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再说蝉
张国营

每到夏天! 总会听到蝉鸣声

声!不绝于耳" 小时候每当大雨初

霁! 最感兴趣的事就是掂着一个

小铁桶或者拿着一个大口瓶子和

小伙伴一起到树下去挖蝉的幼

虫! 至于蝉的身世以及人们对蝉

的评说则一无所知"

上世纪
!"

年代前后我当民

师的时候! 记得初一语文教材有

一篇课文是法国著名昆虫学家法

布尔的科学小品#蝉 $!课文分两

部分!第一部分介绍%蝉的地穴&!

第二部分介绍%蝉的卵&' 全文详

细地介绍了蝉从幼虫到成虫再到

卵最后又到幼虫的整个生长发育

周期" 特别是文章的结尾我印象

很深(%四年黑暗中的苦工! 一个

月阳光下的享乐! 这就是蝉的生

活' 我们不应当讨厌它那喧嚣的

歌声!因为它掘土四年!现在才能

够穿起漂亮的衣服! 长起可与飞

鸟匹敌的翅膀! 沐浴在温暖的阳

光中' &从此我对蝉有了比较深入

的了解!也对蝉有些同情之心'

读大学时学文学史! 对蝉有

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获悉古代的

文人墨客都是把蝉作为高洁的化

身来歌颂的' 古人以为蝉餐风饮

露!是高洁的象征!所以他们常以

蝉的高洁表现自己品行的高洁 '

)唐诗别裁$ 说(%咏蝉者每咏其

声!此独尊其品格' &由于蝉栖于

高枝!餐风露宿!不食人间烟火 !

则其所喻之人品! 自属于清高一

型' 骆宾王)在狱咏蝉$(%无人信

高洁' &李商隐)蝉$(%本以高难

饱&!%我亦举家清&' 虞世南)蝉$(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他们

都是以蝉喻指高洁的人格'

基于以往的感情基础! 学校

放假以后我想写一篇歌颂蝉的文

章' 我事先查了查资料!想对蝉有

更多了解' 结果一查!完全改变了

我对蝉的看法'

)现代汉语词典$对蝉是这样

解释的(%昆虫!种类很多!雄的腹

部有发音器! 能连续不断发出尖

锐的声音' 幼虫生活在土里!吸食

植物的根' 成虫刺吸植物的汁' &

网络上这样介绍说(%每当蝉

口渴*饥饿之际
#

总会把自己坚硬

的口器+,,一根细长的硬管插入

树干吮吸汁液! 将大量的营养与

水分吸入自己的身体中! 用来延

长自己的寿命' &

我简直愕然了! 作为高洁化

身的蝉不就是一个吸血鬼吗- 古

代文人墨客人人赞颂的蝉与现实

生活中的蝉反差怎么如此大呢 -

其实想一想就会明白! 古代文人

把蝉的习性给篡改了! 说蝉餐风

饮露!居高歌唱!不食人间烟火 !

不与世俗同流合污! 所以就认定

蝉是高洁或清高的化身'

当然!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

古时候科学不发达! 文人墨客不

了解蝉的生活习性! 就根据它居

于高处不食人间烟火的表象 !杜

撰或想象出它餐风饮露的特性 !

并且以此借物咏怀象征人品的高

洁' 可是!科学发展时至今日!处

于现代社会的人们! 难道还固守

既成的对蝉的评价取向吗- 我们

应当重新认识蝉!重新评价蝉!不

应当因为.差之毫厘&!就一直.谬

之千里&'

青春随想
李小凤

!!!!!!

这情绪就像乐符撞在了墙

壁上

溢出时而低沉时而欢快的

声响

青春就是如此

失去了幼时的童真

没有中年的成熟稳重

也无老人的随遇而安

有的只是心情的起伏不定

会莫名的伤感

有不顾一切的勇气

也会在挫了锐气后无助

过而却也有人不轻狂枉少

年的狂放

战战兢兢不如迎风而上

即使有失败!挫折!伤感

在时间与历史的沉淀后

终会有正能量如雨后春笋

般破土成长

海的情怀
刘忠全

!一"

