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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说

套娃

王绍祯

在我家的博古架上

摆放着一套精美的套娃

虽然搬了几次家

这套娃仍然被珍藏

三十年前的霍尔果斯口岸市场

我第一眼就瞧见你俊丽的模样

是送给儿女“六一”节的礼物
你承载着我好多好多热望

时光没改变套娃圆融密实的身躯

烟云未褪去套娃色泽如初的鲜亮

你陪孩子走了很长一段路

通体浸润着诗和梦想

今年又到了儿童节

套娃又承接了新的期冀

你静静守望着初露尖尖角的小荷

伴幼稚纯洁的心儿徐徐绽放

于是

你又像蓓蕾之芽萌萌的

和晨曦里的露珠一般

泛出蓬蓬勃勃充满生机的亮

于是

你又被白白肉肉的小手摆弄着

在编织着的新的未来中

去追逐这一季的甜美和向往

陈州古埙赋

张华中

圣哉！ 六千年前，初于非工。 肇
于劳作，浑然天成。 烧土为器，平底
六孔。 中虚上锐，火之肖形。 大如鹅
卵，天籁之鸣。 唯陈古埙，朴穆如钟。
质而无华，苍如鸿蒙。 桑梓巷雨，乡
野民风。 五声六律，唯埙调正。 一奏
《道德》，大音希声。 再颂《论语》，慎
始有终。 三演《千字》，恢恢弘弘。 岂
笙竽而能匹？和金石以用功。或睹羲
陵峨峨 ，一邦乌托 ；颇觉蔡水潺潺 ，
双耳可聆。 曳履褰裳，环佩之鸣。 寻
郊问畦，嘤嘤百虫。 乘醉觅芳，有画
师书家；吟歌颂雅，赖羽客诗翁。 只
道岁移律吕，寒暑迭更。 岂料黄钟毁
弃，瓦釜雷鸣。 菜根已失，苟苟营营。

方其流星牧野，英雄末路。 空竍
对月，泣下老夫。 斑斑古梅，谁赴陈
楚品茗；驳驳老松 ，怎邀谢氏煮酒 ？

荒客少闲， 颓塔身影蹀?； 幽人独
往，残街芒鞋踟躇。 苦霜藏凄，桨籱
腪乃声咽； 天风带涩， 幡旗引风而
鼓。 闲傍危楼，只知铜符箴言，作了
瓦砾砖垣； 醉倚斜亭， 惟记铭言籀
文，封于碎鼎锈壶。 焚柏读史，怎奈
邦乱民舛； 斫檀筑庐， 谁知风凄雨
苦。 八音齐鸣，怎辨宫商角羽？ 一埙
独吹，定和金石匏木。 “天之诱民，如
埙如諶”；民之盼君，若和若睦。 积万
年之精华，此器乃我独有？

噫！ 斯事已矣，浮云在阍。 金曲
易散，乐魂难寻，夫子闻《韶》，弗知肉
醺。 商女《后庭》，饮鸩亡身。 意寒徒
悼，幽潭沉心。 鲛人壶中，一棹归云；
客子城头，几声古埙。 喧嚣归阒，浮
华散尽。 守心自暖，抱一终身。 埙兮
归来，定我乾坤。

五月的花园
朱丽

不知道花是不是这尘世间美丽的

天使，每一朵花的降临都装点了世界的
缤纷；不知道花是不是阳光雨露倾注的
爱，总在人们心里温润着。

最美五月，雨后初晴，与友相约，来
到一个美丽的花园。 一朵朵花刚刚沐浴
过清新的雨露，散发着晶莹的光，偶尔
抖一下身体，演绎一场清新迷人的“水
晶之恋”。 一眼望去，这成团成簇争妍斗
艳的花，好似只有华美绽放才不负此生
尘缘。 这满园花开的绚烂图景让人想到
“蓬勃”“极致”“热烈”“繁盛”“震慑”等
词语。

我们一起徜徉在花的海洋里 ，绯
红、丹紫、姚黄、火红、米白、芙蓉、豆绿、
洒金……不觉间自己也成了五彩缤纷
的了。 走着走着，一朵月季或是一枝雏
菊会欢欢喜喜地迎面而来，许是趁着微
风的轻拂，给我们送来美好的祝福。 铁
线莲还是那样优雅地开着，那清清浅浅
的紫色花瓣曾无数次入梦，或许它就是
梦的颜色吧！ 玛格丽特开出了满藤蔓的
繁华和雍容，婀娜妩媚、风姿绰约，这一
场丰盈的花事，仿佛酝酿了很久，只等

