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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 竿
!

徐累先

小时候喜欢钓鱼! 就把耘
草耙子的柄子偷偷摘下来! 两
米来长! 一手握住的粗细! 在
柄端系一根棉线! 线上用一截
茅草芒做浮子! 然后在妈妈的
针线箩里翻出小针! 点亮煤油
灯! 烧红! 弯成鱼钩! 渔具便
完备了" 放学后! 在树下角落
的肥地里挖些蚯蚓 ! 呼朋引
伴 ! 到村外小河里钓鱼 " 那
时! 河水没有受过污染! 鱼虾
很多 ! 尤其是天作变的时候 !

站在河岸上! 就能看到鱼儿在
水里不安分的样子! 在水面跳
来跳去! 仿佛不满意河水的养
育 ! 岸边的水草里也挤满了
鱼" 一不小心! 用力过猛! 鱼
儿还会跳到河岸上! 这时! 不
用花力气 ! 便有了一顿美餐 "

就是钓! 也是很好钓的! 馋嘴
的鱼儿没有戒心! 管不了那么
多的陷阱! 一口咬住鱼钩! 怎
么也不肯松口"

长大一些! 我已不再满足
于用耘草耙子的柄子做鱼竿
了" 家里没有竹园! 就到山上
的野竹园去偷! 或是到一个远
房的大妈家里去讨" 大妈无儿
无女! 每次到了她家! 她总会
搞点好吃的给我吃! 然后把我
领进竹园 ! 选又细又长的竹
子 " 每次 ! 我都能满意而归 !

可我那时连声 #谢谢$ 也不会
讲 ! 高兴得扛起鱼竿就往回
赶 % 现在 ! 大妈已离我远去 !

想回头补充一声 &谢谢$ 也不
可能了% 每次回家! 看到乡下
的孩子还用那原始的竹竿钓
鱼 ! 大妈的形象就会涌上心
头%

上了初中以后! 就很少钓
鱼了% 其实! 我的性格不适合
钓鱼! 钓鱼需要好的心态! 而
我是个急性子! 急功近利! 鱼
不上钩就急得团团转 % 去年 !

偶遇喜欢垂钓的老友! 邀我去

钓鱼! 我连渔具都没有! 怎么
钓鱼' 他又约我去买! 在他的
指导下! 我买了一套一百多块
钱的渔具 ! 心疼死了 % 不过 !

鱼竿已先进多了! 不要说耘草
耙子的柄子! 就是大妈家竹园
修长的水竹也无法比拟! 碳钢
结构 ! 黑色 ! 收起来一尺来
长! 一节一节放开来! 足有十
几米长 ! 能甩到小塘的中央 %

第二天! 他便邀我到谷潭圩钓
鱼% 那天! 我害了眼疾! 加上
多年没有垂钓! 技术太差! 在
无遮拦的鱼塘边干等了一个多
小时! 一条鱼都没有钓到% 而
老友不断地有鱼上钩! 弄得我
很尴尬% 第一次用精致的鱼竿
钓鱼! 宣告失败% 后来! 我们
又相约钓了几次鱼! 终于破了
记录 ! 尤其那次在平天湖垂
钓! 我还钓到了一条七八斤重
的草混! 收获颇丰% 现在的鱼
竿就躺在杂物间红色的背包
里 ! 我又好长时间没有用它
了%

几十年来! 鱼竿经历了多
次变化! 但我最怀念的还是大
妈家用水竹做成的鱼竿! 因为
它承载了我太多童年的记忆 !

