任北
京大学教员。1932年秋到武汉，任武汉大学

生物系教授。
在抗日战争中，1938年 5月，武汉大学

奉命西迁，祖父携家人随学校西行至四川乐
山。就在这一年，他完成了《细胞学讲义》
编著工作，这是我国高校在细胞学课程中首
次使用中国人根据自己学习研究心得编写出
来的教材。

随后几年利用寒暑假和学术考察时机，
祖父赴峨眉山、青城山、川西平原等地参观
访问，他学习彝语、羌语，深入少数民族居
住地区，以一个生物学家的学术视角，“初
悟昆仑弱水并上古部族地位及渊源”。自
1942年起，祖父开拓新的研究领域，“肆力
中华民族源流、古史古地研究”。

据祖父多年考证研究，中华种族本源之
滇蜀，因地壳变动，沧海陵谷，先民们播迁
至黄河和长江流域。武汉大学出版过一本

《乐山时期的武大教授们》，有一篇章写我祖

父，题为 《章韫胎：吟诗写史的生物系教
授》。日本学者桥川时雍编的《中国文化界
人物总鉴》中亦收《章韫胎小传》。谈起写
诗作史，祖父深情地说，“我的古文史兴趣
和功底，是在故乡书塾中养成的，藜阁师
（即金星先生，笔者注）功不可没。”祖父这
个“中华种族起源”之史学观点，由于近年
科学考古新发现和通过基因考察，已经得以
证实。但我的祖父已不可能得知这消息了，
他又到一个新的世界去旅行了。

1946年 8月，武汉大学回到武汉璐珈山
办学。自此祖父一直在武汉大学工作。新中
国成立后，祖父欣喜地投入新社会，开始新
生活。1951年，我大姑妈章荃青还在中学读
书，祖父就送她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他还
为抗美援朝慷慨捐献，表达了满腔爱国热
忱。党和政府对祖父的人品和业务水平，给
予很高评价。1956年，他被评定为高校二级
教授。

上个世纪50年代苏联米丘林学说，曾在
我国生物学界盛行一时。但是，他的遗传理
论缺少足够的科学事实作为根据，存在缺
陷。祖父在教学科研中既重视米丘林的新发

现，也坚持由孟德尔—摩尔根提出的遗传学
三大基本定律。这本来是正常的学术行为，
但在 1957年，祖父却因此被划为右派分子。
1958年5月，祖父离开教学岗位，被分配到
学校图书馆工作。学校要他在图书馆继续发
挥自己的专业特长做三件事，一是受国家有
关部门委托，翻译外文资料；二是整理馆藏
古籍；三是继续开展“中华古史发蒙研
究”。祖父后来说，“因为学术观点受处分，
对于我个人来说，还能够为国家继续做工
作，但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在我国一度
受到排斥，这个损失却是巨大的，学术问题
切忌一边倒。”祖父于 1966年 3月，经湖北
省委批准，摘去右派分子帽子。改革开放
后，根据党中央文件精神，武汉大学党委宣
布，给予彻底改正。

我是1976年春节期间，在武汉与祖父最
后一次相聚了半个月，那时他因患病生活难
以自理，我利用寒假去照顾他老人家。他稀
疏的头发已花白，双眼使人一看就知道他曾
历经风霜，但是他心情依然平静。

1976年 3月，祖父移居于西安我大姑妈
处。1977年 9月 1日祖父病逝，享年 81岁。
根据祖父母遗言，他俩骨灰于1986年8月安
葬在故乡。

我静静地踯躅在祖父母墓旁，往事一件
件恍如眼前。1952年底，我刚满1岁时就来
到祖父母身边，直到1957年暑期才离开。在
如花似锦的武汉大学校园里，我享受着幸福
的童年。上大学后，我对祖父母许诺要将第
一个月工资全部用于购买礼物孝敬他俩，他
们很高兴。但未等到那一日到来，祖父已与
我天人永隔，子欲养而亲不待，这人间悲情
令我徒唤苍天，泪湿衣衫。

远远地传来杜鹃那一长一短地啼鸣：
“咕――咕”，我心头一颤，耳畔仿佛响起祖
父那带着乡音的吟哦声：“好酒不多饮，聊
以兴吾奋。好花不多栽，聊以解吾愠。野绿
风渐和，菜黄香已醖……”

