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映山红
侯钦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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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 !在鹰潭镇 "现在

的鹰潭市# 党校经过一个多月的

军事训练后! 我被分配到了龙虎

山下某通信团下属的一个连

队$$$接力连% 到达连队给我的

第一印象就是连队的后边是山!

对面是山! 前前后后左左右右都

是山%连队营房就驻扎在山脚下%

营房的周围到处是叫不出名字的

这树那草的% 星期天和老乡一起

爬到营房后边的山头上! 极目远

眺!群山藏在薄雾里朦朦胧胧!山

头时隐时现!那真是山的海洋%指

导员怕我们新兵想家! 除团部一

个星期安排一场电影外! 就安排

几个老兵在晚饭后叫上我们到营

房的周围散步&谈心!做我们的思

想工作% 星期天的时候安排老兵

陪我们在营房周围的山坡上照

相&聊天%经常陪我散步谈心的老

兵叫毛建良!他是江苏人!对我们

新兵特别好! 他在部队已经五六

年了!我们都喊他老同志%

一天!吃过早饭!他指了指周

围的草丛对我说! 不要看现在这

里没有生机! 那一片高一点的是

茶树! 结出的茶子江西老表都用

来做油料! 那一片和那一片是映

山红!春天来的时候!满山的映山

红就会开了! 千姿百态! 美不胜

收!看了你就不会再想家了%到了

寝室! 他从抽屉里拿出相册给我

看!指着对我说!这是在龙虎山下

照的! 这是我当新兵的那一年映

山红开的时候在咱们营房后边指

导员给我照的%我说!这不是电影

'闪闪的红星(的主题曲里边唱的

映山红吗) 他说!嗯!聪明*

我说!我喜欢电影'闪闪的红

星(! 喜欢电影里边的潘冬子!喜

欢电影里边那满山遍野的映山

红*

老同志说!这里的一山一水&

一草一木都美%这里是老区!这里

的人民爱军队! 我们也要好好爱

护他们% 我心里顿时对这里的一

切产生了敬意% 他又对旁边围上

来的几个新兵说! 你们看对面的

龙虎山上一个洞一个洞的! 你们

知道洞里边有啥吗) 我们都很奇

怪!问他洞里有啥) 他说!那里边

有棺材% 我们都很吃惊% 我说!这

里的人武功肯定了得! 这么高的

山能把棺材放上去! 他们是怎么

放上去的呢)他说!当地的老表都

说洞里的东西! 是神仙用金丝线

吊上去的! 也有人说这洞里装的

是无字天书&金银财宝% 我说!这

也太玄了吧)老兵说!这是神话传

说!星期天我们向连长请假!领你

们几个去龙虎山开开眼界*

星期天!我们向连长请了假!

一起到龙虎山%龙虎山看着很近!

走了一个多小时才走到山脚下%

我们从龙虎山的北面沿着弯弯曲

曲的山道向里走! 在老兵的带领

下往山上爬%山道两旁有松树&茶

树&樟树
%

还有各种各样我叫不出

名字的花草树木%再往里走!阳光

越来越暗!周围出奇地静%抬头看

看头顶是山! 山好像要压下来一

样!我心里直发怵% 忽然!一阵扑

棱棱的声音从草丛里响起% 我一

个寒颤!站在那里!把心提到了嗓

子眼% 老兵说!是野鸡% 他跑过去

折腾了一阵也没有找到什么!就

失望地回来了%我说!这山里有野

鸡!会不会有老虎) 老兵说!没有

见过!好像听人家说有野猪%

我们新兵没有爬过山! 大约

爬了三分之一的路! 我就累得气

喘吁吁!衬衣也湿透了%我把帽子

摘掉说!累毁了!不能再爬了% 在

我的建议下!大家一致同意!下一

个星期天再来%后来!我的战友又

去了一次!据说他们爬了上去!但

没有爬到顶峰!就这!他们在我的

面前也炫耀了好一阵子% 因为山

高! 我一直到退伍都没有爬上去

过%

紧张的军事训练使我忘记了

想家&忘记了烦恼!把心思全部放

在了争当模范标兵上%

那一天晚上! 是我最后一班

岗% 天蒙蒙亮的时候老同志也起

来了! 我们就端着脸盆到营房后

边的井边洗刷% 我抬头看到营房

后边的那棵梨树开了花!再一看!