我躺在金色的海滩上 "柔

软!舒坦"做着海一般蓝色的梦#

海浪 "雪白飘逸 "从远处腾

卷而来" 像一床蓬松的絮被"盖

在我身上" 一会儿拖进海中"一

会儿抛到滩上$$

啊% 大海"生活的摇篮"一代

一代的弄潮儿在这里养育成长#

!二"

我漫游在大海里#

海浪像雪球般地向我压来"

吞噬我" 却又像汉白玉的阶梯"

托浮着我 " 漫游在波峰浪谷之

间#

是折磨& 是考验&

我的双手变成了两把桨"在

海浪中划着' 生活的大海啊"只

要荡起意志的双桨"人就不会沉

沦(

!三"

一朵浪花携来一只彩色的

贝壳 "躺在海滩上 "海浪吻着贝

壳 "像慈母送别游子 "去了又回

来"回来又去( 不管分离在多么

遥远的地方"贝壳总是俯身贴耳

在倾听着海的召唤(

因为它有着一个忠于大海

美的灵魂"大海才赋予了它一个

美的躯壳(

!四"

海的梦是甜的(

海的水是咸的(

梦中有着理想的快慰"水中

有着追求理想的痛苦的泪水(

没有咸的海水"也就没有甜

的海的梦(

海水越咸"梦才越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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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作家群镜像
!!!!!!

阿慧!原名李智慧!女!回族!

.%0$

年生

于河南沈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河南作协

会员!周口作协副秘书长' 散文)羊来羊去$

获第四届冰心散文奖*周口市第二届文学艺

术优秀成果奖优秀作品奖!)西洼里的童年$

入选 )

/""%

我最喜爱的散文
.""

篇$!)十一

个孩娃一个妈$获.中国第一届/漂母杯0母

爱主题征文大赛&二等奖! )我爸我妈的美丽

爱情 $获全国 .最浪漫感人爱情征文 &三等

奖' )羊来羊去$

/".4

年
.

月被)民族文学$同

期译成少数民族五种文字'

!!!!!!

董素芝!女!汉族!河南淮阳人!中国作家

协会会员! 周口散文学会副会长' 著有散文

集)渐行渐远的思念$和伏羲文化专著)伟哉

羲皇$')逃离鲁迅$*)泉州路远$*)阳光来了$

等百余篇作品先后在 )散文百家$*)散文世

界 $等数十个国家和省市级报刊发表!并收

入多种版本' )东坡的眉山$获
/"./

年周口市

第二届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

!!!!!!

董雪丹!女!

.%&4

年出生于河南沈丘!河

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

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周口

散文学会副会长'散文)夏夜!听李娜唱经$荣

获.中国当代散文奖&1散文)丹霞山!元来如

此$在
/"..

年度.大美丹霞!世界遗产&创作

笔会征文评选中荣获一等奖1另有多篇散文

获得全国或全省报纸副刊类一二三等奖!被

编入部分散文选本'

!!!!!!

任动!

.%0%

年生!河南周口人!中国现代文

学研究会会员!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周口市作

家协会副秘书长!周口市文学评论学会秘书长'

出版有)回眸与重构+++中国现代作家论$' 在

)文艺报$*)小说评论$*)文艺理论与批评$等多

家刊物发表文学批评文章
.""

余篇' 代表作(

)当代中国两个典型的小区域作家群+++.周口

作家群&与.昭通作家群&$*)刘庆邦乡土短篇小

说论$*)刘庆邦与邵丽小说的互文性$等'

!!!!!!

红鸟!男!

.%!"

年生于河南淮阳!河南省作

协会员!周口市作协理事' 已在)百花园$*)小说

月刊$*)四川文学$*)山西文学$*)短篇小说$等

发表小小说百余篇! 曾被 )大河文摘报$*)读

者$*)小说选刊$等转载!获第九届*第十届全国

微型小说年度评选三等奖! 周口市第二届文学

艺术优秀成果奖'

旅
外
作
家
代
表

!!!!!!

刘庆邦!男!

.%$.

