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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万物，皆为自然。大地是大自然的身体，

森林是大自然的衣衫，动物是大自然流淌的血液。

大自然母亲播下的希望，孕育着未来，诠释着生命

的力量。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享受的资源、消

费的欲望持续增长，这使得人们在郊外野炊、露营、

祭祖等户外活动愈发流行。但人们不注重森林防

火，乱扔烟头、祭祀烧纸、篝火未及时处理等诸多陋

习，往往成为森林火灾的导火索。

近年来，森林火灾事故频发，一篇又一篇的森

林火灾新闻报道令人痛心疾首。根据最新数据显

示，自1950年以来，中国年均发生森林火灾约1.3万

起，受灾林地面积约65万公顷，因灾伤亡580余人，

2010年至2020年在已查明火因的森林草原火灾中，

人为原因引发的占97%以上，其中祭祀用火、农业用

火、野外吸烟和炼山造林分列前4位，不少地方还引

发了特大森林、草原火灾，造成了重大损失和不良影

响。

一个个触目惊心的数据，一个个血淋淋的教

训，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我们要加强火源管控，

做好火灾防范工作。远望着滚滚浓烟四起，我们

不得不反省人类的所作所为，也许我们应该向大

自然致以最诚挚的歉意！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和

极端天气增多，森林火险等级持续升高，森林防

火面临的形势愈发严峻。正因如此，我们更要齐

心协力，落实森林防火措施，为保护大自然贡献

自己的一份力量。

森林素来有“地球之肺”的美称，它能大量吸收二

氧化碳，不断制造人类和其他生物所需的氧气。如果

大面积的森林被烧毁，就会降低森林的更新能力，造

成众多动物的迁徙异居，甚至会导致生态环境失衡。

从地理角度讲，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当生物圈中

某一要素发生变化，最终会造成多方位影响。森林面

积减少也将会引发土地贫瘠、水土流失、土层沙化等

问题。

森林是地球之光，是人类的自然氧吧，是绿色

天然的水库；森林是动物们的家园，是我们的乐园；

正因为有了森林，我们的地球才有生机。所以保护

森林，是我们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职责。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没有火种，就不会发

生人为的火情火灾，因此我们应该禁止乱放火、乱

扔烟头，做到文明祭祖，不在森林附近燃放烟花爆

竹。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我们从小事做起，从

自我做起，让我们少一份火灾的危害，多一份绿色

的环境，让我们展开双臂，共同拥有绿色的未来和

人类命运共同体。

（指导教师康敏）

姨妈老爱对我们兄

弟姊妹说，你们妈呀，要

是读了书，肯定是一个了

不得的女人。我们信姨

妈说的话，子女对母亲，

真有这方面有感觉。

读书人会说的之乎

也者，她肯定说不来，可

好多好多属于读书人书

面语，什么成语呀，什么

歇后语这一些，可以说她

张嘴就来，甚至还用得恰

到好处。不了解她的与

她相处，看她戴着一副漂

亮的眼镜，乍一看，怎么

也 会 认 为 她 是 读 过 书

的。其实不然。

她能给一些成语，歇

后语增添一些像模像样

的 延 伸 。 这 是 我 的 感

觉。成都中学知名度最

高莫过于四，七，九中，这

三所学校在成都市民的

感觉中，好像七中更好，

而于七中，我们老妈就闹

过笑话了，而这笑话，恐

怕 还 应 该 是 我 妈 的 专

利。老妈说，她听过我们

经常在讲“其中奥妙”，也

听到过我们说“乐在其

中”。七中就那么好吗？

有“奥妙”，而且还“乐”

呢，“其中”成了“七中”，

老妈果真就这么厉害。

成都七中，能不能考虑用

我们妈的成语发挥来做

你们学校的广告语呢。

对“狗咬耗子，多管

闲事。”这歇后语，她就不

同意是狗多管闲事这个

结论。她说，狗咬耗子，

不是狗多管闲事，那是狗

为讨好人，用自己的行动

证明猫咪的事它也能做

到。她会指责那些喜欢

说谎的人是“耗子滚面

缸，一张白嘴”；他会用

“推屎趴（屎壳郎）滚碳

缸，你不动还不知道你是

啥东西。”挖苦突然冒出

的那些张扬跋扈的人。

老妈也喜欢帮助人，

邻居两口子吵架往往要找

她给评个理，可她呀，老是

会有她那句最经典的劝说

语息事宁人。那是“你两

口子扯啥皮嘛，幸福是一

粒豆豆，一根筷子能捻起

来吗？要两根筷子，要你

们夫妻一起动作。”“牙齿

不小心咬到了舌头，舌头

还懂得去原谅牙齿，它们

不还是能和睦相处吗？”

更有意思的是老妈

会巧用成语与熟语。“巧”