营房周围到处都是花% 这就是映

山红吗)我问一起洗刷的老同志%

老同志说!是呀!就是我给你介绍

的映山红*

天大亮了%那一天!天湛蓝湛

蓝的%抬眼望去!那火红火红的映

山红在青山绿树之间云蒸霞蔚!

一团团一簇簇!开得那么热烈!那

么绚丽%我跑上前去!拈起一朵放

到鼻子下边!一丝芬芳沁人心扉!

哦!真美* 过了几天!映山红映红

了满山%站在高处俯瞰营房!营房

被花的海洋包围着! 就像花的海

洋里漂浮着一叶小舟%

我陶醉在想象的美景里% 在

我的计划中! 到我退伍时把我爱

吃的空心菜引进家乡 +因为空心

菜是蔓生草本植物!采收期长!一

年可以吃几茬,%现在我又多了一

个计划! 那就是把映山红取几棵

带回家种植% 遗憾的是退伍时因

时间仓促! 只带了空心菜而忘记

了带映山红%后来想想也不后悔%

因为空心菜对土壤条件要求不

高!好种植-映山红娇贵!适合在

大山里生长!大山里土壤肥沃!平

原的土壤它可能会不适应! 养失

败了倒会落下终生遗憾%

现在! 屈指算来我离开部队

已经三十多个年头了! 听说我们

的团部也已经解散合并了! 连队

也没有了% 如今的我也已是满头

白发!当兵时的一些事情淡漠了!

一些事情忘记了! 唯独使我记忆

犹新的是那连队营房周围满山遍

野的映山红%

我怀念那满山遍野的映山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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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东 摄

淮阳荷花别样红
范留明

淮阳古称宛丘&陈&陈州 !因在淮水之

北!又名淮阳%

1$&&

多年前!中华人文始祖

太昊伏羲氏就在这里建立了都城!定姓氏&

制嫁娶&结网罟&养牺牲&兴庖厨&画八卦!

肇始了华夏文明-造干戈&饰武功!统一四

海!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第一次大融合!创造

了龙的图腾!使我们华夏子民成了.龙的传

人/%后炎帝神农又继都于此!易名为陈%神

农尝百草! 艺五谷! 率领先民步入农耕社

会% 西周武王封妨满为陈侯!始为陈国!名

列十二大诸侯国之一% 战国时期!楚顷襄王

迁都陈城!史称郢陈% 秦时初设陈县!后置

陈郡!北周始称陈州% 在这六千多年的历史

长河中!淮阳五次建都!四次封国!由皇而

帝!由帝而王!分封则国!统制则郡!南北迭

辖!州县兼置!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的
!"$6

年!再次撤消州
7

淮阳专区
8

治!改

为县治!先隶商丘!后隶周口市至今% 揭开

淮阳的历史看中国!故有.一千年看北京!

三千年看西安!五千年看洛阳!六千年看淮

阳/之说%

淮阳有个太昊陵!已是非同凡响!老包

下陈州的故事更使这里家喻户晓%然而更让

人眷顾! 流连忘返的还是这七月流火的荷

花%

9&:6

年
'

月!在短短的
9&

余天里我就曾

两顾这里!感受到了淮阳荷花的无穷魅力%

淮阳水城赛江南!七月荷花不同天% 这

里的万亩荷塘就位于太昊陵的东南边!林荫

马路将这里的水域围切成巨大的一个 .中/

字!车流穿梭!游人如织!赏花尝鲜的热情!

把淮阳推向了夏天的高潮!却又让人赏心悦

目!清心舒缓% 要说这莲这荷在全国各地到

处都有!小到尺池独秀!大到连天碧玉%那浓

重的茎叶把人透绿到了骨子里!可所能看到

的荷花! 总像是躲闪在影壁后面的小女子!

