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乡美”大型主题征文作品选登

故乡巨变
王雪奇

������你变得让我，好陌生啊
记忆中的你

曾是那样沧桑

低矮的老屋，炊烟缭绕
仿佛默默诉说着

经年的贫穷与艰辛

一条凸凹不平的土路哟

深深地印着我和乡亲们

曾经艰难跋涉的足迹

如今，归乡的游子
不敢相认这全新的场面

久久站在村头

像个迷路人进退两难

一条笔直的水泥路

展现着时代的跨越与骄傲

路旁的绿化树，果子如红色小风铃
微风中哗啦啦作响，你是在点头吗
夹道欢迎一位陌生的归乡人

我望着这条美丽的风景线

感慨地小声说———都城市化了

过去那古老与沧桑

还有残缺的断桥流水

看来，也只能留在我的诗行
眼前，那拔地而起的高楼
远看，多像一排排竖立的口琴
微风吹过去

仿佛给过路人吹响了时代之音

兴奋至极，不知不觉
产生了一种人间仙境的幻觉

竟迟迟没能挪动自己的双脚

一个戛然而止的刹车声

把我的思绪全然打断

一名环卫工，和城里的一模一样
激动呀，是堂哥吗

如天兵一般，突然降临我跟前
堂哥用粗糙的大手在阳光下挥舞着

说：这就是咱的新村
他像一个天真的孩子

把村里的各项建设和政府的扶贫事迹

一下子道个不停

我仿佛感觉，他那个嘴
道出的好似是一串串糖葫芦

满脸的皱褶里

透着一个农民的满意和喜悦

党的惠民政策被堂哥这么一夸赞

我心里像吃了冰糖葫芦

脸上也透着惊喜和甜蜜

这甜蜜似乎一下子拴住了我的心

驻足，这个念头不停提醒我
是啊！ 今夜一定与故乡共眠
家乡的夜晚，空气好香啊
那香气是来自绿化树的花

越是对那花儿陌生

它越是用那花香围攻你

让你一下子醉在花香里

路灯，虽然和城市的路灯一样亮
可家乡的路灯却别具一格

它明亮，也很顽皮
眨着眼只盯着我自己

似乎在追问我，故乡美不美
让我不得不慢下来

呵！ 通讯光缆飞龙一般，纵横交错
把平常百姓户户相连

呵！ 整齐漂亮的街道，一尘不染

真想扔掉鞋子，用光脚亲下这干净的路面
呵！ 这荒地何时变成了果园
满树桃子在灯光下

像一群顽猴，累得桃枝欲断
呵！ 这墙壁上还画着“孝行天下”
给长辈洗脚

似乎听到那水声———呼啦，呼啦
美！ 家乡真美
美得仿佛听到壁画里老人的笑声

往日的那个村夜，你去了哪里
曾经长满古老的宁静，为何没了踪迹
哦！ 它被一曲优美的舞曲所取代
听啊！ 家乡人舞动起来了
这是时代的旋律

伴着《最炫民族风》的舞曲
信步走到村外，站在村头
就着今夜的明月

豫东的旷野好美哟

晚归的小轿车灯光闪烁

把乡村的路衬托

万顷良田静静地享受明月和雨露的沐浴

玉米偷偷地吐着稚嫩的青丝

仿佛能听到它的孕穗声

芝麻花释放着甜甜的香气

准在谈论着节节升高与盛世年丰

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咽下去
望着朗月下银色的庄稼地，我陶醉其中
想大喊一声，二十年沧桑巨变
周口的大地，豫东平原，我的家乡
真的好美！

◎ 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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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节抒怀

孔令■

国庆中秋结伴来，
神州大地兴彩烈。
铁拳抗疫惊世举，
巨掌扶贫财源开。

中华儿女崇道义，
援外慷慨解胸怀。
合作共赢安天下，
阴晴自有巧安排。

君是天上花
毕雪静

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 正值盛夏，
我晨练回来，突然在家属楼前的一片空
地里，看到一片惨白的花，正在风里狂
舞。 没闻到香味，我很奇怪，不是花的颜
色越浅，香味越浓吗？ 打开手机搜索，想
知道它的名字， 雨点妈妈突然出现，她
说，这花叫曼陀罗。

我一下子怔住了。
这是我一直觉得美丽且神秘的花，

在百度上看过很多次，知道它的别名又
叫洋金花、大喇叭花、山茄子、夕颜，多
野生在田间、沟旁、道边、河岸、山坡。 叫
夕颜的花网上很多，我倒宁愿它只属于
曼陀罗， 属于甄和果郡王谈论的花，
属于《源氏物语》里的那个女子。