杜鹃声声寄思念
 章乐敏 黄泽秋

“天河挂绿水，秀出九芙蓉”。
唐代大诗人李白望九华赠青阳县令

韦仲堪的诗句使青阳的灵秀闻名于世。
古往今来，多少名人雅士酷爱其山水，慕
名前来，赋诗作文感叹造物主赋予青阳
的灵秀。

我初识青阳是1996年初。那时，我从
东至调来青阳工作。青阳给我最初的印
象十分美好！青阳，居青山之阳。青山绿
水，如小家碧玉般温婉绵柔。县域面积
1180平方公里，素有东南第一山之称的
佛教名山九华山雄居其间。辖区内 11个
乡镇27万人就有6个乡镇20万人抱山而
居。县境内大小5条河流由西往东依次排
开，其中 3条入长江、2条流入新安江。沿
河两岸的城镇乡村依山傍水而建，恰似
镶嵌在这青山绿水中的翡翠珍珠，璀璨
夺目。县城所在地蓉城镇坐落在美丽的
莲花峰下，发源于九华后山的青通河穿
城而过，尽情挥洒着她的秀美与灵气！

青阳自古就是徽商的门户和重要通
道。交通便捷，商贾众多，人们的思想活
跃。交通条件在池州区域内是最好的
——318 国道横贯东西，是池州通往南
京、上海等大城市的重要通道；103省道
纵贯南北，是合肥通往黄山的最佳线路，
而且道路两旁风光秀丽，被誉为最美生
态文明路。所属乡镇多在国省道两旁，交
通十分便捷，最远的乡镇到县城也不到
一小时车程。318国道和 103省道在县城
交会。因而这里还成了南来北往客人们
歇足下榻的地方。小城里的西峰山庄、华
林饭店等大酒店常常宾客盈门。路边的
小饭店，更是熙熙攘攘，络绎不绝，生意
十分红火。青阳人会生活，追求生活品位
与质量。住家清洁卫生，环境优美；穿着
青丝干净，整洁时尚；吃的注重口感，讲
究营养。其陵阳一品锅、沙济毛豆腐、酉
华豆腐干、鳖鳖蛋、小香菜、小河鱼，外地

人都特别喜欢，吃过后还要买上一些带
着。

青阳的农业资源丰富，尤其茶桑麻
的开发与利用在其经济中占有很大比
重。成片开发的茶园、桑园，不仅美化了
青阳大地，更成了百姓重要的经济来源。
桑茶麻的加工也形成了气候。县里有缫
丝厂、丝绸厂、麻纺厂、针织厂，有的乡镇
也办有缫丝厂，一度是安徽省的桑蚕大
县。茶叶更形成了九华毛峰和黄石溪茗
茶的品牌，黄石溪茗茶 1915年获巴拿马
国际食品博览会金奖，1958年被外交部
指定为“礼品茶”。因地处九华山，又是合
肥到黄山的重要通道，所以这里的家禽
养殖业很兴旺，农家养殖的“三黄鸡”远
近闻名，香菇、木耳、黄精等山货也都很
抢手。老百姓的生活因此过得殷实安逸。

我在青阳工作生活了五年，喜爱青
阳的山水，深深热爱青阳的人民！我心中
的青阳人恰与其灵秀的山水一样美好，
聪慧质朴，勤劳善良，待人热情诚恳、和
颜悦色且不乏风趣幽默。人们聚到一起，
常是欢声笑语不断。开会前、饭桌上几乎
都能听到那些段子高手给大家带来的阵
阵笑声。笑声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使陌生者不再陌生，熟人间偶尔发生的
不愉快，也会瞬即随之消散！乡镇之间、
村与村之间、邻里之间相处和谐，少有摩
擦与矛盾，团结合作蔚然成风！对于青阳
人的这些优良品格，我在五年的工作与
生活中感受深刻，受益匪浅！从他们那
里，我得到很多发自内心的快乐、感人至
深的关爱与温暖，更有奋力前行的信心
与力量！

正如此，青阳连续三年遭受洪涝灾
害时，青阳人众志成城，以“河堤挡江水”
的英雄气概，奏响了一曲又一曲抗洪救
灾的胜利凯歌！青阳的主导产业在市场
经济的风浪中遭受重创，本就脆弱的工
业难以为继。青阳人以壮士断腕的勇气
掀起了改革的浪潮，在池州地区率先于
1999年全面完成国有与集体企业改制。
全民创业的热情迸发，民营经济连续多
年呈井喷式增长，催生了一批适应市场
的新产业。实施“三大资源”开发战略，青
阳经济步入了稳定健康快速发展的轨
道。瓜果、花卉、苗木、盆景、药材及家庭
规模养殖业、食品加工业给农民带来更
多的收入；以吃住行游购娱为主要内容
的第三产业蓬勃兴起，九子岩风景区建
设、青通河改造、太平山房等古建筑保
护、牛桥水库（将军湖）和铜九铁路青阳
站立项等骨干项目的推进，确立了旅游
业发展地位；矿业资源开发，坚持走保护
与开发、采掘与加工并进的路子，在规模
开采与深度加工上积极寻求新突破，使
得“石头经济”终成为县域经济的重要支
柱！县级综合实力在全地区连年争先进
位。青阳的城镇建设更是一路领先，县城
于1998年获得全省文明县城光荣称号。