犹抱琵琶半遮面%而这里的荷花更像那活泼

大方的大姑娘!齐聚在广庭大众面前!透着

火辣辣的热情和魅力%

接天莲叶无穷碧! 映日荷花别样红% 远

远看去!一望无际的荷花!如彩霞!赛红云!

在天际上拂动!摇曳% 而那无穷碧的荷叶则

完全退避三舍!成了真正的陪衬% 这是生命

的诠释!活力的绽放!轰轰烈烈!如火如荼%

莫非这莲这荷就是太昊伏羲氏的精神化身)

这漫天的荷海就是他代步的祥云!和高举的

旗帜* 猛然间就有了更高的崇敬!对着这莲

这荷膜拜下去*说佛祖降世时!连走七步!步

步生莲! 他把自己永世打坐在莲花宝座上!

清享着世人的香火% 而华夏始祖开荒蛮之

野!辟清明之世!教化子民!导文明之先河!

在他的眼里!普天之下!遍地生莲!饥馑可

食!安逸可赏!威武不能屈!富贵不可淫% 此

时此刻!再看此莲此荷!无不闪耀着伏羲始

祖的瑞光和灵气了%

在朋友的陪同下!我们从中路岸边坐上

游船画舫!缓缓移动!面前桌上摆着新折下

来的莲蓬!犹如翡翠如意一般!那细嫩的茎

杆!撑起硕大头蓬!心想如此精致的灵物蕴

含了多大的智慧) 当把华丽一点点剥离以

后!就只有这生命的结晶了% 见大家纷纷剥

而食之!我却几次不忍下手!朋友见状遂拿

起一个刺啦撕开了!递到我手里说0吃吧!很

好的% 是的!莲子清心败火!补脾益肾!清香

可口!实乃上好的极品% 看这青青白白的果

实!刚刚脱离了胎衣!实在圆润可爱%我小心

翼翼地拨开表皮!细白的果仁夹着青色的胚

芽!放进嘴里细细品之!那微微的苦甜!淡淡

的清香!便一丝丝地直入心脾%

看身边的莲荷挨着船舫擦帮而过!一举

手一投足就能触摸到她的芳容和娇艳%宋代

周敦颐在他的'爱莲说(中说0水陆草木之

花!可爱者甚蕃% 11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

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

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可见这荷花的清纯高雅!是无以伦比的% 牡

丹的雍容华贵!秋菊的淡泊持重!梅花的冰

肌傲骨!也都堪称花中极品% 可它们毕竟是

只可观赏!无从品味之流!唯独这荷花!有五

谷之实!兼百花之长% 你可以坐在船头上!

轻轻松松地一边观赏! 一边食着鲜嫩的莲

子!那份悠然!那份欣喜!便从视觉&感觉&

触觉和味觉中一一涌上了心头!真可谓色&

香&味俱全!美到家了% '红楼梦(里贾宝玉

说女儿身是水做的% 那么荷花生莲枝!出水

芙蓉!亭亭玉立!这才是当之无愧的女儿之

身!一缕香魂% 那红的如粉如胭!白的如脂

如膏!小的如碟!大的如盘!或高或低!或挺

或卧!或倚或靠!错落有致!千姿百态% 绽放

的开怀畅笑!收敛的含情脉脉!娇嫩的含苞

待放!俏皮的探头探脑% 花开荷叶顶!鱼戏

莲叶低!举手邀倩影!携风把花嘘% 赏花它

是花!看花不是花%你是花!花也是你%撑船

的师傅说!看你们如此兴致!我就破例再带

你们到那荷花深处吧!那才真叫美呢* 说着

就岔开了水道!径直划向了绿水花海之中%

这是少有人来的路径!绿叶连天碧!红花照

水清!船在叶下走!人在花上行!才刚还是

尖尖角!豁然又见满彩虹% 不远处有两只白

鹭!鹤立花丛!见我们到来!便作礼仪君子!