此刻开出倾世的烂漫。 夏洛特夫人开得
层层叠叠，亮丽的黄和纯净的粉不知谁
映衬了谁的多娇明媚，美成了一首初夏
的散文诗。 粉龙沙随着清风摇曳，好似
一个个翩翩起舞的女子， 舞姿轻盈、灵
秀甜美、娇羞可人。

走着走着，就被这些开到忘我的花
感动了，有一种美是可以像流水一样汩
汩流淌在心里的，洗却你的忧愁，润泽
你的心境，通透你的了悟。 当你爱着花，
你的世界就不会有驳杂、 不会有喧闹，
一颗安静有爱的心灵是修为、是超脱。

席慕蓉是爱花的， 在她的生命中，
花的世界就是爱的世界，一颗浮浮沉沉
的心在花中找到了依托和归宿，因此在
她的很多诗歌中都写到花， 以花表意、
借花抒情，花就是她表达人生思考的意
象，也是她的情感载体。 我们所熟知的

那首 《一棵开花的树》，“如何让你遇见
我/在我最美丽的时刻/为这/我已在佛
前求了五百年/在你身后落了一地的/
朋友啊/那不是花瓣/是我凋零的心。 ”
是一首爱情诗，诗人用花表达少女的痴
心和梦碎，一种遗憾之美、忧伤之美，通
过花带给我们情感的触动，这是花的情
感表达。

我们满心欢喜地和一朵花相视、对
语， 时不时轻轻嗅着令人陶醉的芬芳，
还用相机把自己和最美的花永远定格

在一起，朋友说：“来一次花园一定会很
久都没有烦恼。 ”我们纷纷赞同，笑声在
花的海洋里飞扬，笑容也汇成了花的海
洋。

古今爱花之人甚多，古有陶渊明采
菊东篱下，“梅妻鹤子”的林和靖，林黛
玉爱花有《葬花吟》，晏殊诗云：“无可奈

何花落去”，李清照误入藕花深处，今有
老舍先生看到花开就高兴，梁实秋因一
盆文竹都不能幸免于抗战 40 年心中仍
戚戚， 张爱玲从尘埃中开出花来的爱，
林清玄“花开是一种有情”……爱花的
心境虽然不同，但情怀却是相同的。 但
凡爱花之人都对世界有着更多的温情

与爱，芬芳是可以生发出善意的。 染着
香气的生活像迷蒙的诗、 像浅浅的月、
像淡淡的相思、像脸颊的羞涩、像柔柔
的轻舞……爱花的人哪怕经历人世的
风雨变幻，依然可以拥有一颗宁静的心
和尘世不凡的美。

当然，花园主人也是爱花人 ，她把
爱花的情感蕴藏在了每一朵惹人爱怜

的花里，让花绽放出最美的姿态，给人
们以美和馨香。 当我们谈到花，她的笑
容里有满满的爱和喜悦，还有从花中获
得的禅意和超然。 她知花、懂花、爱花、
惜花，怀着一颗向善之心，感念着花朵
奉献给世界的美丽， 花在默默地开，她
在无声地爱。

五月的花园， 在唯美的遇见中，惊
艳了时光。

母母亲亲的的麦麦收收
张艳伶

午后的太阳火辣辣地炽烤着刚刚

收割过的麦田，也因为刚下过雨，热气
蒸腾， 隔着车玻璃仍感受到滚烫的热
浪。 路上行人稀少，田间也不见人影。

推门进院， 只见母亲背对着大门，
盘腿席地坐在院子里，用棒槌一下紧着
一下捶打着一堆麦穗。 短袖衫湿漉漉地
紧贴在后背上，脖子上晶亮的汗珠一道
道往衣领里钻，头上的白毛巾落满了厚
厚的麦灰尘土。 母亲捶打几下就用棒槌
再搅腾搅腾， 麦子就杂着麦糠落下来
了，而院子里也沸腾起阵阵麦尘。

“哪来的麦呀？ 咱不是没种地吗？ ”
我有点气急而心痛。

“我下地拾的。 ”母亲回过头，声音
怯怯的，她就怕儿女责怪她。 母亲的脸

红通通的，皱纹里填杂着汗水麦锈的混
合物。

“现在都是大型收割机收麦， 地里
咋还会有麦穗？ ”我拉起母亲的右胳膊，
手腕内侧一条两寸长的伤疤触目惊心，
摸上去硬硬的，似乎能摸到里面埋着的
钢板。 我的泪在眼眶里打转。

