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声!朋友"你会懂
闫梦琪

!!!!!!

隆冬夜! 顶着寒风走在下班

的路上" 住处的楼道没有灯!摸黑

爬到六楼那间属于我的小屋"

像往常一样开门#开灯!这次

却有反常态! 任我生了冻疮的手

怎么旋转钥匙! 冰冷的门把手依

然固若金汤!防盗锁坏了$ 已经快

十一点了!这么晚打电话给谁呢%

平常最怕麻烦别人的我! 一时间

没了头绪"打给爸妈%他们远在老

家!告诉他们无非让他们担心&打

给朋友% 天这么冷!他们距我这太

远" 猛然想到平日楼梯间有专业

开锁人的电话! 纠结的心绪顿时

轻松许多!赶紧拨了过去!电话响

了很久!却无人接听" 门外的寒冷

让我不得不再次拿出钥匙! 五分

钟#十分钟''冰冷的门把手被我

的手暖热了!还是没有成功"看着小

区里数家灯火渐渐熄灭! 鼻头有点

酸!拿出手机!拨了一好友的电话"

(喂" )听到好友劳累一天后

慵懒的声音! 心里的委屈顿时像

开闸的洪水从眼里涌了出来"

(喂! 怎么了% 遇到什么事

了% )那边的语速瞬间急促起来"

不争气的我不想透露自己的

软弱!可是!那一刻!却怎么都坚

强不起来! 只有呜咽着将自己的

遭遇哭诉给他"

(你先静下心 !缓着劲 !顺着

方向拧 ! 如果不行就反方向试

试" )按照他的指点!几分钟过去

了!还是没有成功"

(那你先在门口等着!我等会

儿就到!别哭啦$ 天这么冷!把脸

哭红了!就不漂亮啦$ 今天咱也来

个英雄救美$ )为缓和我的焦急情

绪!好友开着玩笑说"

经过一番折腾!(吱呀) 一声

门终于打开了! 欢喜的笑声冲破

被寒冷凝固的空气向四处飘荡 "

我又突然感觉很抱歉! 这么晚天

又这么冷!害他跑一趟!感激的眼

泪又不受控制地流了出来"

好友爽朗地说道 * (啥是朋

友% 在家靠父母!出门靠谁% 有需

要就说! 这点事还把你感动得稀

里哗啦!你打电话给我!说明你把

我当朋友" )什么是朋友% 简短的

几句话!让我懂得 *这就是对 (朋

友)两个字最完美的诠释"

是啊$什么是朋友%朋友不是

见面随便说声(你好)的人" 朋友

是我们有需要时伸出的一双手 !

委屈时一句安慰的话语! 无助时

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 失意时一

股支撑的力量"

!!!谈朱国杰的文学创作

任 动

对精神家园的执着回望与情感皈依

!!!!!!

现代社会赋予了每个人不同的社会角

色和诸多身份!对于朱国杰来说!一个重要

的角色和身份就是作家!写作之于他!是对

精神家园的执着回望与情感皈依"

朱国杰以仙源竹韵的笔名发表了不少

优秀的诗歌作品" 对劳动和劳动者的赞美!

是朱国杰给自己的艺术定位+++做人民诗

人!为人民放歌" (机器的轰鸣
!

湮没了建筑

工人的呼喊
!

太阳的炽热
!

烤干了安全帽毛

孔的每一滴血汗
!

他们远离故土
!

远离了情

爱绵绵
!

他们冬战三九
!

夏战三伏天
!

汩汩流

淌的沙颍河
!

见证了他们流血又流汗
!

他们

满怀豪情和期望
!

奋战在施工第一线),-我

要到河南!我要到沙颍之南./!对建筑工人

流血流汗建设社会主义美好新生活的豪情

壮志!给予了生动传神的艺术呈现!高扬主

旋律!与时代相呼应!真正体现出文学艺术

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时代进步的号角"

他的诗歌满怀感恩!感谢母亲#感谢父

亲#感谢兄长#感谢妻儿#感谢朋友!感谢身

边的每一个人" (是你们让我懂得了
!

什么

是无私#奉献和高尚
!