稍稍离开一段距离! 又目送着我们缓缓离

去% 人在观赏着花鸟! 花鸟也在观赏着人

哩% 心想这行船会把荷伤了吧! 可回头再

看!它们依然抖落了水珠!直挺挺地立着!

微笑着% 难道荷也礼让!船也怜荷吗) 船是

人的载体和介质!人通过船与水亲近!人便

成了荷的知音% 而那不弃不离!不屈不饶的

精神! 更使我惊讶起她的坚忍不拔与高风

亮节!别看莲荷摇摇晃晃!弱不禁风!可那

骨子里却透着永远宁折不屈的坚强*

喜欢是一种选择!爱莲是一种姿态% 而

荷花不趋好恶!她的丽质就在骨子里!不因

你的好恶选择而改变% 化腐朽为神奇!居污

浊而清高!正是她那潜质的体现% 潜质决定

内涵!内涵决定品位%淮阳选择了莲荷!伏羲

选择了淮阳!这是天地之造化!也是淮阳之

造化% 就在我们即将离开的时候!天空已布

满了火烧红云!那美丽的晚霞!给这万顷荷

海涂上了一层橘黄色的神秘和幽静!让那份

搏动的潜质!暂且收敛在暮色里!深深地植

根于淮阳这片古老的土地上%

还 债
张明珠

李天敏去世了*

这个消息只在一个早晨的时

间!便在李王村以及周围的几个村

庄散布开来!几乎每个街头巷尾都

在纷纷议论着这个爆炸式的新闻%

人们大声唏嘘!扼腕叹息!好人为

什么不长寿呢)

李天敏是李王村首屈一指的

人物! 也是一个历经传奇的人物!

十八年前自从在北京发迹之后!为

李王村造了不少的福%他为村中的

大街小巷都修了水泥路!而且还为

李王村小学盖了两层的教学楼!这

在李王村以及整个朱集乡都是人

人称赞的善举%

谁也不会想到!一个当年穷得

叮当响甚至连屁股都遮不住的人!

一晃二十年过去竟成了千万富翁-

谁也不会相信!一个当年遭村人唾

弃&受尽白眼冷落的人!竟然为村

里做了那么多的好事%

乡政府要授予他锦旗!县领导

召开劳模大会要对他进行表扬并

授予劳模奖章!县政协换届选举推

举他为政协常委!可他都以公司事

务缠身为由不回来%

三年来!他为家乡造福耗资近

三百万% 家人不解!纷纷埋怨他钱

扔了不少! 不为点名誉到底为点

啥) 可他有个倔强的脾气!沉默不

语!一如既往%凡村人有难!他都会

慷慨解囊%

其实李天敏心里比谁都清楚!

他的付出不仅仅是为了回报家乡

的养育之恩和对那片故土的热爱!

更为了一个隐藏在他心底二十年

的秘密!这个秘密就像石头一样压

在他心头!让他一刻也放松不得%

在北京的一家肿瘤科高级病

房里!临终前的头天晚上!李天敏

唯一的儿子守在床前!李天敏用微

弱的声音向儿子揭开了这个隐藏

在他心底二十年的秘密%

二十年前的一天晚上!李天敏

看着脸色蜡黄的儿子奄奄一息地

躺在床上!心急如焚!劣质的香烟

一根接着一根地在嘴上抽着%李天

敏的曾祖辈是个地主!地主的高帽

子一直影响了几代人% 由于家里

穷! 李天敏年近四十岁才结婚!好

不容易有了个儿子来继承香火!可

就在五天前! 儿子发起了高烧!一

直不退%他和家人几乎辗转了城乡

所有的大小医院也没摸着病情!本

来家里就穷得揭不开锅!他把家里

能卖的东西全部卖完!所有的亲戚

邻居也求个遍!借到的钱也很快花

完了% 眼看儿子的生命危在旦夕!