后来， 我每次下楼都会去看它，看
它百合花似的小喇叭坦荡无邪、一派天
真，看它花谢时花朵下垂，像满怀心事
或者受尽委屈的女子， 看它花瓣蜷缩、
花落果成。 枝杈间的果实圆圆的，带刺，
像刺猬桀骜不驯的样子。

雨点妈妈是医生 ， 她很热心地讲
解：华佗用的麻沸散主要是从它里面提
取出来的，它不仅可用作麻醉剂，还可

治病。叶、花、籽均可入药。花能去风湿、
止喘定痛，治惊痫和哮喘，煎汤洗治寒
湿脚气。 花瓣的镇痛作用最好，可治神
经痛。叶和籽镇咳镇痛。但是不能喝，它
全身都有毒，果实（种子）的毒性最强。

忽然想起 《水浒传》 中智取生辰纲
时，吴用设计，用放了蒙汗药的酒麻翻了
青面兽杨志：那七个贩枣子的客人，立在
松树旁边，指着这一十五人说道：“倒也！
倒也！ ”只见这十五个人头重脚轻，一个
个面面厮觑，都软倒了。 “武都头十字坡
遇张青”里，孙二娘用药酒麻倒了押送武
松的两个差人，拍手笑道：“倒也，倒也！
由你奸似鬼，吃了老娘的洗脚水！”原来，
这蒙汗药、洗脚水，就是曼陀罗。

后来又知道，佛祖拈的花也是曼陀
罗，开始不明白，佛祖为何会对曼陀罗

情有独钟， 是因为它本就是天上的花，
一尘不染，见之忘俗？ 还是因为有毒，浅
尝治病，多饮则迷魂？ 后来似乎明白了：
佛祖在暗示众生，是花是药，各自心领
神会，不嗔不执。

《神雕侠侣》中杨过中了情花之毒，
不得动情，备受相思之苦，是天竺僧在
情花树下发现的一种无名小草，让他按
时服用，以毒攻毒，受了很多苦才医好
的。 这情花就是曼陀罗。 想必金庸先生
用 “曼陀罗华 ”来演绎情花 ，是让人明
白 ，只有斩断情思 ，才能解毒 ，只有忘
情，才能解脱。

它是美丽的情花，是医学里不可或
缺的神药；是恶人手中的蒙汗药，也是
佛祖脸上的微笑；是陈与义写的“秋风
不敢吹， 谓是天上香”， 是玄奘赞叹的

“天华中妙者，名曼陀罗”。
记得林清玄很喜欢买花。 有一次，

他听卖花人说起，自然界中白色的花几
乎都很香。 但白色曼陀罗是个例外，它
只负责美丽，为懂的人散发药香。

它出身平凡，本事了得 ，它外表柔
弱，个性却很鲜明。 让人想起某些女子。

它很美丽却浑身是毒，能让人念念
不忘，治身病又容易添心病，它像极了
爱情。

但它和爱情无关， 它的花语是：天
上开的花，见此花者，恶自去除。

写两首诗表达我对它的敬重。
曼陀罗

一

花冠洁白绝尘开，
名出佛经颇费猜。
许是空心无玉蕊，
好收执念入君怀？

二

自古成名者，从来故事多。
荣华麻沸散，寂寞曼陀罗。
爱恨皆无语，悲欢奈若何。
清风明月夜，独醉复狂歌。

还 债
李天才

一年一度的新员工培训班马上就

要开始了，按照惯例，作为主管全局人
事工作的副局长， 陈锋每年都会在新
员工培训班举办期间给新员工们上第

一课。 这也是市交通局多年来养成的
一个习惯。

礼拜一一大早，陈锋就早早地来到
单位，因为新员工入局培训班上午就要
开始上课了，他得提前来一会儿，一是
熟悉熟悉之前准备好的讲课内容，以便
给新员工们上课时会显得更加流畅一

些；二来呢，在讲课之前，他都会提前把
所有新进员工的简要情况大致看上一

边，熟悉熟悉。 因为单位里曾经发生过
一件事，好像是上上上上任的一位副局
长的事儿，说是预先没有熟悉，在上课
点名时突然发现一个新员工的姓氏有

些生僻，本来人家姓“弋”，名字叫“弋蔚
然”，可这位老兄文化程度低，不认识这
个“弋”字，硬是把它当成了“戈”字，一
开口就叫人家“戈蔚然”，结果害得这么
多年过去， 单位还有人一看见弋蔚然，
就追着叫“老戈，老戈……”

