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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1、我与武侠小说的故事。
你与武侠小说有什么样的故事？
是深夜偷偷看小说， 看坏了眼睛，还
是沉迷故事，煮糊了饭？ 又或者你最
喜欢哪个武侠人物？ 快，写下你曾经
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回忆过去。
要求：800 字以内。 投稿邮箱
2313967729@qq.com，“
投稿人姓名
+‘
武侠小说’ ” 。
2、全家福。用一张“
全家福” 照
片讲述幸福故事。
要求：800 字以内； 照片必须是
本人家庭照片； 若因使用他人照片
而引发的侵犯他人著作权、肖像权、
名誉权等行为及由此产生的一切法
律责任，由照片提供者自行承担。

给父亲过生日
以前，父亲一个人住在农村老家，每年过
生日的时候，除了我们打回去的电话，就再也
没有第二个人能够陪他说话了。
年初的时候，在我和妻子的轮番劝说下，
父亲终于同意离开老家， 愿意进城帮我们带
孩子了。 从此在他身边，就多了两个爱凑热闹
的小顽皮，整天不是拉着他的手到处转悠，就
是像小鸟一样叽叽喳喳地闹个不停。 不过这
对于一家人来说，倒是很幸福。
在两个孩子眼里，除了过年之外，最高兴
的事就是过生日了。 从年初一路走来，除了父
亲的生日排在末尾，一家人全都过了，所以两
个孩子隔不了几天就会在我和妻子耳边唠
叨，说要给爷爷过生日。
10 月份的时候，父亲迎来了生日。妻子买
了生日蛋糕，我做了一桌家常小菜，母亲还特
意去买了些酒， 目的就是想给父亲过一个开
开心心的生日。
当我们把所有准备工作都做好之后，由
两个孩子出马将父亲请上餐桌， 妻子点燃生
日蜡烛，我给父亲戴上生日帽，大家一起围着
父亲唱生日歌， 两个孩子更是顽皮地用手抓
起蛋糕上的奶油， 在父亲毫无防备的情况下
涂抹在了他的脸上， 惹得父亲一边用纸巾擦
脸，一边哈哈大笑。
吃过生日蛋糕，我按照惯例走进厨房，为
父亲煮了一碗长寿面， 当我把它端到父亲面
前时，他有些受宠若惊，立马站起身来把面条
接了过去，然后轻轻地放在桌上，尽管大家都
一直催他快点儿趁热吃， 但父亲却迟迟不愿
动筷子，直到两个孩子做出要喂他的架势，他
才自己端起了碗。
看父亲自己吃长寿面， 我们也没再关注
他了，而是看起了电视。 就在父亲快吃完的时
候，眼勤手快的儿子阳阳要去给他收拾碗筷，
却发现父亲眼角有泪， 于是关切地询问他为
什么哭了。 面对孙子的关心，父亲只好口是心
非地回答说自己是被面条的腾腾热气熏的。
父亲的回答虽然骗过了孙子， 却骗不了
我们这些大人，他明明是体验到了家的温暖，
第一次不再一个人过生日，是满满的幸福，让
他感动了，所以才喜极而泣。
回想起父亲之前独自过的每个生日，我
不禁感觉心中有愧。 我忽然明白，陪父母过生
日，既是孝道，也是该享的幸福。作者 颜克存

“全家福” 征文选登

六兄妹的全家福

五十年前全家福
父母太忙未出镜
这张照片是 1968 年我大哥回家探亲时
照的。 6 兄妹，我是家中最小的男孩，当时 10
岁。 遗憾的是父母都在忙，未在照片中出现。
那时我们家住在中华北路。 大哥当兵 6
年，驻守在广东沿海的一个小岛上；二哥在贵
阳七中上学， 姐姐和三哥在六广门附近的市
北小学上学，我和小妹在和平路小学上学。
大哥一次难得回家探亲， 想拍一张全
家福，可不巧的是，父亲在住校，母亲每晚