年生!河南沈丘人!现

为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中国作

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曾获北京市首届德

艺双馨奖' 著有长篇小说 )断层$*)远方诗

意$*)平原上的歌谣$ 等五部! 中短篇小说

集*散文集)走窑汉$*)梅妞放羊$*)遍地月

光$*)响器$等二十余种'短篇小说)鞋$获第

二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神木$获第二届

老舍文学奖!根据)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

获第
$4

届柏林电影艺术节银熊奖'

!!!!!!

朱秀海!满族!

.%$5

年生!河南鹿邑县人!中国

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河南省文

学院院士'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痴情$*)穿越死

亡$*)波涛汹涌$*)音乐会$*)乔家大院$*)天地民

心$1长篇纪实文学)黑的土!红的雪$*)赤土狂飙$1

中短篇小说集)出征夜$*)在密密的森林中$' 电视

剧本有 )波涛汹涌$*)军歌嘹亮$*)乔家大院$*)天

地民心$*)百姓$

6

三部曲
7

等'

!!!!!!

马泰泉!笔名元流!回族!河南淮阳人!现任总

后勤部政治部创作室副主任'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文学创作一级' 著有长篇报告文学)国防部长浮沉

记 $*)铁打的营盘 $*)拥抱与决裂 $*)悲壮历程 $*

)梧桐2凤凰$*)蒋介石己丑年祭$*)走出地平线$*

)天行健$! 长篇小说 )龛镇弟兄$*)活着因你而美

丽$*)她走向永恒$等十余部!中短篇小说百余篇'

作品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

创作骏马奖*中国图书奖*全国人口文化奖*)人民

文学$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全军图书奖*全

军新作品奖*总后军事文学奖等奖项'

!!!!!!

李鑫!

.%0.

年出生于河南淮阳! 现任解放军报

社文化部主任!中共党员!大校军衔' 主要作品有(

长篇小说)浮沉$*)制高点$*)地雷$!长篇报告文学

)英雄伏虎$*)中国少年军校$!中篇小说)前哨排$*

)翼狮$*)象鸣山轶事$等' 报告文学)玉树骑兵连$*

)思念你的何止是那亲爹亲娘$ 曾获全国报纸副刊

金奖*银奖1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得者1多次担任全

军图书奖评委*鲁迅文学奖初评委*全国五个一工

程奖评委'

第三只眼看作家
胡新春

庸俗的郁达夫

郁达夫的生活是庸俗的'

作为作家! 郁达夫的优势在

于他神经质的*波动不定的情绪!

在于他的喜怒无常! 还有没完没

了的忧郁' 不断生成的情感能量!

取之不竭的情绪记忆! 还有天生

的敏感!让他能够洞察人的内心!

深味风花雪月' 相当长的一段时

间 !在上海 *在北平 !他像唐代的

杜牧* 宋代的柳永! 流连花前月

下!诗酒度年华!同时把无以言说

的孤独*忧郁和伤感倾泻笔端' 所

以郁达夫是位优秀的诗人! 他写

的小说也一直被认为是诗性的'

郁达夫爱自伤自怜! 常常对

着阶前的雨滴出神! 偶尔也为自

己清苦的日子洒几滴清泪' 从他

记得零散琐碎的日记可以看出 !

他成名后的生活还算悠闲自在 !

没有繁重的工作! 有大把自由支

配的时间' 他像一个魂魄!飘荡在

旧上海的条条街道上'

其间! 他遇见过命运悲苦的

女工! 看到了惨不忍睹的社会底

层!他有一颗诗心!这颗心里藏着

清醒的悲悯! 他把他看到的化成

了一篇篇文字'

才华跟忧郁甚至神经质有关

联! 大概一个爱读诗书又忧郁的

人都会有一点才华' 当然郁达夫

很有才华!他的小说有可读性!文

字行云流水!感情饱满充沛!但想

象力不够!思想深度也不够!他几

乎写的都是自己的生活' 郁达夫

胜在感情上! 是他的神经质成就

了他的文学'

潇洒的穆时英

穆时英潇洒极了'

他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版

过几本小说!现在已经看不到' 他

的作品很难在书店里找到! 前几

年出了一本他的作品集! 几乎无

人问津' 当我读完那本)圣处女的

感情 $!恍惚了一阵子 !觉得是不

是哪个地方出错了' 他的文字*思

想*感觉 !都是当代的 !好像中间

这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根本不存

在'