字是我写这篇文章给加上

的。因为她用的那成语或

熟语本来是她不懂，但她

又用了，还用得恰到好

处。她对儿女好是邻居看

到过的，也是我们感受到

的。她常常告诉邻居，她

呀，手头哪怕只有一点可

以吃的东西，她也记着要

拿回去与儿女分享。即令

在远处也一样。她说她绝

不“背倒儿吃”，她把“背道

而驰”成语用在这个位置

了。谐音成趣，说她不会

“背倒儿吃”也趣，我们也

不好去纠正。

一个相貌凶悍的知

青喜欢上了一位插队另

处的女知青。这位知青

问我们老妈她追这位女

知青成功率大不大，老妈

对他说，你得行，你能马

到成功。这位知青当时

好高兴，走了。后来我们

才知道，老妈说的马到成

功，不是成语的解释，她

说的“玛倒”是四川人的

土语，“玛倒”是欺负，强

制的意思。这就与这位

知青的形象连在一起了。

我们老妈退休前是在

糖酒公司当营业员，别看

她不识字，几十年站柜台，

她的货款就没出过差错。

她的心算也厉害，公司举

行过珠算心算比赛，她就

击败过好几位珠算能手。

真的，如果我们老妈

读了书，她肯定不简单。

盖上棉被，人间便温

暖起来。

反正我是离不开棉

被的，离不开薄如绸缎、洁

若白雪的棉被，离不开厚

若妻子窒息拥抱又阳光般

温暖慵懒和熙的棉被。

事实上，我们悄然让

棉花拥抱，身上穿的，床上

盖的，家中用的，许多成分

里都渗和了棉。盖上棉

被，每个梦都飘荡棉花

云。棉被，就是一个巨大

的温暖世界，我们在棉花

的天空下，温驯善良得像

个天真孩子。

有棉真好，丝丝柔

棉，犹如血液，游走我们

全身，融进我们整个生

命。棉，一朵朵开，棉，开

成了絮。絮多好，多细，

絮就是一团团洁白，絮就

是每一个平淡日子里的

“纠缠不清”，这样的日

子，才是真日子，才会立

体，才会繁复，才会有味，

才会生动。

前天看一档电视，主

持人展示一玉，有观众说

玉里有棉。主持人竖起

拇指，说眼光真毒。对，

玉里真有棉，絮一样的

棉。主持人很会说，他说

玉里有棉，这玉才真，这

玉才贵。主持人眼中之

棉，与玉品质有关，我眼

中之棉，是玉中之透，白

云一般的美好，若丝的

棉，在我眼里飘，飘到乡

下，飘进母亲的棉田。

一块向阳土，斜斜

的，成厢的。土里棉株，

从翻春就开始嫩黄，继

而青青，再而绿绿，绿得

碧眼，绿得盖过暮春所

有颜色。母亲说，阳光

再 烈 点 ，棉 株 就 开 花 。

果然，棉开花，一大片，

淡红，蒂处紫。花开蝴

蝶来，棉之香花谢后，棉

枝挂起上小棉铃，小棉

铃长大就是一颗棉桃，

棉桃五瓣，一晒，一熟，

一裂，棉桃也开花，雪一

样的白絮，这才是真正

意义上的棉花。

没等棉株开花，母亲

便撵我下地。捉虫，捉棉

铃虫。我讨厌棉铃虫，猪

儿虫一样粗，爬动时，一

节一节耸动。躲叶面下，

吃叶、花、蕾、桃，我怕下

手捉，用一根棍击落于

地，用脚踩，，用泥块使劲

砸……捉棉铃虫不是这

么个捉法。我被父母骂

个狗血喷头。

老家不宜种棉，气候

不宜，光照不宜，花期雨水

多，易长虫，精心伺候一

季，收不了几朵棉，还劣

质，连自给都不够，但仍

种。我家一床棉絮盖几代

人，盖黑了还盖，破洞了还

盖。棉被盖久了，就实

了，烂了，变色了，要翻

弹。“绷，绷，绷”，我们最

爱追着棉花匠木槌在弓

弦上弹出的声音跑，满村

跑，那声音如夏日里阳光

落地上，蹦蹦响。

我对棉花情有独钟。

妻曾买回一床毛绒被，盖

后觉得不舒服，轻飘，无

着。后来，那毛绒被弃之

不再盖，棉被换回来。我

觉得，只有棉被才能盖出

真正的乡愁和温暖。

江边散步，看到一株

野棉，野棉似棉不是棉，它

有着比棉花小一点黄一些

的叶，有着与棉花一样红

白紫的花，有着与棉花一

样一丝一丝的絮，有着比

棉花小得多的小黑籽。

妻一见野棉花就跑

过去摘。妻说，看，野棉

也保暖，丝滑，细腻。

我点头。

妻拉过我手，和野棉

花一起贴脸上，那样子，

可爱极了。是的，我俩二

十多年的爱情，就如棉花

一样，暖和，丝丝入扣，分

不开了。

我笑曰，你看你，絮

絮叨叨，如一朵棉花一样

缠上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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