什么是丑陋 #凶狠和

残忍
!

什么是宽容# 忍让和和谐
!

什么是狭

隘#斗争和强势)!对亲情的吟咏给人感动

与温暖"(朋友!请善待我们的父母吧
!

因为
!

他们已进入生命倒计时
!

他们的幸福就是

我们的幸福
!

善待他们就是善待我们自己)

,-生命的年轮./! 善待老人就是善待我们

自己! 孝心可嘉! 是对中华传统孝道的继

承!也是诗人对人间亲情的美好期许"

诗言志! 歌咏情" 朱国杰往往以诗明

志! 传达人生理想和个人情怀!(我愿做春

天里的一颗小草
!

即使仅有绵薄的点点绿

色
!

也要装点生机勃勃的大地),-我愿./!位

卑未敢忘忧国! 诗人的责任意识# 担当精

神#济世情怀!无不跃然纸上!就如(为了爱

与被爱
!

它用柔嫩的双肩
!

找到了责任与担

当),-六月的石榴花./!看似写蜜蜂在繁花

之间的奔忙!其实是诗人的自勉!让读者油

然而生敬意" (我没有理由在彷徨中徘徊
!

我坚信天使的眼里没有眼泪
!

便默默耕耘

在
!

充满希望的田园
!

不奢求每天有太多的

收获
!

只希望踏实度过每一天
!

无愧于朝阳

的每一窝笑靥),-天使的眼里没有眼泪./!

脚踏实地!珍视现在!埋头苦干!无怨无悔!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把自

己全部的光和热奉献出来!这种精神魅力!

如洪钟大吕!催人奋进" (踏实度过每一天!

无愧于朝阳的每一窝笑靥)!理应成为新世

纪每一个中国公民的座右铭"

朱国杰的散文诗之美! 能擦亮读者的

眼睛" 其中对童年经验的书写!对纯真年代

的留恋!深深打动了我们的心" (豆虫焦黄

的体香已成为我今生难忘的记忆)!物质生

活相当贫瘠与匮乏的童年时代! 为什么能

成为作者今生难忘的记忆% 因为(勤劳!成

就了梦想&甜蜜!成就了记忆&渴望!成就了

动力)" 在作者的童年时代既有勤劳的耕

作!也有对未来的渴望!更有甜蜜的记忆"

这些都成为他今生今世难以割舍的情怀"

(把掰下的玉米倒在地头的架子车上!一篮

篮#一趟趟!脸上汗珠一串串!脸上#胳膊上

血印一道道!臂弯里红红的勒痕一道道!便

是掰玉米的真实写照" )朴素表达了劳动的

快乐! 虽然小小年纪难以承受艰苦劳动之

重!但累并快乐着!并成为作者人生途程一

笔弥足珍贵的财富"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

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

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

益其所不能)!幼时生活的磨练让作者学会

了坚韧不拔!为美好的理想而奋勇直前"

朱国杰的散文诗也好!散文也好!大都

采用童年视角和回忆性笔法"作者往往由生

活中的一事#一物#一人#一景!唤醒心灵深

处的记忆!有感而发!挥毫泼墨"比如(清晨!

当你一觉醒来! 望着头顶悬挂着露珠的小

草!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像蝴蝶#蜜蜂一样穿

行在黄花绿叶间为花儿传媒的时候!你会是

一种什么心情%这事儿!在我的少年时代!每

年夏天!几乎是天天遇到的)&在农家菜馆和

朋友小聚!看到服务员端上来一盘用榆圈儿

和楮树鬏蒸就的蒸菜!(不免让我想起了儿

时春天寻野菜 #挖 ,摘 /野菜 #吃野菜的情

景)" 作品往往一开头就很自然的引领读者

穿越到作者的童年时代!与作者一起重温美

好的时光!朝花夕拾!深藏在作者记忆深处

的诸种情景! 通过回忆性笔法汩汩流淌出

来!是那么地亲切!那么地醉人"

朱国杰善于运用多种修辞! 来增强文

章的美感!给人强烈的审美愉悦" (一个个

玉米棒簇拥在一起! 窃窃地说着喜相逢的

悄悄话)&(楮树鬏是墨绿色的!一个个飘在

枝头似少女头顶的马尾辫)&(春水是温柔

的!就像女人温暖的胸怀&春水是多情的!

