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女儿生活点滴
倔强小孩

她的独立性如此之强， 让我感觉
自己有点多余。

玩了一天，她的双脚脏兮兮的，我
倒了一盆洗脚水，刚给她搓揉了一下，
“我自己。 ”她推开了我的手。

“你不会。 ”
“就会。 ”
她抬起右脚猛地在盆里跺了一

下，水花四迸，溅了我一身。 看着她执
拗的小脸儿，我只好作罢。

电视上说小孩儿喝酸奶好处多 ，
于是我给她买了一箱。 我拿出一瓶，撕
掉吸管对准瓶口那层封膜扎了进去 。
不到两分钟， 一瓶酸奶就被她喝了个
精光。

“还喝吗？ ”
“喝。 ”
我又拿出一瓶， 捏紧吸管对准封

口，正待一扎，她急着喊道：“我自己。 ”
“你不会。 ”
“就会。 ”
她拿起吸管开始乱戳， 扎了半天

终于扎开。 看着她脸上因成功而露出
的笑容，我心中涌起一股自豪感。

那天中午，午饭是面条，我夹了一
根送到她的嘴边。

“我自己。 ”
“你不会。 ”
“就会。 ”
她拿起筷子夹了半天也没夹住 。

后来她变换策略，把面条缠在筷子上，
终于吃到嘴里。 看着这个倔强的孩子，
我和妻相视而笑。

她叫豆豆，两岁零五个月。

变 样
女儿又给她奶奶打电话了， 催她

快点儿来，说她想奶奶了，一连几天都

梦见奶奶。 然而，我并不想让母亲来，
因为她一来，女儿就变样了。

女儿学校门口有个小卖部，平时我
们接送她上下学，她提出要买东西时，
我和妻总是节制她的欲求， 能不买就
不买，要急了，最多买一样。 母亲一来，
不乱买东西的习惯就打破了， 女儿要
什么， 母亲就给她买什么， 从不打折
扣。

我家住五楼，女儿总是借口腿疼，
让我背着她上楼， 十回有九回我都拒
绝她的要求， 要她自己上楼。 母亲一
来，女儿自己上楼的习惯就打破了。 女
儿说上楼腿疼，母亲就背着她上五楼。
女儿体重六十四斤， 每次都累得六十
二岁的母亲气喘呼呼，腰酸背疼。 但母
亲却毫无怨言，乐此不疲。

从四岁起，我和妻就要求女儿自己
洗脚自己洗袜子。 如果不独立完成，就
要挨吵。 母亲一来，女儿自己洗袜子的
习惯就打破了。 “奶奶，给我洗袜子。 ”
“唉，这就去。 ”听口气，俨然一个是主
人，一个是仆人。

慈奶多败孙呀，我一声长叹。
（安健 鹿邑县第二高级中学）

赶不走的病人
������代红梅已经住院半个多月了，面色
红润，精神矍铄。 她的感冒早好了，医
生下了几次出院通知， 代红梅就是以
身体欠佳为由拒不出院。

护士李莉问代红梅还有什么病，代
红梅嘿嘿一笑说：“心老是跳， 不吃饭
感到饿，一到夜里就想睡觉。 ”

李莉忍不住小声嘀咕道：“我看你
不是身体有病，而是思想上有问题。 ”

医院里病床紧张，向主治医生反映
后，李莉再次撵代红梅出院。 代红梅揉
着红肿的眼睛说：“我今天出院， 不到
十天半月还会生病， 你就让我住下去
吧。 ”

李莉疑惑不解地问：“你咋知道不
到十天半月还会生病？ ”

代红梅眼里盈满了泪水：“我一个
人在家，墙不会说话，桌子椅子不会说

话，家里冷冷清清的。 我吃不下饭，睡
不好觉，怎么会不生病呢？ ”

“那你在医院就不生病了？ ”
代红梅揉了揉眼， 说：“我住在医

院里，同病房的三个病友亲如一家人，
我们在一起热热闹闹的， 有说不完的
话。 听说我生病住院了，三个儿子、一
个女儿都给我打电话，也给我汇钱了。
我在这儿住院每天才四十块钱， 四十
块钱买来热闹、幸福，值！ ”

在李莉的耐心劝说下， 代红梅还
是出院了。 出院后，在李莉的帮助下，
代红梅有时到李莉家里， 李莉的母亲
有时到代红梅家里。 二位老人在一起
有说有笑，有吃有喝，她们真切地感受
到了“虽已近黄昏，夕阳无限好”。