苦难与快乐并存%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

不喜不惧

现在的中学生! 乃至一部分的
小学生! 日子过得十分辛苦! 没日
没夜地投入到学习之中% 我很同情
他们! 可是换一种思维! 又觉得这
是人生中必经的一个过程% 古代圣
哲早就说过(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
人也 ! 必先苦其心志 ! 劳其筋骨
)*$ 人生谁没有几次拼搏+

今天我想说的! 不是这些" 而
是我所见到的两种现象给人的启示"

三年前! 我喜欢垂钓! 无论是
盛夏还是寒冬! 隔三差五地就去渔
湖钓鱼" 我见过一些平时常坐空调
室办公的机关工作人员! 面对刺骨
的寒风! 流着鼻涕! 依然旁若无人
的两眼紧盯着水中的鱼漂! 一动不
动地坐等鱼儿上钩" 而且一坐就是
一天! 比上班的八小时还长"

近期我地遇到多年来少有的高
温天气! 不少工地都停工放假! 工
人都休息在家" 可是在城里的一些
角落 ! 仍然有人在战高温 , 冒酷
热! 津津乐道地干着活儿---不过
那是从事 &斗地主$ 的娱乐活动"

我家附近的百牙路老加油站旁的几
株杂树下! 每天都有三四桌人在打
扑克! 而围观的人更多" 虽说是树
下! 可那树并不大! 枝叶稀疏! 阳
光还是能渗透到地面! 它周边更是
热浪腾腾! 烤得人汗流不止" 可这
些 &斗地主$ 的人们! 一玩就是四
五个小时! 而且还是在下午一点前
后气温最高的时间段"

在冬天的寒风中钓鱼! 在盛夏
的热浪里 &斗地主$! 人们不仅不
畏惧, 不感觉痛苦反而乐在其中!

这究竟是为什么 ' 我曾苦思冥想
过! 最后的结论是( 人们一旦对某
种事情有了强烈的兴趣和爱好! 并
因爱好而投入情感! 注意力高度集
中后! 无论在多么恶劣的环境里!

都不觉得苦和累"

所以当今的中学生! 如果从小
养成浓厚的学习兴趣! 视学习为一
种愉快的事! 能将情感投入进去!

将注意力集中起来! 那么他就会视
求学的过程为一件快乐的事! 并会
一直乐在其中的"

客串!小三"

!

野 地

女人完全失去了理智" 她在
楼顶上哭喊着! 叫骂着" 她是铁了
心的不想活下去了"

警察上来了! 街道主任上来了!

心理医生也上来了! 都被轰了下去"

女人大叫! 别过来! 别过来! 谁过
来我马上就跳. 一边说! 一边往外
挪步%

她真是伤透了心! 原以为能享
福了! 没想到! 那个没良心的却在
外面找了个 &小三$%

一会儿! 又上来一个人! 是个
打扮时髦, 年轻漂亮的女人! 正踩
着猫步一扭一扭地走过来% 女人警
觉起来! 她大叫! 别过来. 你过来
我就跳.

年轻女人站住了! 一副玩世不
恭的样子%

你是谁' 我不认识你! 你来做
什么' 女人大声质问%

你当然不认识我! 我只是路过
这里! 看看热闹! 也顺便劝劝你%

别费心了 ! 我一会儿就跳下
去! 一了百了! 免得活受罪.

嘻嘻 % 年轻女人说 ! 你误会
了! 我不是来救你的! 我是来劝你
快点跳楼的%

女人愣住了! 她怎么也没想到
是这样% 什么' 你真狠毒! 你到底
是谁.

我是谁' 怎么说呢! 你不妨称
我 &小三$ 吧! 我不介意! 就和逼
得你要跳楼的那位一样% 年轻女人
停了停! 又补充道! 不过! 我可是
个成功的 &小三$! 原来那个黄脸
婆嘛! 就和你一样! &呜-----$

下去了% 年轻女人说着! 还轻佻地
做了个跳楼的动作%

你这不要脸的! 还好意思说.