陈锋正在查看新员工入职表，突然
愣住了： 贴在表格上的这幅头像照片
怎么看着这样熟悉， 好像是在哪见过
一样？ 在哪见过呢？ 想了半天，还是想
不起来。 再往下看这名新员工的资料，
姓名 ：郝新军 ，籍贯 ：上海 ，父亲姓名 ：
郝大斌。 天哪，这么巧，莫不是……他
不敢再往下想了 ，因为他对 “郝大斌 ”
这三个字太敏感了，毕业后这几十年，
“郝大斌”这三个字在他内心不知念了
多少遍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陈
锋心里，一直有一件挥之不去的旧事。

说起来，那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
的时候， 那年夏天， 陈锋即将大学毕
业，同学们都在通过各种渠道找关系、
托熟人安排工作，他呢，父母都是老实
巴交的农民，老家又不在本市，啥关系
也没有，啥熟人也找不到，所以连日来
一直都在为分配工作而发愁， 后来听
老家人说市交通局里面有个领导是老

乡，于是就想去拜访一下。

如何去拜访人家呢， 思来想去，干
脆请人家吃顿饭吧， 在吃饭过程中顺
便把毕业分配的事情提一提。 因为那
时候刚兴起请客吃饭之风， 无论办什
么事情，好像只要不请人家吃一顿，就
办不成似的。 于是便给远在老家的父
母写信，让他们赶快寄来 100 元钱。 接
到信以后， 陈锋的父母立即想方设法
筹钱，先是卖了积攒好几个月的鸡蛋，
不够， 又把积攒下来为数不多的口粮
卖了一半， 七拼八凑， 总算是凑足了
100 元钱。 没过多久，钱寄来了，他便想
着拿出 50 元钱请客，剩余的 50 元钱办
别的事情。

那天，他兜里揣着 100 元钱正在交
通局大门口徘徊，一遍又一遍地谋划着
请客细节，包括见面的第一句话怎么去
说、怎么表达自己的意愿、如果人家拒
绝了如何不尴尬等，这时突然走过来一
个人，急匆匆地对他说：“同志，能帮个
忙不？ ”仔细一问才知道，此人是上海市
一家电子管厂的销售员，原本要来本市
与一家公司洽谈销售生意， 来之前，还
向单位借了几千元钱的业务费用。结果
一不小心，还没见到目标客户，就在公
交车上遇到了小偷， 钱全部被偷走，如
今连回家的路费也没有了。

陈锋仔仔细细地打量一下来人，一
看，此人穿戴整齐、干干净净，不像是骗
子，说话也像是上海那边的口音，说话
的口气也是诚诚恳恳， 于是便没有多
想，从兜里把那 100 元钱掏出来 ，一分
不剩地给了人家。

求助人连声感谢， 说：“我姓郝，叫
郝大斌，回去后一定想办法还你的钱。 ”
因为急着赶当天的火车，也没有留下详

细的联系方式， 两个人就匆匆地分手
了。再说，那时候既没有电话，也没有电
子信箱、QQ 或微信什么的， 特别是陈
锋，连上班的地址都还无法确定，所以
除了姓名，别的什么也没法留。

没想到， 这一分别就过去了 20 多
年。

后来，经过努力自荐，陈锋如愿以
偿进了市交通局。 因为在学校他就是
系学生会主席， 学习成绩好， 又是党
员， 进交通局上班似乎也是一件顺理
成章的事情。 进入局里以后，经过不断
努力，由科员升到副科长，由副科长升
到科长， 如今又成为一名主管人事的
副局长。 这期间，陈锋虽然也幻想过突
然有一天， 那个上海的郝大斌会来到
自己的面前， 用十分感激的心情还了
那 100 元钱 ， 但这种画面迟迟没有出
现。 有几回，他下班后下意识地站在单
位大门口东张西望， 隐隐约约间好像
上海的那位郝先生满脸堆笑着来到了

自己的面前，可定睛一看，原来是一种
幻觉。

说实话，如今职位高了，收入多了，
买一件像样的衣服都要花费几千元

钱， 因此谁也不会在乎那 100 元钱，陈
锋心里幻想的其实是一种 “约定”，是
一种美好、美妙的约定。

当天上午下课后，陈锋特意将郝新
军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一问，果不其
然， 这个郝新军正是当年那个借钱人
郝大斌的儿子。