母亲抽回手扭身摘下院子里种的

顶花带刺的黄瓜给我，说：“今年的干热
风连刮了几天，收割机就碰落了好多麦
穗头，还有地头边界收割机拐弯碾压掉
的也可多，我闲着难受，就去拾了。 ”

“你腰不疼了？你胳膊不疼了？你血
压不高了？钢板动了咋弄？ ”我连珠炮似
的诘问。

“我血压真不高，昨儿还量，我腰腿

哪都不疼。 ”母亲安抚似的笑了。她站起
来直了直腰，三寸长的伤疤顺着腰椎在
汗湿的衫子里若隐若现， 唯恐我不相
信，她又跺了跺脚，嘴里重复说：“哪都
不疼，哪都不疼，真的不疼……”

我苦笑了一下， 母亲去洗脸了，吃
着鲜嫩黄瓜的我陷入了沉思。

去年的五一，一辈子连头疼脑热都
极少有的母亲骑三轮车拐弯太猛摔到

了路边沟里，手腕骨折，腰椎骨折。 近七
十岁的年龄做了大手术，手腕、腰椎都
被植入了钢钉、钢板。 医生嘱咐她必须
卧床休息三个月， 以后也不能干重活
了。 一辈子闲不住的母亲精神一下子垮
了， 躺在床上总觉得自己成了废人，天
天长吁短叹暗暗垂泪。 在一大家人的照

顾安抚下总算能下地走路了，可她自从
两脚挨了地就再也不愿意闲着，就是用
一只手也要抢着洗碗擦桌子，不让干还
生气。 在儿女的强烈坚持下她才极不情
愿地把家里的地承包给他人种了。

陪着母亲说了一会儿话，看到邻居
纷纷下地，她就有点坐不住了，开始催
我走，看我没有想走的意思，只好对我
说， 她着急去地里拾麦， 又怕我不让
去。 “这还热着呢，你晚会儿再去吧？ ”
我央求她。 “真的不热，地里有风。 你看
人家都忙着种玉米种芝麻种豆子 ，麦
穗都没人拾，如果再下雨就该发芽了，
多可惜呀。 ”

我无言以对 ， 就说我和你一起去
吧。 母亲推我进屋死活都不让我跟她下
地。 她胳膊下夹起一个旧化肥袋，又灌
上一壶凉开水，就把她胖胖的身体投入
到热辣辣的阳光里了。 走了几步，回头
告诉刚午睡起来的父亲，过一两个小时
开着三轮车顺着东地去找她，她把麦穗
放到车里还能再多拾会儿。

帮着父亲把院子里的麦糠麦子用

簸箕分离簸净，他叫我撑开窗台下的化
肥袋把麦子倒进去，我看到已有满满一
袋了， 这可都是一穗一穗拾起来的啊。
父亲说， 人家下地我和你娘也下地，别
人忙着收种，我俩就拾麦。 谁能想象得
到父亲是一个月前因消化道出血还住

在重症监护室里被医生下过病危通知

书的人呢？唉，这两个闲不住的人啊！父
亲说，年老了觉少，闲着更睡不着，这几
天天天下地，晚上倒床上就睡着了。 我
无奈地笑了。

想起我小时候，清早四五点 ，母亲
就把我们几个大点的儿女从睡梦中扯

起来下地。 那时候是用手割麦，收种时
间扯得特别长， 农民得和天气抢粮食。
我们挎着比自己还大的竹篮子去拾麦，
还比赛看谁的篮子先拾满呢。 母亲说，
人勤地不懒，地懒人没饭。

看到侄女在屋里写作业，我问她奶
奶这几天下地让你跟她拾麦不， 侄女
说，奶奶不让我跟她去地里，说太热了，
叫我在家好好看书学习。 我抚摸了一下
她的头，呵呵笑了。

◎ 散文

◎ 散文

打 赌
李天才

小时候，在我们村子里，有一个人
叫老关，外号“赌棍儿”。 村里人之所以
这么叫他， 是因为这个老关自恃比别
人多看了几本书， 总认为自己上知天
文 、下知地理 ，对谁都不服气 ，与人一
见面就爱打赌。 与村里的老人打赌，与
年轻人打赌， 与男人打赌， 与女人打
赌，甚至有时还与小孩子打赌。