就像那朵雨做的云&春水是善良的!就像那

慈祥的母亲)''拟人#比喻#排比!信手拈

来!随意挥洒!足可看出作者驾驭语言的功

力之深"

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只有

宏伟的理想和高远的目标! 才能获取更大

的动力!催生奋斗的勇气" 在一个人的成长

历程中!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老师!往往是

我们的母亲! 因为她给我们的是生命的教

育" 正是孩提时母亲的一句叮嘱!让朱国杰

有了(要成为天上的最明最亮的那颗星)的

人生理想" 朱国杰既志存高远! 又勤奋进

取! 这种潜质使他有希望成为文学灿烂星

空中一颗明亮的星" 对此我们充满期待$

父亲和我
王绍祯

!!!!!!

-父亲和我.是一首动人的歌!父亲和

我有一个真挚的情"

在我很小的时候!从爷爷的嘴里得知!

父亲少时读过几年书" 后来陆续知道父亲

能写一手流畅好看的字! 能打一手快速精

准的算盘!能讲出好多教人做人#教人上进

的道理来! 这在当时的我们村已经是较有

名气的学问人了"

我刚入学时! 哥哥学业未完便经推荐

被省委某单位特招录用! 走上了那时让很

多人羡慕的工作岗位! 那年他刚满
"#

岁"

也就是从那时起! 父亲就把教育子女成人

成才的心血过多地倾注在我这个年仅
$

岁

的孩子身上"

接下来的日子里! 父亲经常会从离家

"%

华里的社办工厂忙碌一天后回来! 我在

学校里闲暇时总会仔细计算着父亲到家的

日子和时间! 翘首盼望着父亲到家后的温

馨和自行车把上用手帕包着的那两个方方

正正的馒头"

儿时的记忆中! 晚饭后父亲总会把我

留下来! 冬天坐在暖暖的灶屋里边烤生在

灶膛里的余火! 边慢条斯理地说一些让我

似懂非懂的典故#成语和-增广贤文.上的

东西来!任由弟弟和姐姐们在外面玩耍"

那时! 经常听到父亲讲述最多的是孙

敬头悬梁#苏秦锥刺骨等发奋读书的故事!

明白了父亲口中 (万般皆下品! 惟有读书

高)的那一份盼子成龙的情愫" 在父亲的无

数次谆谆教诲中富有人生哲理的东西太

多!诸如(兄弟同心!其利断金)!(无事不找

事! 有事不怕事)#(善待他人就是善待自

己)''现在回想起来
&

父亲那时的教育无

形中培养了我勤于思考#热爱读书#为他人

着想的良好习惯" 这些启蒙教育奠定了我

扎实走人生之路的根基"

记得在哥哥上班后的第二年秋天!我因

感冒发起了高烧!刚吃过药!躺在床上迷迷

糊糊就要睡去!便听到父亲熟悉的声音!(咋

了!病了吗% )!一只温热的长满茧子的大手

捂在了我的额头" 随后!不由分说边唤我的

名字!边背起我朝村里面的卫生所走去" 此

时的我趴在父亲瘦弱的肩头! 心中暖暖的!

似乎精神好了许多!病也减轻了许多''

七十年代的中原农村!依旧还很落后

贫穷! 那时的我或许由于年龄的原因!对

父辈的艰辛知之甚少!经常会缠闹着慈祥

的母亲要这要那 " 而我和姊妹们的这些

(不懂事)让父亲知道后!他总能找出合适

的时间在堂屋或院内的树下放上两把小

板凳! 讲述一些很感人的故事给我们听!

虽然面带些许笑容! 话语也柔和婉转!却

总能打消孩提时的我索要东西的念头"

大概在我
"%

岁那年 ! 因一件小事我

与比我小两岁的弟弟发生争执并打架!父

亲得知后 !严厉地让我跪在地上 !用家中

捆绑东西用的绳子狠狠抽打了我一顿!这

是我记忆中唯一一次遭父亲的惩罚"现在

回想起来!我深以为也许是因为父亲见证

了太多兄弟不和而反目成仇的人间悲剧!