妻子老母在一旁偷偷哭泣!李天敏

愁得欲哭无泪!摔头都找不着硬地

儿%

就在那天夜里!实在想不出办

法的李天敏一狠心偷偷牵走了村

南头王老憨家的一头牛! 天明转

手!便带着儿子去了邻县看病% 当

天儿子病情好转!就在李天敏刚出

医院门口准备买饭的时候!派出所

的警察便把他带走了%

所幸的是! 村长和王老憨知

道他的情况!便联名上保!最终派

出所没有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而

是追回了赃物!罚款了事% 但是自

从那件事发生以后! 李王村的村

民对李天敏就彻底改变了看法 !

经常在背后里骂他是小偷& 三只

手% 李天敏每次出去都会感觉邻

居们的看他的眼光都变了样 !甚

至有很多手指在戳他的脊骨 !戳

得他每次回家都想大哭一场% 甚

至于在后来的两年里! 左邻右舍

丢了东西! 都会不自觉地往李天

敏身上怀疑!这真是脏了一次!跳

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李天敏实在受不了邻居们长

时间对他的鄙视!一气之下!去了

北京闯荡% 也许是他运气好!抓住

了机遇! 十几年的光景如白驹过

隙!转眼之间从一个穷光蛋变成了

千万富翁%但是他从来没有忘记过

二十年前的那件事!至今仍耿耿于

怀!所以他一直往家乡汇款修路建

学校%

李天敏呜咽着对儿子说0.当

年就是你爹用人格为你换回来一

条命啊* /儿子趴在李天敏的床头

放声大哭!他终于明白了他爹的良

苦用心%

李天敏的尸体火化后的第二

天!从北京运回了老家!那是他的

遗愿%下葬那天!人山人海!许多周

围村庄的人和县乡的领导都来了!

他的儿子哭得悲痛欲绝!也许只有

他一个人才真正明白!父亲所做的

一切都是在还债*

相约清秋
蔡 斌

相约清秋

邀上知心的友

喧嚣方逝去

炽热已游走

风轻云淡的日子

告别闲愁

荷塘月色的夜晚

要宁谧守候

相约清秋

斟满岁月的酒

这里有

春华秋实的芬芳

这里有

风霜雨雪的醇厚

为往事干杯

让洗尽铅华的汗水

付与东流

为友谊干杯

伴高山流水的和弦

一醉方休

相约清秋

心系梦中的舟

无案牍之劳累

无名利之索求

无丝竹之扰耳

无思虑之消瘦

带一枕书香

去无忧的长河里漫游

牵一缕真情

把日月星辰拥有

堂!吉诃德"哭了
孙全鹏

你终将告别黑夜

化作气息

如果没有你

我永在沙漠流浪

与寒沙为伴

我臣服于你黑色的眼神

踏过白骨!荒原和夕阳的忧郁

静止在死亡的源头

前面是一片瀑布

你的眼睛开始发芽

一只猫眯着独眼"夜夜哭泣

比月亮更冷清

比稻草人更孤单

堂#吉诃德跳出塞万提斯的笔

像失去雨后彩虹的顽童

哭了

再聚松花湖
薛顺民

松花湖畔忆当年"

廿载匆匆去似烟$

水漫沙堤云影低"

舟摇岸柳山风寒$

诗朋岭上写关外"

挚友溪边唱岭南$

莫道长河星月冷"

一杯薄酒暖江天$

面子

宋志军

星期天%

颍河镇派出所所长程大威难

得睡了个自然醒!起来一看表!已

是早晨九点多了% 他一下子从床

上跳起来!下了床!扎了个马步 !

呼呼呼地打出一套直拳! 直到感

觉身上发热!微微出汗!这才开始

到洗手间清理存货!梳洗打理% 他

是个高大英俊的美男子! 一向对

自己的形象很注意%

此刻! 穿着一身警服的程大

威站在巨大的穿衣镜前! 仔细地

望着镜子里的自己! 不禁有点得

意% 他突然.啪/地冲镜子里的人

打了个敬礼!咧嘴笑了一下!然后

大步走出房间!站在楼道里大喊0

.小李子!开车!回乡下% /小李子

是他的司机!叫李小虎!可程大威

习惯叫他小李子% 李小虎听到所

长喊他!麻利地从屋子里跑出来!