其实这也不奇怪! 上世纪八

十年代! 面对文学上层出不穷的

花样! 他的好朋友施蛰存淡淡地

说! 这些我们在几十年前都已玩

过'

穆时英的小说很好看! 小说

就应该写成这样' 古典小说靠曲

折传奇的故事! 现代小说强调语

言本身即是审美观照的对象' 穆

时英把语言发挥到了极致! 他的

文章里充斥着 .布谷鸟叫出了整

个春天&这样的句子!可以直达你

的感官! 如潺盢的溪水流过夹岸

的花树!然后在你心里叮咚作响'

一般来说!只有电影*音乐这样的

艺术形式才能直接作用于人的感

官!文字只是一种符号!与感觉还

隔着一层! 穆时英的文字似乎潇

洒地把这层间隔省略掉了'

在中法大学读书时! 穆时英

跟施蛰存*戴望舒一起!在夜色的

掩护下跑到街上张贴进步传单 '

戴望舒被施蛰存的妹妹抛弃 !痛

不欲生! 他潇洒地把自己的妹妹

介绍给好朋友' 这样一个人!无论

对政治*对生活*对文学都充满感

性' 他的现代性体现在对人性的

深刻洞察以及对时代气氛的准确

把握上' 这种现代性不仅超越了

他的时代!也超越了他的年龄'

穆时英有诗人的忧郁气质 !

一直坚持用自己的眼睛看上海的

声色光影! 一直热爱着雨巷尽头

的那一树紫色丁香' 可惜他最终

还是为他的年轻付出了代价'

我买到的是一本折价处理的

旧书!在泛黄的书页里!我见到了

穆时英' 西装笔挺!英俊年轻!是

那种典型的风流才子'

为自己写作的周国平

周国平自称是一个拙于交

际*喜欢孤独*耽于精神享受和精

神创造的人' 在中国社科院读硕

士期间! 他一个人在地下室里住

了好几年' 八十年代初!图书出版

刚刚解禁!出版社*印刷厂都铆足

了劲! 书店里书籍种类繁多且价

格低廉' 已过而立的周国平如饥

似渴!阅读了大量的世界名著' 读

书*思考和写作!早已成为了他的

生活方式'

很多时候! 读书成为周国平

写作的缘起! 他有相当一部分文

章就是在谈书' 当然! 作为哲学

家!他谈得有深度!能够与诸多人

生哲学命题发生关系! 文笔干净

简洁!从不拖泥带水!有着一定的

独立品格和思想厚度'

周国平说他最初写散文是为

解决自己的问题! 那些年他的生

活不断地发生变故!婚恋波折*幼

子夭折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痛苦 '

为了缓解进而祛除心灵的苦痛 !

他向自己熟悉的哲学求助! 试图

到那里寻求庇护' 于是他开始写

散文!通过文字梳理*反思经历的

一切! 借着哲学寻找一种高度来

观照亲历的悲苦' 他说病痛会让

人产生觉悟! 这觉悟其实就是关

乎生命的哲学'

周国平是在为自己写作 !他

说为自己写作! 就是为每一个与

自己面临与思考着同一个问题的

人写作! 这其实是一种为人类写

作的方式'

周国平其实是在用散文向大

众普及他的哲学' 他乐在其中!且

成绩斐然' 有人认为他荒废了学

术研究!写散文是在不务正业!因

此影响到他的职称评定等一些现

实利益问题' 周国平对此完全不

在乎! 他相信尼采的一本散文集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不知道强

过一些艰涩难懂的哲学著作多少

倍! 没有人敢否认尼采是一位伟

大的哲学家'

母亲的白发
王伟

流年似水

漂白了母亲的黑发

母亲的白发

像一面旗帜

昭示着岁月的沧桑

以及生活的艰辛

每次离家远行

母亲总是倚门相送

她的白发在风中飘动

总能让人流泪

父母在 不远行

但为了生计

不得不一次次地割舍亲情

母亲用颤抖的手

一次次抚平

被风吹得零乱的白发

眼含不舍

望儿远行

对孩子的祈祷

倾注在她昏花的目光中

李飞 摄

我是军人
飞鸟

李钢和战友们一起奉命奔赴

玉树市莲花县抗震救灾' 莲花县

是李钢的家乡'

部队急行军进入玉树灾区!