3、书画摄影作品长期征集
提醒： 以上投稿发送至邮箱
2313967729@qq.com，邮件主题格式
为“投稿人姓名 + 年龄 +‘征稿主
题’ ” ,邮件内须注明真实姓名、联系
电话、通信地址。

老朋友们合影

乐龄好邻居
共办联欢会

重要声明
2017 年 5 月起，《贵阳晚报》分
批向乐龄记者发放《贵阳晚报乐龄
记者证》， 仅用于本报组织的采访
活动。 为便于管理，该证到 2018 年
6 月 30 日全部作废，特此声明。
如有人持《贵阳晚报乐龄记者
证》参与任何活动，与本报无关。
《贵阳晚报》2018 年 7 月 9 日

旧友相聚 共忆当年
贵阳乐龄 邀您来玩
只要您是贵阳晚报 的 忠 实 读
者，年满 50 岁，我们为您提供了一
个展示的舞台——
—贵阳乐龄， 从报
纸到新媒体，邀您来玩，晒出您的幸
福生活。
如果您有才艺，有持之以恒的爱
好，请与我们联系，晒出您的才艺，我
们还会邀请专家学者为您点评。
如果您和您的家族有不一般的
经历，请与我们联系，我们诚挚邀请
您分享您的故事。

都要学习到晚上 10 点来钟才回家，没有时
间和我们照相。
于是大哥只能领着我们几兄妹到中华
北路和毓秀路交界处的一个相馆照， 拍下
了没有父母出镜的全家福。
50 年后的今天，父母已经过世了，姐姐
也早逝。 现在就是我们五兄妹， 大哥接近
80 岁，我们也都是 60 开外的人了。
作者 付志建

2019 年 1 月 7 日， 我们一帮贵州知识青
年朋友在贵安新区平坝农场景区， 隆重举行
迎新年文艺汇演活动。 活动现场，我见到了许
多久违又熟悉的人， 叙着当年大家在农场的
许多人和事。
1974 年 10 月，我只有 16 岁，在什么都不
懂的情况下，就加入“上山下乡” 大潮之中，
来到琊珑坝（现在属于贵安新区）贵州商业
第一知识青年农场，成为一名知识青年。
我们农场有 500 余人， 大家集中在一个
食堂生活， 大家都是贵州省商业行业几个单
位组织下乡的子女， 许多人彼此之间生活在
一个院落及街道， 有不少人是在一个学校里
读书还是同学，大家均是分堆聚集的老熟人。

我们农场人较多， 在 5 年里发生的事也
比较多， 在贵州也名气最大。 在我们的记忆
里， 这段知青情缘在我们 45 年的生活中，总
是挥之不去，不少人至今对那段经历难忘，梦
中常回到那段知青岁月。
这次活动来了很多知识青年群体， 我们
聚在一起，充满着温馨。 不少人豪情满怀地谈
论着自已当年的远大抱负及理想， 回忆起自
己佩服追求的事与人； 不少人相互聚在一起
摄影留念。
19 个精心组织的文艺节目，让我们看到
了当年的知识青年风貌， 这是一代人的风骨
写照，这更是一代人的风采。
刘晓华 文 / 图

新年伊始，贵阳市花果园 T 区和 S
区的音乐爱好者们共同举办了一场别
开生面的新春联欢会。 参加联欢会的朋
友都是退休在家，因为共同的爱好走到
一起的音乐爱好者。
节目一开始，T 区的民乐合奏 《花
儿与少年》《喜洋洋》拉开了联欢会的
序幕，接着 S 区合唱的《红河谷》，T 区
的独唱、二重唱一一亮相……你方唱罢
我登场，节目精彩纷呈。
大合唱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新年好》把节目推向高潮。
两个区的退休居民表示，今后两个
区要经常在一起练习磨合，走向更大的
舞台。
据了解，花果园 T 区的退休居民在
花都社区的支持帮助下成立了花都文
艺队， 主要以民乐乐器为主；S 区的退
休居民在秀园社区帮助下成立了声乐
合唱队。
作者 王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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