慌着去开车! 他知道所长说的乡

下就是所长的老家%

程大威坐上车!李小虎没有问

他去哪! 便开车向程村方向而去%

不一会儿! 车子便开上了乡间道

上%因为去年刚修的路已经有点坑

坑洼洼!车子行驶在上面便有点颠

簸!程大威坐在车上!微眯着双眼!

不由得陷入了沉思!他想起了昨天

晚上老父亲给他打的电话%

当时! 他刚刚陪市局刑警队

赵队长吃过饭! 正准备回所里休

息! 他的父亲程老耿便把电话打

来了!声音透过手机!仍然把他的

耳朵震得嗡嗡地0.大威吗! 你明

天赶快回来一趟! 你弟和前院的

程铁牛打架了!现在床上躺着哩%

程铁牛还说! 就是你在家里他也

照打不误! 你快回来帮咱家出出

这口气吧* /程大威了解父亲的脾

气!知道他一向好斗!而且说话好

夸大!特别是他当上所长后!老父

亲在村子处处就想耍点威风 !动

不动就是! 我儿大威在派出所里

当着所长呢!如何如何% 程大威没

有和父亲多说什么! 连忙挂掉电

话! 又拨通了弟弟二威的电话问

情况! 得知二威不过和程铁牛斗

了几句嘴!双方拉扯了几下!根本

算不上打架!这才把心放下!回所

里休息去了% 但他仍然决定第二

天回家一趟! 想着这一段家里老

和铁牛家生别扭也不是事! 他决

定回去处理一下! 所以今天起来

后他便匆忙回来了%

程大威和程铁牛从小就在一

块玩耍!属于光腚朋友!又在村里

学校一起读完了小学! 不过后来

他考入了警校! 而铁牛中学毕业

便回到了村里% 这么多年了!他知

道铁牛一直还是那个牛脾气 !又

对他有点不服气! 所以和家里生

气!多少也有点他的原因% 程大威

在心里盘算着这些! 仔细想着该

怎么办%

回到村里! 程大威没有直接

回家!而是悄悄地来到程铁牛家!

直到下午一点多才回到自己家

里% 一到家!他没有多说别的!耐

心地听他父亲把理摆完! 才硬硬

地撂下一句话0.反了他程铁牛 !

明天他要不来跟你老人家道歉 !

看我怎么收拾他* /然后又苦口婆

心地劝程老耿说0.咱们都是一程

家!又是乡里乡亲的!以后可不敢

动不动生气打架的! 要是出了大

事! 你可把你儿子的前途也给毁

了% /说得倔强的程老耿尽管嘴里

不说什么! 心里却暗自服气% 到

此! 程大威才在家里吃了一碗他

娘给他擀的捞面条! 便匆匆地回

去了%

第二天! 一向不服人的程铁

牛果然带着礼物登门向程老耿道

歉来了!一进门!程铁牛便说0.老

耿叔!昨天的事是我不对!请你和

二威多多原谅啊% /说得程老耿脸

红心热! 暗里却透着一股得意劲

儿0.哼! 到底是我家大威当着所

长吧!你铁牛再牛!也不是向我道

歉了吗% /

这以后村里便有了关于此事

的两个说法% 老耿逢着他那一帮

要好的说0.还是咱家大威了得 !

他一回来! 第二天铁牛就上家里

道歉了!咱不给他面子!还得顾及

咱家大威面子不是% /而程铁牛逢

着他那一帮对劲的说0.大威到底

是咱小时候的伙伴! 这不一回来

就带着好多礼物上家里来! 又向

咱求情! 你说咱不去他家说个软

话!也不像话呀!咱不看他爹的面

子!也得看大威的面子不是% /

后来! 这话分别传到了程大

威的耳朵里! 他只是微微一笑
;

不

置可否%

守 望 秋月 摄

菊花茶
李艳春

一朵菊花

浮沉在历史的杯中

溢满清香

醉了江山

在时间的缝隙里

渐渐漂白

此刻 以微笑的姿态

盛开在古城的鬓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