说起来 ， 那个时候 ， 农村人都很
穷， 打赌换来的赌资既不可能是身家
性命，也不会是财产金钱，大部分都与
吃喝相关。 一个馒头、一杯小酒、一碗
面条儿 ，甚至一块糖果 、一包瓜子 ，往
往就会成为打赌用的赌注。

比如有一次 ， 村里张寡妇回娘家
赶集。 张寡妇爱看热闹，在集市上花了
几毛钱看到一个稀罕表演， 大致内容
是：在一个立起来的半个木箱子里面，
一个个头不足 30 公分的小姑娘把身
子装在瓶子里， 然后露出脑袋给大家
唱歌、表演，唱谁像谁，演啥像啥，那神
态活灵活现的样子惹得张寡妇连叫了

几声好。
回到村里 ， 张寡妇把白天看到的

事叙述给大家听，讲述的时候，眉飞色
舞，万分激动。 此时，老关正好在场，听
了张寡妇的叙述，说：“张寡妇，那可不
是真的，你上当了，几毛钱白花了。 ”张
寡妇不服：“不可能， 这都是我亲眼见
的，还会有假？ ”老关说：“不信咱俩打
个赌？ ”张寡妇说：“赌啥？ ”老关说：“这
样吧， 你说的那个超级袖珍姑娘要是
真的 ，我给你掏五块钱 ，要是假的 ，你
得给我擀一碗捞面条儿吃。 ”张寡妇自
恃亲眼所见，认为不可能会有错，便满
口答应。 老关呢，因为曾经从别人那里
听说过这事儿，知道其中的原委，心中
暗暗得意： 这碗捞面条儿马上就要吃
到嘴里了。

当即， 两人急忙忙去了好几公里

外张寡妇娘家的集上。 可走到一看，集
早散了，表演队也早撤离现场了，这咋
弄？ 于是，两人就商量，要不直接找村
里的教书先生评判， 教书先生见多识
广 、知识渊博 ，只要是他说的 ，大家都
信，也只有请老先生出来评判，双方才
能决出胜负。

就这样， 张寡妇和老关又摸黑回
到村里，直奔教书先生家。 此时，老先
生正准备卧床休息，得知二人来意，笑
道：“张寡妇，这回打赌老关赢了。 ”其
实，后来许多人都知道了，所谓的袖珍
姑娘， 不过是利用光学反射原理演示
的一种障眼法。 就这样，老关轻轻松松
赢了一碗捞面条儿。

没过多久 ， 张寡妇招了一个上门
女婿，姓乔，人称老乔。 据说，这老乔挺
有能耐，经常走南闯北，只因家里成分
高，一直没能说上媳妇，不得不屈就做
了张寡妇的上门女婿。 来到村里没多
久， 就听说了自己老婆和老关打赌的
事情，不服，便向老婆表示：放心，找个
机会俺给你出出气。

话说有一天，老乔到镇里去办事 ，
办完事顺便到集上走走。 走着走着，忽
然发现菜摊上有人卖一种辣椒， 说叫
朝天椒，是从外省进过来的一种辣椒，
别看个头小，吃起来挺辣。 老乔平时就
爱吃辣椒，每顿饭都离不了，见到新品
种，自然心动，于是在购买之前拿起一
个尝了一口， 一尝不要紧： 我的个亲
娘，怎么会有这么辣的东西呀，满口火
辣辣的，眼泪也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与

此同时， 老乔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奇怪
的想法。

几个月后的一天晚上 ， 天上下起
了鹅毛大雪，屋外已是冰天雪地。 村民
吃过晚饭后三三两两地聚在村饲养室

里 ，那里不仅空间大 ，而且有炉火 ，村
民晚饭后总爱聚在那里， 围着炉火谈
天说地，好不热闹。

老关一上场，又开始发挥其专长 ：
打赌。 见谁都想赌一把。 恰巧老乔进
门，见势，说：“老关，咱俩打个赌呗。 ”
老关问：“赌什么？ ”老乔从衣兜里掏出
一串晒干了的小辣椒，说：“老关，你敢
吃下这根辣椒，我给你五分钱，吃两根
呢 ，给你一毛钱 ，要是吃下十根呢 ，给
你五毛钱，行不？ ”

老关一听这话就来劲儿了 ，心说 ：
好你个老乔 ， 仗着自己做木匠生意 ，
手里有几个臭钱 ， 这是来显摆了 ，你
不知道我老关平生最爱吃的就是辣

椒吗，别说吃十根，吃一串又如何？ 想
到这 ，他一把夺过老乔手中那一串晒
干的朝天椒 ，然后一根接着一根地吞
了下去。 一边吞咽，一边嘟囔：我看你
手里有多少钱 ？ 我看你手里有多少
钱？