才如此矫枉过正!使我刻骨铭心"

在我参军入伍的日子里 !通过多次珍

贵的家书才真正领悟到父亲的良苦用心"

今日忆起!父亲在家书中教我最多的大抵

有(团结同志!尊敬领导)!(努力把军事技

术练得更加过硬)!(多读书!勤思考)!(保

护好自己的身体)等" 当我从部队退伍返

乡后 !由于做的是财会工作 !最紧迫需掌

握的便是珠算和账务了" 那时的父亲便教

我 #督促我如何快速的运用好算盘 !耳边

听到的常常是父亲不厌其烦的 (日清月

结 )之类的话语 !不由陡增对父亲的万般

敬重和怀念"

人生或许就是这样! 当随着年龄的增

长和阅历的加深! 埋藏在内心里的某种爱

会愈加强烈"

父亲的言传身教! 给予了我太多的人

生启迪! 使我明白了人生的很多真谛+++

为人要真诚!待人要宽厚!处世要厚道!做

事要认真"

学习十八大报告党建七字歌
庞 华

党的十八大报告!

奏响党建新号角"

全面提高科学化!

科学建党立意高"

全面提高科学化!

主题突出把握牢"

三个建设是主线!

先进纯洁要永葆"

四个自我新要求!

三型政党新目标"

总体构想又完善!

党建水平步步高"

基本任务定八项!

内容全面要求高"

重点难点和热点!

任务目标要记牢"

以人为本是核心!

执政掌权为人民"

群众路线是法宝!

植根人民血肉亲"

党内民主要发展!

健全制度是关键"

坚持民主集中制!

党的创造活力现"

干部制度要改革!

党管干部是原则"

坚持标准和公认!

执政骨干素质卓"

集聚人才建小康!

党管人才是保障"

四个尊重广纳才!

人尽其才国家强"

基层党建要创新!

扩大覆盖是重心"

战斗堡垒建设好!

执政基础牢又稳"

坚定不移反腐败!

清正廉洁葆本色"

法律制度要健全!

依法治腐惩不贷"

严明党规和党纪!

维护集中和统一"

党章法规遵守好!

步调一致得胜利"

学习十八大报告!

学做明白结合好"

全面提高科学化!

科学建党看今朝"

冬之声

苏 童

我没有沉默

没有休眠

尽管人们都说

我的季节比较暗淡

在我敦厚的肌肤下

有脉脉的温泉

在我的雪野里

有红梅#雪莲喷香吐艳

我是季节的罗盘

巨大的力量正在一点点积淀

我在全神贯注地孕育

孕育春天的灿烂

孕育夏天的绿荫

孕育秋天的丰硕

孕育一个新纪元

画 家
傅世桢

陈州古城历史厚重! 人杰地

灵" 烟波浩渺的龙湖水滋养出许

多文人墨客#丹青妙手!我所钦佩

的这位画家就住在龙湖边上"

画家一副清瘦模样! 高高个

儿!颧骨突兀!说话和风细雨 !一

脸诚恳! 平时骑一辆自行车风雨

中穿行!为家人营生日日忙碌"

画家在文化馆工作" 多年前!

为工厂#单位绘产品宣传画#迎客

松!先是在脑海里构思一番!再打

草稿!改了又改!最后爬到架子上

挥舞生花妙笔!云海#苍松 #怪石

在他笔下一一浮现! 他也画些小

汽车#大齿轮#纱锭!小孩子在下

面看得入迷! 说*(伯伯! 画得真

像$ )他听到了!只是苦笑一下!有

谁知道他内心深处的想法呢%

画家整日为这些事儿忙碌 !

回到家早已筋疲力尽! 又怕生疏

了自己的专业+++国画! 强撑着

铺开毛毡 ! 调好颜料 ! 狼毫 #羊

毫# 兼毫! 一字摆开! 他博观约

取 #撷蕙若渴 !勾勒 #点簇 #泼墨

交施并用!笔酣墨饱!苍莽新奇 !