离家越来越近!李钢心头像浇上

了滚油!煎熬得嘴唇起了一溜水

泡'

中午时分!李钢和战友们走

进一家小卖部 !买些东西充饥 '

店主是个四十多岁的大眼睛女

人!人很热情' 李钢他们要了方

便面' 女人一边提开水!一边说

话 ' 她说她丈夫听说医院血库

告急 ! 就和街坊邻居一起去医

院献血了 ' 战士们又挑选了火

腿肠*矿泉水' 李钢和她说着家

乡话 !女人更是高兴 !说是一见

到军队心里就踏实 ! 又说重灾

区的灾民看见军队到了 ! 立马

就不害怕了' 李钢听完!眼圈竟

然发酸' 看战友们!一个个也都

泪光晶莹'

李钢和战友们急急忙忙吃完

饭!付钱' 女人不高兴了!说(.没

看见门口的牌子- 军人免费' &战

士们不肯! 硬把钱塞给女人' 女

人真生气了!拉长了脸!把战士们

往外推'李钢说(.大姐!我们是军

队!有纪律' &女人白了他一眼!

说(.你到你姐家吃东西也付钱-&

李钢语塞' 战士们灵机一动!向

李钢使个眼色' 李钢心领神会!

又进店拿了瓶矿泉水!就和战友

们道着谢走了' 女人欢欢喜喜地

回店里! 却发现柜台上的计算器

下压了一叠钱' 女人抓着钱跑出

来!战士们已经走远了'

李钢到了县城! 看见父亲母

亲正迎接着他' 李钢跑过去!抱

着两位白发老人哽咽着'父亲说(

.钢! 你能不能请俩战友回家!咱

家房子塌了! 看能不能扒出来些

东西!最主要是存款折!还有压在

床铺下的八千块钱' & 李钢说(

.爹!看到你和娘平安!我太高兴

了!我是军人!要服从命令'&李钢

说完!就跑进了队伍'

李钢经过家门!看见年迈的

父亲母亲在废墟上吃力地扒刨!

眼泪流下来' 他抹了把泪!和战

友们去执行救援任务了'

李钢眼前的废墟两天前曾是

一所学校'

生命探测仪发现废墟下还有

生命迹象' 李钢和战友们开始了

紧张地救援' 用锤子敲*用手抬*

用肩膀扛*用钢钎撬' 终于!一个

不规则的* 几块断裂的水泥板夹

成的洞口显露出来! 从洞口里传

来时断时续地呼救! 很微弱' 李

钢手脚麻利地钻了进去' 战士们

小心翼翼地开拓着洞口' 不大会

儿!一个小女孩从洞口露出脑袋!

人们忙拉出女孩' 一名战士背起

女孩跑向不远处的医疗救护站'

过了一会儿! 又一个小男孩露出

头'每当一个孩子被救出来!人群

就一阵鼓掌'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

逝' 已经从死神的魔爪救出了八

个孩子'

过了好久!洞口还是静悄悄

的' 救援人员焦急地等待!甚至

有战士想进洞探情况' 终于!洞

口又有了动静' 一位戴眼镜的男

人钻出来 !男人泪流满面 !哭声

哀恸' 他很虚弱!对着洞口!扑通

跪下 !说 (.你们快想办法 !救救

他' &

原来!李钢救出八名学生后!

还剩这名老师'这时!空隙上方的

楼板落下来!李钢用头*肩死命顶

住! 让老师快走' 这名老师不愿

走! 要帮李钢顶住楼板! 等待救

援'李钢大喊(.快走3我是军人3&

最后!这名老师流着泪爬出地狱'

洞口的人听完! 一个个眼含

热泪!商量营救方案'

轰隆隆+++

一阵地动山摇3

余震3

高高堆起的废墟!矮了很多!

洞口消失得无影无踪了44

人们哭喊着(.李钢3 李钢3 &

天开始下雨!那是眼泪'

天地间! 响起振聋发聩的声

音(我是军人3

! 小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