据郝新军讲，当年他父亲回上海以
后 ，为了偿还单位的借款 ，拼命上班 、
加班，出差期间总是省吃俭用，有时候
三顿饭并成两顿饭甚至并成一顿饭去

吃，目的就是为了省下点儿钱，早日把
单位的欠款补上。 因为劳累过度，加之
生活没有规律，不久就生了一场大病，
送到医院一检查，原来得的是绝症，已
是胃癌后期。

临终前，父亲拉着他的手 ，深情地
对他说：“孩子， 看来我是活不了多长
时间了，在死之前，有一件事必须得给
你交代清楚， 那就是我曾经在中原 Z
市出差期间碰到了小偷， 小偷把我身
上所有的钱都偷光了。 正当我走投无
路时，一个姓陈的好心人帮助了我，让
我渡过了难关，他把他兜里仅有的 100
元钱全都给了我。 我有几次曾想亲自
到中原 Z 市找人还钱， 可总是因为这
样那样的原因没能如愿，所以，你一定
要想方设法把这 100 元钱还给人家，替
我了了这个心愿。 ”

考虑到当时是在 Z 市交通局门口
发生的事， 所以他父亲推测借给自己
钱的人很有可能会是交通局的员工 。
因此交代郝新军一定要好好学习 ，考
大学时一定要报考全国最好的交通大

学，毕业后哪儿都不要去，如果可能的
话，就去 Z 市交通局工作。 因为他父亲
相信，只有儿子到那里上班，才能慢慢
打听到当年那个姓陈的人的情况 ，才
能了却自己心中的这个愿望。

正是为了完成父亲临终时交代的

任务， 高考时郝新军义无反顾地报考
了上海交通大学，之后又上了研究生，
毕业时恰好 Z 市交通局面向全国招聘
员工，于是就毫不犹豫地来应聘了。 所
以说，这次来中原 Z 市上班，从某种意
义上来说 ，实际上就是他的 “还债 ”之
举。

听到这里 ， 陈锋自然是打心眼里
高兴， 倒不是因为意外收到了当年借
出去的那 100 元钱，而是因为这实在是
一件太出乎意料的事了。 想到失而复
得的借款，想到郝大斌的苦心，陈锋内
心很是欣慰。 他感觉，自己当年这个好
人总算没有白当，如果有机会，今后还
会一直当下去。

霜 降
尚纯江

深秋的枫叶

在秋水的岸边红遍

雨水渐渐枯竭

空旷的田野一望无际

我在天气转凉的季节

换上了长衫

绿色渐渐枯黄

在芦花飞扬的时候

寒霜染白了双鬓

田畦的小麦

已露出生机勃勃的芽尖

秋水清凉如月

残荷摇曳的夜晚

一阵风吹拂起柿子的乡愁

我的臆想荡漾起涟漪

浸染秋色斑斓

远去的雁阵

让一首诗歌

飘扬在天边

边塞的大风呼啸

雪花飞落 诗意悠远

踏过一个寒冬

就会在发酵的时代

酝酿一个春天

周口小记（组诗）

正钱

����������森林公园
此昔皆为沙与尘，
而今遍植草和林。
一年四季见绿色，
花开三时醉游人。
县市区馆有特色，
各展风流凝匠心。
改造生态利千秋，
造福百姓是根本。

野生动物园

鲜花礼炮彩拱门，
金秋开业喜迎宾。
华中规模排前列，
周口由此不慕邻。
狮子老虎狼熊象，
尔等同住地球村。
善待动物如事己，
物物相联谋共存。

铁路主题公园

瓜果摆放桌上边，
车厢里面笑语喧。
汽笛声声催奋发，
见证历史大变迁。
岁月悠悠五十载，
让人何不忆当年。
因废利旧辟新景，
十里长路成乐园。

中原大道桥

沙颍河上飞彩虹，
三川大地增新景。
华灯初放映流水，
弯月朗朗照古城。
南连北接变坦途，
繁荣经济添新能。
战罢疫情抢工期，
庚子年底庆贯通。

◎ 小小说

风中的落叶（外一首）

路雨

节令收起了最后的温存

满树的叶子

身不由己

从美丽的童话世界

抽身步入了垂暮之年

体内充盈的汁液

被榨干殆尽

在清冷的枝头

摇摇晃晃 抖抖索索

一阵阵寒风裹挟着落叶

在空中翻卷飞舞

像一只只被风干的蝴蝶

曾经的蝉鸣虫唱

封存在时光深处

一声接一声的干咳

总会把深夜吵醒

满世界都是

跌倒的身影 无力搀扶

风中的落叶

在季节的轮回中

不过是些匆匆过客

面对寒风的摧残从容淡定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用一曲醉夕阳

在人生绚丽的舞台上

完美谢幕

湖边偶遇一株垂柳

对镜梳妆 容颜尽失

已非昔日那个

被春风著尽风流

长发飘飘

秦淮河畔笙歌相伴

婀娜细腰的女子

秋风斩尽落叶

蛙鸣顿失 湖水渐瘦

孤零零伫立岸边

与满湖残荷对视

静看流年过往

落日苍远

览众 木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