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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家庭都或多或少有几个宝贝，可以是一件衣服、一个笔记本、一个小物件，甚至还可以是一个
房子，一个院子……家有一“宝”栏目，展示您家里的宝贝，这个宝贝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物，只要是有
故事或者有意义的宝贝，都可以联系我们与读者一起分享。 如果您家里有一
“
宝”，请联系记者。

陪伴了30年的钢笔
记录下人生的喜怒哀乐
一支陪伴了她三十多年的钢笔，虽然外观已
经很旧了，但是她依然视作宝贝。 市民张秀荣说，
这支钢笔不仅是她爱情和亲情的见证，也是引领
她走上写作之路的重要原因。
■淮海晚报记者

刘晓兰

●一支钢笔
连接着爱情和亲情
张秀荣的退休生活非常丰
富多彩，学钢琴，弹古筝，做美
食，玩摄影，她不断拓展自己的
兴趣领域。 她还有一个爱好就
是写作， 她总是细心地将生活
中遇到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全都
记录了下来。
她告诉记者， 家里的宝贝
就是这支陪伴了她三十多年的
钢笔。三十多年前，当时才二十
多岁的张秀荣有一天收到了爱
人送的这个礼物。她说，当时这
支钢笔价格不菲，质量非常好，
即便现在吸入墨水依然还可以
继续写字， 虽然现在用得越来
越少了， 但是她还是小心翼翼
地保存起来， 因为这支钢笔承
载了她很多关于爱情和亲情的
记忆。
张秀荣从家里拿出了厚厚
的几沓书信，大约有几百份，有
她和爱人的书信往来， 也有她
和兄弟姐妹之间的书信往来，
随意打开其中一份， 上面谈论
的都是日常生活的琐事， 但是
却透出浓浓的亲情。
在那个通讯还不发达的年
代，用钢笔写信、写作成为她日
常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 当时

刚刚结婚的张秀荣， 先生因为
工作的原因要去外地学习两年
时间， 而家庭生活的重担就落
在了她一个人的身上， 她不仅
要工作， 还要照顾刚出生的儿
子。
张秀荣说， 其实在此之前
她是一名护士， 但是因为要照
顾孩子，值晚班并不方便，所以
她决定转行到银行上班， 而她
对银行的业务根本不熟悉。“
打
算盘、记账、算账、存款、取款，
对于我这个新手来说， 都太难
了，常常手忙脚乱”。 张秀荣说，
当时工作和生活中不可避免要
遇到各种困难、苦恼，她全部都
将这些通过书信的方式和在外
地的先生交流，“和先生讲工作
上的困难， 也告诉先生关于孩
子的情况”，张秀荣说。
在先生外出学习的这两年
时间里， 通过书信和先生交流
成了她重要的精神寄托， 在爱
人的鼓励下，她学会坚强，不断
上进学习，做好工作，也让孩子
健康成长。“每一份信都是‘见
字如面’，见到了你的字就像是
看到你的人， 就感觉更亲切
了”。

●一份牵挂
记载下生活的点点滴滴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这
支钢笔也已经旧了， 而孩子也
已经长大，并离开父母，离开家
乡，到外地去工作。 虽然现在各
种通讯方式都很便捷， 但是张
秀荣依然喜欢用写字的方式和
家人沟通。
她说， 自己和先生每天的
日常就是互留留言条。 如果外
出了， 就会在家里留一张留言
条，写一些叮嘱的事项，而她和
先生的习惯也是回家第一件事
就是到处找留言条。
作为一个母亲， 张秀荣也
喜欢用写字的方式和 孩 子 沟
通。 因为孩子在外地工作，所以
她每次去看孩子的时候， 在临
走的时候都会给孩子 留 一 封
信， 写上一个妈妈对孩子的关
心和牵挂。 她说：“以前我去看
儿子，每次走的时候，心理很矛
盾，一方面希望他送送我，另一
方面，又怕他耽误工作”。 而她
将这种心情都写在了留给儿子
的信中，而“大大咧咧”的儿子
这才体会到妈妈的心情， 自此
以后， 每次都会亲自为妈妈送