白日里见到的景物这时幻化为

一幅幅流动的画面" 墨荷#瘦菊#

风竹是他倾吐心志的对象! 东篱

采菊的陶潜 # 望月吟诗的东坡 #

伏拜奇石的米颠# 观竹赏兰的郑

燮成为他灵魂和思想上的至交 "

画家苦心耕耘! 上下求索! 神藏

气内!气催神扬!伏案耕耘 !技艺

炉火纯青"

城中人见画家夜夜临窗 !笔

耕砚田! 便结队成行! 向画家索

画!画家一一应允" 过几日!捧出

画作!为精心绘制的东湖残荷图#

南山归来图! 众人不悦! 画家不

解!问个中原委"

一人说 *(我想要幅牡丹 !国

色天香# 荣华富贵! 你却画了枯

荷$ )神情不悦"

画家的心一下凉了下来"

又一人说 * (我想求幅雄鸡

图!大吉大利#事事如意!你画的

是瘦竹!叫我如何挂在厅堂呢% )

画家无语! 他知道自己的画

在小城找不到知音了"

于是!画家门庭稀落"

城中人喜欢淡妆浓抹的美人

图#设色极艳的牡丹!有画家专绘

此类热门题材! 一时换来大把钞

票"

画家不为所动! 坚守着自己

的冷清" 书窗缺处邀云补!砚水乱

时任雨染" 潜心绘事!无论盈尺小

品! 间或丈匹巨幅! 细时毫发毕

现#灵动洒脱!粗犷处满纸云烟 #

韵味十足"

城中无人能懂! 画家依然孤

独"

阳春三月! 小城举办龙都朝

祖会!海内外华夏子孙纷沓而来!

朝祖谒陵!其中不乏文坛名家#画

坛名宿" 一日!画家闻听京城一名

画家来古城采风" 画家携其一幅

小品! 前往求教" 名画家白发皓

首!见来者极为普通!不以为然 !

但待人还算客气" 展开画作!细细

观看了一刻钟! 深吸一口气!(此

画真为君之近作% )

(这是我昨夜所绘!还请先生

教正$ )

(不得了呀$ 此画水墨淋漓!

用笔狂蛇奔走#豪放不羁!浑厚苍

劲!自成面目" 陈州府自古藏龙卧

虎!今日见君之画作!果不为虚传

也$ )

(老夫欲用一幅拙作寒梅图

换你这幅佳作 ! 不知你能否割

爱% )

(学生求之不得$ )

两人说笔法#论墨法!畅谈五

百年来国画艺术之纷呈流派 !海

派吴昌硕用笔之老辣! 张大千人

物造型之精准! 李可染用墨之厚

重" 画家讲的神采飞扬!名画家颔

首不已"

画家当日晚归! 家人也不问

其故"

画家入书房! 将寒梅图悬于

南窗!进退反复观之!会意自得 "

取出藏了多年的诗仙太白来 !饮

一杯!倾入砚中一杯!饱蘸狼毫 !

挥书一联! 文曰* 阳瀑倚风寒作

雨!晴岚飞翠暖生烟"

窗外!风轻云淡!月朗星稀"

腊 八
飞 鸟

乡间民谣*腊八!祭灶!新年

来到&姑娘要花!小子要炮&老婆

子要衣裳! 老头子打急慌" 农历

十二月初八! 俗称腊八" 腊八一

到!过年的序幕也就徐徐地拉开

了"

腊八这天! 家家户户腊八粥

飘香" 家乡的腊八粥是由糯米或

大米!小米!绿豆!豇豆!麦仁!红

枣! 花生或赤豆! 用文火煮熬而

成!出锅时再加入红糖!核桃仁!