女人大骂! 眼里像要喷出火来%

嘻嘻! 不要脸' 你看! 我现在

过得多潇洒! 豪宅! 名车! 穿金戴
银% 这些全是我老公和前面那女人
打拼出来的 ! 就和你家一样 ! 你
看! 我不费吹灰之力就到手了! 这
多好% &小三$ 看着面前目瞪口呆
的女人! 又接着说! 如果我不高兴
了! 还可以拿黄脸婆留下的孩子出
出气! 气出够了! 我就把他赶到他
外婆那里去了% 唉! 听说外婆又死
了! 现在嘛! 那孩子说不定在哪里
流浪呢//哦 ! 对了 ! 你有孩子
吗! 几岁了'

女人心里像刀在割! 她想起正
在上小学的女儿 ! 不由得叫出了
声! 我的孩子//

嘻嘻! &小三$ 又说! 看来你
也有孩子! 对吧! 不过! 你母亲身
体怎么样! 能照顾好你的孩子吗'

我对你说! 后娘可是容不下别人的
孩子啊%

听了这话! 女人又想起体弱多
病的母亲% 她心里滴着血! 脸上痛
苦地扭曲%

可惜 ! 那位 &小三 $ 视若不
见! 居然还没心没肺地说! 你快点
跳啊! 你这绊脚石不搬开! 你老公
的那位 &小三$ 怎么能顺利地 &转
正$ 呢'

话还没说完! 那女人疯了似的
冲过来 ! 嘴里大叫着 ! 你这个畜
生! 这么恶毒! 我不会让你们这些
人得逞的. 很快! 两个人扭成一团
//

女人到底得救了% 再看那 &小
三$! 时髦的服装已乱得不成样子!

白皙的脸上还多了几道红红的血
印% 在人们的嬉笑声中! &小三$

狼狈地钻进一辆警车里%

有细心的街坊认出了她! 说哪
是什么 &小三$ 呢! 她是上个月刚
分来的户籍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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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中的美丽乡村
!

秋日私语

多久没有走出这座小城了% 迟来
的秋雨似乎也难洗去夏的燥热! 在这
夏末秋初的时刻! 依然骄阳似火! 热
气熏天 % 久在钢筋混凝土的樊笼里 !

内心渴望着与自然的亲密接触! 心在
向往! 可难以付之行动% 有时多想让
心儿在大海里遨游 ! 在草原上驰骋 !

只要心是自由的1 有时更想找个僻静
的一隅! 将一颗心藏起! 只要心不是
孤寂的% 每每这时! 便会想起记忆中
的美丽乡村! 我可爱的宁静的乡村%

也是在这样的季节里 ! 早起的
太阳照耀着家对面的小山 ! 我爱坐
在大门口 ! 随意地捧着一本闲书 !

看着阳光一点点移动 ! 一直移到了
门前的那片竹林上 ! 于是一棵棵翠
竹在晨风中摇曳着 ! 婆娑着 ! 绿的
叶子在阳光中闪烁着 ! 好像竹的眼
睛在眨呀眨 % 总以为任何生物都是
有语言的 ! 只是我们听不懂 ! 那时
多么渴望自己能像猎人海力布一样
能听懂任何一种语言 ! 这样我就可
以走进许多生物的内心世界 ! 去了

解它们的喜怒哀乐 ! 去了解它们的
所需 ! 做做它们的好朋友 % 儿时的
梦幻太多 ! 太美好 ! 也太纯真 % 眼
前的这片竹林 ! 从我记事起它就在
我的记忆中 ! 年年岁岁依旧 ! 虽不
断地砍去 ! 每年却又不断地冒出新
的竹子来 ! 生命力的不竭让人感慨 !

更有那四季的绿意盎然让人心醉 %

即便是如今已远离家乡 ! 离开了乡
村 ! 但那片翠竹依然在我的心中摇
曳着 ! 似乎从来没有走出我的视
线%

爱乡村的每一个早晨! 雾霭在山
间升起! 渐渐消散! 清脆的鸟鸣声在

山间对应着! 回荡着! 袅袅的炊烟飘
荡在晨光里% 这时! 行走在乡间的小
路上! 头顶着露珠儿的花草亲吻着你
的裤脚! 沾湿了你的鞋子和衣裳! 一
切都是那般清凉% 学生时代的假期中!