（顾振威 郸城县教体局）

月 景

傍晚， 银白色的月光洒在黑黑的
河面上，调和出一种橘黄的色调。 打开
窗，凉风习习。 此情此景，让我不免心
生落寞———每一天都做同一件事 ，在
同一个地点、同一个时间，好单调。

不知是谁在给寂静的小河挠痒

痒，挠得河面不时颤动。 周围的高楼大
厦， 为原本只有月光洒落而呈现的橘
黄色“柔发”披上一层黑纱 ，小河又多
了几分美丽和神秘。

一阵微风拂过， 不知是哪里来的
小精灵， 在黑黑的河面灵动而又调皮

地舞动着。
停下笔，把手伸向那无边的天际，

有层银光围在手边， 却抓不到。 慢慢
地，这层朦胧的光向屋内延伸，洒在我
的作业本上。

抬头观望，一轮明月高挂空中，夺
目耀眼。 这轮月好美， 不禁让我想起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画面。

月亮好似古代的美人， 周边有云
雾缭绕，有几许神秘。 一抹橘黄色的光
晕点缀在四周，恰到好处，就像画家不
小心打翻了颜料瓶。 一阵风袭来，云遮
住了月亮的半边脸，过了一会儿，月亮
又笑嘻嘻地赶走了云。

作业本上的光慢慢漫延， 我的心
生出一丝悲凉。 是的，这月光不止一次
照在我的书本上， 而我今天才发现她
的美。

沐浴月光，我站起身走动。 记得有
人跟我说过，月亮是跟着人走的。 那圆
圆的月亮果然跟着我， 只是月光依旧
照在书上。

我又坐下来书写， 感觉像是在月
亮上写字，不知她是否会痒。

月亮仍旧皎洁明丽。
（刘好 郸城县实验中学）

粽香弥漫校园
������每年端午前夕，热情的本宽大娘总
会邀请住校的老师一起包粽子。

大娘是远近闻名的巧媳妇，没有她
不会的，尤其是她包的粽子，吃一口终
生难忘！ 如今，浓浓的粽香依旧在我记
忆深处弥漫……

放学后，我们苑老小学的姐妹们在
大娘的带领下， 骑着电动车直奔邻村
的芦苇坑。 满眼的绿色显得格外迷人，
微风吹过，芦苇叶哗啦啦响着，一群小
鸟被我们的笑声惊起， 扑棱着翅膀各
自远飞。

我伸手去够低处的芦苇叶，大娘哈
哈大笑起来：“傻闺女， 包粽子要摘中
间的叶子，上面的太窄 ，下面的太老 ，
还要选没有被虫子咬过的。 ”唉，想不
到摘个芦苇叶还有这么多学问！ 我打
趣道：“大娘， 以后可不要说自己没学
问了 ， 生活中的学问你比我们懂得
多。 ”这么一说，可把大娘乐坏了。

我们几个一字排开， 分片行动，开
始了一场摘芦苇叶比赛， 欢声笑语在
芦苇坑上空回荡。 不一会儿，大家带着
各自的战利品满载而归。

有经验的大娘告诉我们，采回芦苇
叶，要先在滚水里煮，再放到凉水里清

洗干净，晒干备用，而且包粽子要提前
一天把食材泡好。

第二天中午放学后，我们聚集在大
娘家，开始拜师学艺。 只见大娘左手拿
起芦苇叶，有序地叠放在一起，右手麻
利地抓取江米、大枣、花生、葡萄干……
轻轻地放在芦苇叶上面，双手配合用芦
苇叶裹紧食材成三角状，再用绳子交叉
缠绕、扎实，一个完美的粽子就包好了！
大娘简直就是魔术师，我们佩服得五体
投地。

我们几个急不可耐， 也想露一手。
大家争先恐后，可包出的粽子不是露了
馅，就是不成形。 大娘耐心地跟我们讲
“心急包不了好粽子”的道理。经过大娘
手把手地指导，我们慢慢掌握了包粽子
的窍门。 大娘还说：“艺不压身，学会了
啥时候想吃啥时候包， 保证比买的好
吃。 ”

包粽子是巧功夫，煮粽子可是慢功
夫！包好的粽子要在煤火炉上煮三个小
时左右，这样才会又软又糯。

待到粽香弥漫整个校园时，粽子就
算熟了。剥去芦苇叶，粽香扑鼻而来，幸
福荡漾在每一个人的脸上。

（杨春芝 港区李埠口大杨楼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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