行，也变得更加体贴、更加理解
母亲。
张秀荣说， 现在通讯发达
了，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更
方便了， 但是却也造成了感情
的快餐化。 她依然怀念写信的
那个年代， 在书信上可以留下
岁月的痕迹，“从写信开始，到
投递就在算着时间， 对方什么
时候会收到，什么时候会回信，
心里总是充满期盼。 ”
喜欢写信的她， 后来更是
走上了写作之路。 她用自己的
“妙笔”记录下人生中的喜怒哀
乐，不管是国家大事，还是自己
生活中的小事， 她总是非常留
心地记下来， 有时候是记在日
记本上， 有时候还投稿到报刊
杂志上。 写作的过程让她变得
更加积极向上，心态更加阳光。
她说：“这都是过 去 养 成 的 习
惯， 现在遇到事情总是想着要
把它记录下来， 尽管现在主要
是用电脑写字了， 但是还是要
感谢那支钢笔， 引领自己走上
了写作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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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岁 的 小 溪 儿 是 个 古 灵 精 怪 的 小 丫
头 ，有 时 候 像 个 小 大 人 ，有 时 候 又 调 皮
得 让 妈 妈 抓 狂 。 这 不 ，小 溪 儿 妈 妈 记 录
的趣事让人忍俊不禁。

赶紧生小妹妹
一天傍晚，溪儿妈带着小溪儿在小区院子
里散步，看见一个小宝宝特别可爱，小溪儿喜
—
欢得不得了——
溪儿妈：小溪儿，妈妈也给你生个小妹妹
好不好呀？
小溪儿两眼放光，连声说：好啊好啊。
然后，小溪儿就站在原地不动，一直盯着
—
妈妈的肚子看——
溪儿妈很奇怪：小溪儿，你怎么站在这里
不走了啊？
小溪儿：妈妈，你不是说要给我生小妹妹
的吗？ 赶紧生呀！！
溪儿妈：……

看一眼少活十年
前几天，溪儿妈和溪儿爸吵架，一气之下，
溪儿妈带小溪儿回了娘家。 昨天，知道错了的
溪儿爸来接溪儿妈和小溪儿回家， 一路上，溪
儿妈发现小溪儿一直低头不看她爸——
—
溪儿妈：怎么啦，小溪儿生爸爸气啦？ 不愿
意看他？
小溪儿低着头说， 你不是说我爸这种男
人，看一眼少活十年。 所以我不看他。
溪儿妈：……

你要小心地养我
今年年初，溪儿妈给小溪儿买了一只小乌
龟，结果不小心养死了。 因为小溪儿很喜欢小
乌龟，怕小溪儿难过，就没敢告诉她，哄骗着小
溪儿说小乌龟去舅舅家了。 今年清明节，溪儿
妈想借着小乌龟的事给小溪儿说说“死亡”这
个话题——
—
溪儿妈：小溪儿，妈妈要告诉你一件事，小
乌龟被不小心养死了。
小溪儿呆愣了一下，沉默了一会儿，然后
眼泪汪汪地说：妈妈，你以后要小心点养我，可
别把我也养死了啊！
溪儿妈：……
曹盈整理

萌娃们思维跳跃时的机灵古怪、萌
娃们冷不丁的一语惊人……瞬间就会
萌翻你！听到看到这些有趣的萌娃“
智”
语是不是很有趣，从今天起，本报爱家
周刊将征集萌娃稚语， 您家的宝贝会
“卖萌”吗？ 您家的宝贝是传说中的“脑
洞大开宝宝”吗？有心的爸爸妈妈们，收
集下你家宝贝的“语出惊人”，然后发给
我们刊登出来， 有一天孩子长大了，这
将会成为一件很有意义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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