于每个这样的清晨! 我会在小河边捶
洗一家人的衣服! 清澈的河水倒映着
青山绿树 , 蓝天白云 ! 还有一个我 %

可爱的小鱼儿会与我做伴! 一会儿游
来 ! 一会儿游去 ! 那样的自在逍遥 %

有时我会放下手中的衣物望着它们 !

想着我若是一条鱼该有多好! 我若是
鱼! 那谁又是我呢' 总喜欢这样的静
思! 这样漫无边际的遐想% 乡村的景

致给了我太多的感悟! 让我从小就拥
有着许多的梦想%

当我们一天天长大! 知道了外面
世界的精彩 ! 内心渴望着走出山去 !

离开它的羁绊 % 于是努力着 ! 争取
着! 终于像逃也似的走了出来% 可当
整日的生活在这缺乏自然之气的城市
森林中时! 心又莫名的失落起来! 生
命便在这种轮回中度过 ! 一年又一
年% 曾经还能在假日里回到乡村! 去
感受久别的乡土气息! 带着幼小的儿
子行走于我儿时走过的田埂! 教他认
识许多的农作物! 看着他充满新奇的
眼神! 快乐的身影! 心中就有着异样
的感动% 可终究有一天! 便是这样的
日子都不再有了! 家乡在我的心里只
剩下了那座老屋以及老屋对面小山岗
上那长眠于地下的父亲时! 心失落到
了底层%

许多东西便是在这岁月的流失中
消逝了! 但我的乡村! 那个曾让我怀
揣无数梦想的美丽乡村! 无论何时都
在我的心中%

亲历!!#"#"洪灾
!

金秋雨霁

!

月
"

日我作为企业代表去黄山参加 &全省工矿企业
安全生产管理培训班$! 至

#$

日下午才匆匆地赶回家中%

旬日的连绵阴雨! 让空气中弥漫着霉味! 加上湿重的
空气! 令人感到压抑% 前段时间养了条可爱的宠物小狗
&笨笨$! 它也不像往日那样安静! 不安地围着我 &呜呜$

地叫着% 屋外的蚊虫也比往日多了很多! 田中的青蛙也是
在懒懒地低鸣! 这一切都预示着什么事要发生%

这天下午! 空气越来越沉闷! 由河中升起的水汽与山
上雾气连成一片% 远处的天际不时地闪起电闪! 隐约可闻
的闷雷一阵阵地传来% 至晚后半夜! 湿重的天空再也沉不
住气了 ! 几道电闪划过夜空 ! 紧跟着惊雷响起 ! &哗 ,

哗$ 倾盆大雨如同天河水漏了下来% 随着闪电的光亮! 只
见山野一片白茫茫雨雾%

早没电了! 黑灯瞎火! 充耳只闻屋外雷声风声雨声%

天刚一放亮! 再也睡不着的我起床一看! 四下里全是
水% 山上到处是一条条白色的水练! 而河中则是黑中透亮
的洪水! 泛着骇人的浊浪冲击着两岸%

有道是 &早怕开门雨! 晚怕关门雪$% 这早上开门见
雨! 下得当真让人心惊% 不但雨下得一波比一波大! 那雷
声更是不甘示弱! 撼得山河摇动% 雨幕中透出了老人常说
过的青烟! 据说只有在发大洪水时才能看得到! 这让我更
加紧张起来%

早上
%"&'

分洪水开始平河沿1

%"$&

分洪水像脱了
缰的野马扑向两岸! 村两委正在组织沿河居民紧张地撤
离%

%"$'

分洪水已漫上了两岸公路! 沿河有四家民居进
水! 最深的达

!&

多公分%

此时! 万分焦急的我! 趟着腿肚深的洪水行走在村村
通路上! 急急地赶到矿山外一处桥边! 从电话中得知留守
矿山的矿长和安全员无恙! 这才放下心来%

%"(&

分凶猛的洪水席卷着枯枝烂叶向着
$

米高近
)

米宽的防护墙冲击! 还不到
"