现如今，青阳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交通更加便捷。合黄高速纵贯南
北，铜九铁路横贯东西，318国道拓宽改
道，县域内乡村公路四通八达，且基本上
实现了硬化与绿化，一条路就是一道靓
丽的风景线。县城蓉城镇“长”大了、“长”
高了，长成为一座充满现代气息和无穷
魅力的花园式县城。尤其青通河上“长”

出个碧波荡漾、婀娜多姿的“芙蓉湖”，给
这座美丽的城市增添了万般柔情。湖水
波光粼粼，犹如镶嵌在巍巍笔架山峰与
县城间的一面镜子，倒映出苍翠欲滴的
青山与鳞次栉比的高楼，倒映出湖边栈
道上悠闲自在的人群。她像一杯绿茶，
自然清新；又像一段丝绸，绚丽光洁；
更像一幅画卷，描绘出自身的幽静，描
绘出青阳的别致与灵秀！

当然，青阳今日的灵秀，远不止县
城。其境内的朱备镇，坐落于九华后山
风景区内，山清水秀，人文荟萃，生态
环境优美。其以“禅修、休闲、养生”
为主题，在青通河的上游、苍翠欲滴的
群山之中兴建了碧波荡漾的“将军
湖”，引进了“德懋堂”、“荣玺庄园”
等一批休闲度假项目，已打造成全国重
点镇、全国生态旅游乡镇、安徽省最佳
旅游乡镇、安徽省森林城镇、安徽省特
色景观旅游名镇。董必武笔下的“富贵
陵阳镇”，四面环山，溪水纵横，有着
优美的自然人文景观和深厚的历史文化
底蕴。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拥有40多
座古桥、156 栋古民居，尤其陵阳老
街、太平山房和李氏宗祠以及利用老建
筑打造的“天下粮仓”，都已成为人们
访古探幽的重要景点。镇西南的神龙谷
景区，“九跌十八湾”，峡谷、深潭、奇
石、飞瀑比比皆是，置身其间，宛如

“世外桃源”。九华山下的庙前镇，打造
运动休闲小镇成果斐然，已成功入选省
级健康小镇。还有杜村、酉华、杨田、
新河、木镇、丁桥、乔木等乡镇，都在
倾力保护绿色生态环境、打造特色旅游
名片。这些地方同样如一颗颗光彩夺目
的明珠，闪耀在青阳这充满活力的土地
上，无不在向世人展示着她的灵秀！

灵秀青阳
 黄秀生

故园 苗青 摄

小职员一个，挣钱不多，但我花起钱来也算慷慨。
但不知从何时起，我竟也慢慢地开始小气起来。

节假日朋友组织去远游，要是前几年，我肯定第
一个报名，但现在开始以各种理由进行推辞。没时间
只是个借口，心疼花钱才是真正的原因。上有老下有
小的我明白，今后需要花钱的地方多的是。年近七旬
的老爸老妈，别看现在身体还可以，但随时都得为突
如其来的疾病做好准备；女儿今年参加高考，以后还
要考研，到底要花多少钱还是未知数。既然无法开源，
那就只能节流。于是，潜移默化间我开始收敛起往日
的大手大脚。

我这人外表内向文静，实则毛手毛脚。为这，妻子
不知数落了我多少次。那日闲谈，无意间说起了我做
事不细致的老毛病。妻子突然话锋一转：“唉，还别说，
这几年你做事比以前可小心谨慎多了。”“是吗？”我笑
笑。“可不，我每次骑电动车下班回家，你总是第一时
间充上电，以备急用；女儿回家所需物品，你也跑前跑
后地帮着张罗购买；老爸老妈啥时候该买降压药了，
你总记得一天也不差……”瞧，妻子对于我的那些小
心谨慎如数家珍，言语间流露着些许小幸福。

胆子越来越小，也是我步入中年之后的一个显著
特征。在别人的眼里，我可能无足轻重，但在父母妻子
女儿的心目中，我可是他们的顶梁柱，我得时刻保证
自己不出现或尽可能的少出现任何闪失。

中年的小
 邓荣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