稠浓甜腻!香气四溢"关于腊八粥

有好多种说法" 奶奶说佛祖成佛

前在菩提树下想事情! 想了六天

六夜!饿得骨瘦如柴!幸好一位牧

羊女给他送了碗八宝粥! 他喝完

粥!有了气力!接着想事情!到了

腊八这天才大彻大悟!成了佛祖"

妈妈说的却是秦始皇修长城时的

一个故事!很多民工忍饥挨饿!修

筑长城! 我当时曾插言问*(这些

民工中有孟姜女的丈夫吗%)妈妈

愣了一下!说*(当然有" )妈妈说

这些民工到了腊月初八! 没有东

西吃!就凑了些杂粮煮粥吃!可还

是没有坚持几天!都饿死了!被埋

在长城下"孟姜女去寻夫!哭倒了

好长一段长城" 可是又一年的腊

八!妈妈又说!腊八粥是讲一个好

吃懒做大手大脚的年轻人的故

事!我觉得妈妈在影射我!我平时

的作业本还没用到最后一页!就

扔掉了! 吃馍留馍头! 喝粥留一

口!妈妈没少唠叨我"妈妈说那个

年轻人到了腊八那天!翻遍了家!

就剩些扁豆杂米之类!熬了碗粥!

一边喝一边反省!终于改过自新"

最后妈妈总结 *(爹娘只能养你

小!不能养你老&要吃饭!得流汗&

勤是摇钱树!俭是聚宝盆!要想日

子好!勤俭是个宝" )爷爷却说腊

八粥又叫岳飞千家粥! 接着津津

有味地讲起岳飞抗金的故事!可

是过了一年! 他又说腊八粥是朱

元璋的故事" 爸爸和老师说得差

不多! 说是腊八粥在宋朝就很风

行了!主要寓意是欢庆丰收!敬谢

祖先"

喝完腊八粥! 家里就开始收

拾小麦了" 从麦屯子里用瓢舀出

饱实的麦粒!倒进簸箕里!簸出麦

糠#麦秆!再用手细细地挑拣出泥

块#石子等杂物!收拾好一簸箕!

就倒进一个干净的化肥袋里" 我

家一般要收拾两袋小麦" 如果连

续晴天! 妈妈会把小麦摊到阳光

下的塑料布上! 用湿毛巾把小麦

擦洗一遍"过几天!就要去打面房

把小麦打成面! 然后蒸大馍#小

馍#包子#枣山#枣圆"

我爱喝腊八粥! 更爱吃腊八

蒜" 腊八蒜又叫绿蒜!颜色翠绿若

翡翠!极葱郁可爱"一进腊月!妈妈

就会腌制腊八蒜" 挑选饱满均匀

的蒜瓣!紫皮蒜更佳!剥净蒜衣!淘

洗干净&刷净坛子!并去灌回一壶

上等的红薯干子醋& 把蒜瓣放进

坛子!加进醋!加适量盐!加一把葱

白!盖严实坛口"四天后!把胡萝卜

切成丝!在热水里淖一下!放进坛

子"再过三四天!打开坛子口!一股

酸溜溜的清香扑鼻而来" 用勺子

舀出来!盛到白色的瓷盘里!红红

绿绿很好看"吃一口!脆爽甜酸!满

口生津!胃口大开"喝着腊八粥!就

着腊八蒜!极有味道" 特别是吃饺

子或者吃肉的时候! 就着腊八蒜!

不觉了油腻!直吃得神清气爽"

腊八粥的香气未散! 腊八蒜

的爽脆未尽! 年味儿已经开始四

处弥漫了"

! 小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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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的弟弟该回来了
王 伟

大年初五一过

弟弟就开始整理行李

要去一个名叫城市的地方

开始又一年的打工生活

弟弟走后

家乡的野草开始疯长

高过亲人对他的思念

年迈的老父亲

扯着弟弟的一双小儿女

每天在弟弟离开的路上张望

城市的霓虹灯很美

城市的商品楼很高

但这些不属于他

每天陪伴弟弟的

是搅拌机 是手推车 是脚手架

还有那每天不见荤腥的面条

和菜汤

弟弟说 这些都不算什么

他已习惯了劳累和疲惫

只要老板能够按时不欠的结

算工钱

其它啥也不怕

当腊月走进乡村的时候

从春天就出走

像候鸟一样

停在城市肩膀的弟弟

也该回来了

亲亲儿女 看看爹娘

奔

了
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