分钟的时间! 浊浪翻过防护
墙% 再看四周已是一片汪洋% 本是绿色的农田! 早不见了
稻苗, 玉米% 只见西瓜, 南瓜, 木材, 各种垃圾在洪水中
翻转% 合抱粗的杨树如同小草一样被连根拔起! 飘飘荡荡
而去%

%"('

分! 村高主任隔河打来电话! 焦急的语气从电
话里传来! 嘱咐我带好这边的村民! 如遇再大的洪水! 要
将村民带往高地% 我自然坚决领命%

做完防洪工作后! 雨开始小了点! 我在水边放上一块
石子作记号! 不一会儿! 我兴奋起来---洪水在消退% 此
时! 天亮了起来! 不像刚才那么暗了%

*(

日上午! 不等洪水彻底消退! 我便涉着大腿深的
洪水! 慢慢地移着过了一座桥% 等到矿山一看! 整个人都
呆了---整个矿山已是面目全非! 上山道路被泥石流断成
几截! 路面则成了河滩! 断了的电线在水中摇摆%

此次洪水灾害甚烈! 虽然没有
$+&!

年 &

!

0

#&

$ 水灾
大! 但危害程度却不小! 当年不曾损毁的堤坝, 桥梁! 一
些几人合抱的大树都倒在这次洪水之中% 不仅农田受损!

农家菜园里的菜也淹完了% 受淹的农户家中一塌糊涂! 泥
浆老厚! 臭不可闻%

近年来各种自然灾害频发! 干旱, 洪灾, 雪灾, 高
温, 地震//真不知地球是怎么了'

奇瑞新 !"科技升级品鉴上市
"

月
#,

日 ! 海风吹拂鹭岛银沙 ! &科技
-.

五星家
轿---奇瑞新

-.

品鉴上市会$ 在厦门隆重举行! 奇瑞公司
领导, 业内专家, 汽车媒体, 经销商以及众多热心车友参加
了此次活动% 与众不同的是! 奇瑞新

-.

此次突破性地将品
鉴元素融入到上市发布会中! 通过一系列丰富独特的试驾体
验呈现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品鉴上市会%

$%&'

万
()*%*'

万 产品结构更合理

此次上市的奇瑞新
-.

共有
"

款车型 ! 排量为
*/01

和
*/"1

两种! 车型颜色包括狼堡灰, 徽墨黑, 爱琴海蓝, 纳斯
达克银, 激情红, 炫金黄总共

0

种! 提供了丰富的选择% 不
同的是! 新

-.

匹配了焕然一新的内饰设计! 彰显出更具运
动感的时尚气息和高品质的精致做工% 同时还在

*/01

车型
上搭载了发动机领域的 &科技代表$ ---

2334

发动机! 并
在三厢尊贵型上加入大尺寸观景天窗%

科技
+,

科技品质全面升级

除了产品结构上的变化! 奇瑞新
-.

还通过四大科技全
面升级性能! 进一步提升了自身的性价比优势(

*

, 科技动力( 奇瑞新
-.

配备
*/01 23345367

可变长
度进气岐管系统的全新 &冠军芯$ 发动机! 拥有连续可变
的进排气正时技术! 具有 &两高$, &三低$ 的绝对优势!

即高功率 2

%.89:0*'+;<=

3 高扭矩 2

*0+>

0

=:.%++;=<

3, 低
油耗低排放低成本! 代表了目前国内外发动机

334

技术领

域的最高水平+ 测试显示! 奇瑞新
-.

在有效降低油耗
$(?

的基础上! 更使动力提升
*,?

! 相比同级车! 加速性可提升
*,?

! 动力性可提升
*+?

+ 同时! 奇瑞新
-.

是国内首批享
受国家节能惠民工程

.+++

元补贴的节能表率!

0/'1:

百公里
的油耗水平远低于工信部公布的

!/.1:

百公里最低油耗标准!

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一致认可! 排放水平也超过国四标准!

堪称同级车中的佼佼者 +

2334

技术将动力与油耗有效结
合! 使得奇瑞新

-.