不知不觉 ， 一串辣椒被老关三下
五除二吃了个精光。 老关呀老关，你现
在吃的可不是你平时吃的那种普通的

辣椒呀， 论起来这种朝天椒的辛辣指
数比传统的辣椒要强上几十倍、 几百
倍呀，弄不好，会死人的。 果然，没过多
久 ，老关就觉得胃里难受 ，心里发燥 ，

浑身发热，满头冒汗。 又过了一会儿，
肚子疼得干脆躺在地上打滚， 嘴里还
不断喊着爹娘， 原来是辣劲儿一步一
步地往上蹿呢。

当时， 有很多现场看热闹的人不
断吆喝、拍手、说笑、叫好，突然不知是
谁说了声 ：别闹了 ，赶紧想办法吧 ，要
不老关一会儿会被辣椒烧死的。 一听
会死人，人们顿时鸦雀无声。 一看，可
不是吗，躺在地上打滚的老关，翻滚的
劲儿越来越足，叫声也越来越大。 赶紧
想办法救吧，可想来想去，谁都没有什
么好办法。 不知谁说了声：不行干脆送
到村医老李那儿去吧， 看老李有没有
什么好的抢救办法？ 说着，大伙你拽胳
膊我拽腿， 生生把老关拖到了村医老
李家。

老李早就睡下了 ， 一听有人呼
叫 ，连忙起床 ，得知老关是因为吃多
了辣椒才会这样 ， 连忙说 ：“别急 ，别
急 ，一时半会儿死不了人 ，没有啥好
的治疗办法 ，先用个土办法死马当活
马医吧 。 ”说着就让还在哼唧的老关
赶紧脱掉棉袄棉裤 ， 脱掉毛衣毛裤 ，
脱掉里面的单衣和鞋子 ，最后只剩下
一条裤衩 ，走到村头麦场里绕着麦秸
垛转圈 。 老李说 ：“只有这样 ，才能慢
慢散去老关胃里的毒气 ，排除他肚子
里的燥火 ，啥时候不难受了 ，啥时候
停下来 ， 不然 ， 他会这样嚎叫到天
亮 。 ”

就这样 ， 老关 ， 那个爱打赌的老
关 ，那个被村民们称之为 “赌棍儿 ”的
老关 ，光着身子 ，赤着脚 ，穿着个大裤
衩，在那个大雪纷飞、冰天雪地的寒夜
里， 一个人绕着麦秸垛转圈， 不停地
转 ，一圈 ，又一圈 ，没有人记得他总共
转了多少圈， 就连老关自己后来也说
不清那天晚上他自己光着脚丫在雪地

里到底转了多少圈。

龙湖六咏

孙诚中

��������（一）
古城苍苍秀若云，
家山几度梦里寻。
平粮高岗绕玉带，
弦歌台畔闪金鳞。
柳湖荷花绽万朵，
鸟语啾啾自在吟。
陈楚故事流千载，
中原文化景生春。

（二）
新雨如丝润平畴，
风摇凝露映眸中。
蛙声时鸣奏田园，
白鹭悠然饰涵空。
苔痕细密泉流浅，
墨色深处鹤迹朦。
独伫穹桥风满袖，
垂纶无端钓飞鸿。

（三）
晨风至柔踏岸行，
流水潺潺胜琴声。
鸣蝉彼刻音方寂，
归燕斯时梦初成。
信步东湖花半醒，
回眸明月皓然升。
当年植柳曾约定，
来日相逢于此亭。

（四）
晴光兴起邀农家，
清新携手忆韶华。
几度攀上太昊顶，
一朝吟诗咏中夏。
宛丘良田禾杏黄，
雏鸟三巢语多哗。
神州厚土滋我侪，
人民愿望种桑麻！

（五）
雾气氤氲初放晴，
羲皇城上拂熏风。
郊外芳草萦深碧，
独秀园内放浅红。
东湖嘻游双鸭野，
晚舟飘泊一渔翁。
游趣随缘任自然，
欲效舵手愧未工。

（六）
满城文化留春意，
半湖新荷开画一。
县区优化识翠微，
州府演绎事依依。
历数楼台余踯蹰，
弦歌不辍曾嘘唏。
时代风流何处是？
踏青遂觉龙湖新。

曹克宏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