全面领先同级车+

,

, 科技安全( 在制造过程中! 奇瑞新
-.

秉持五星碰撞
安全评定的高水准! 拥有高强度笼型车身, 智能机器人精密
制造, 不等料厚激光焊接等领先安全技术! 同时还是十万元
内唯一一款全系标配

@7A

电子防侧滑稳定系统的车型! 全方
位保证驾乘者的安全+ 五星

5@7A

! 使奇瑞新
-.

成为十万元
内最安全家轿的代表+

.

,科技驾控(奇瑞新
-.

的科技表现同样蕴含在操控性能
中!新

-.

采用操控更加轻松的
@A7

电子助力转向!使用
BCDE

FGH

智能管家系统完成车辆各节点间的自由通讯!由
I6J-

公
司精准调校的底盘且搭载有主流

K

级车配备的四连杆后独立
悬架!前后大尺寸碟式刹车盘等一系列高科技和高配置+ 除此
之外! 奇瑞新

-.

还推出配备了智能自动变速箱的全新
#/"1

-4

车型!使消费者的选择更丰富+

(

, 科技品位( 奇瑞新
-.

以
,"

项升级打造全新内饰!

采用时下流行的上深下浅内饰设计风格! 分屏式中控台设计
使得功能区分布清晰! 炮筒式仪表盘个性十足! 多功能方向
盘则体现了人性化设计理念+ 在空间布局上! 奇瑞新

-.

进
一步通过人体工程学的改进使整车空间更加宽敞! 同时倾心
打造多处储物空间方便实用+ 除此之外! 新

-.

的内饰材质
也全面升级! 加上电动观景天窗设计! 营造高档质感+ 奇瑞
新

-.

在宽体车身基础上! 打造富有科技品位的内饰与之契
合! 充满时尚动感气息+

五星家轿 中系车破茧成蝶

新
-.

不仅承袭
-.

一贯的五星安全优势 ! 更从动力 ,

油耗, 操控, 安全, 舒适等方面进行全面的科技升级! 力求
打造一款

#&

万元以内 &最具安全性, 最具动力性, 最具时
尚性$ 的多维度五星家轿+

作为奇瑞汽车的转型之作!

-.

一直承载着重要的品牌
使命! 并为此目标不断努力+ 从设计制造到售后服务!

-.

都秉承高标准的五星理念! 事事追求极致! 充分体现了奇瑞
十年造车的尖端技术成果+

在发布会现场! 奇瑞公司副总经理, 销售公司总经理马
德骥表示(

&"

年奇瑞
-.

的问世颠覆了 &自主品牌$ 带给人
们的传统印象! 奇瑞新

-.

将承载着
-.

的累累荣耀全新出
发! 再攀科技品质新境界.

近年来!在打造自主国际名牌的使命下!奇瑞汽车正逐步
树立起自身的高品质形象!其中

-.

便是其品质转型的重要标
杆!此番新

-.

的上市对于奇瑞汽车而言更加有着不同寻常的
意义+ 奇瑞是第一个采用

2334

技术的自主品牌!与许多合资
品牌相比也有很大的竞争优势! 意味着中国自主品牌汽车在
核心造车技术的研发道路上又有了新的成果+ 同时! 奇瑞新
-.

的五星家轿品质也可以说是中系车一直追求品质转型的
模范!它的问世再度为自主品牌汽车的升华树立了信心!也进
一步推动了奇瑞的品质化进程+

池州市万众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是奇瑞汽车在池

州地区唯一的
-.

店" 代理奇瑞汽车销售及售后服

务业务" 同时经销其他品牌车辆" 代办上牌# 保

险# 二手车置换" 汽车按揭分期付款等一条龙服

务$ 售后服务专业# 周到# 快捷" 我们
/-

小时全

天候为您服务%

公司地址! 池州市齐山 &区民营工业园'

销售热线!

*&00(/0)////

服务热线!

*&00(/0)/,-&

奇瑞!万众之窗
!第一三六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