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裙子的诱惑
闫梦琪

!虽然我知道这个任务对你

来说有些艰巨" 但是为了姐的美

好明天"你得倾尽全力帮我# $和

闺蜜霞逛街"一向以!侠%霞&客$

自居的她"竟然如此对我说#她说

要改变穿衣风格" 让我为她搭配

一套甜美装束#

对于着装偏向淑女风的我"

想让她变得甜美" 当然非裙子莫

属#

接到这头号!工程$"我首先

用两分钟时间打量了一下站在身

边的她'马丁鞋(牛仔裤(灰马甲

内置格子衫) 又花费若干分钟去

想她以往的装扮' 帆布鞋( 牛仔

裤( 卫衣**如此的装扮伴她走

过花季雨季"跨过青葱岁月#我脑

海里的她全是!女汉子$的形象"

实在想不出把裙子套在她身上会

是怎么个状况#

望着她那略带祈求的眼神"

看看满大街飘摆的蕾丝短裙(束

身打底裤(!嗒嗒$作响的高跟鞋"

再结合自己平常的着装" 不都是

这个模子吗+

!走起
!

我的形象设计师"今

天咱让,汉子-变公主"改变大家

对我的评价# $ 霞说#

为了对得起她这声沉甸甸的

称呼"小店铺(大商场(专卖店在

我没计划的疯狂选购中一一接受

扫荡#

看着花一下午时间精挑细

选"又和老板!唇枪舌战$而得到

的战利品"两人尽兴而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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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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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我如何接

受得了#$!改头换面$后把她拉到

镜子前"看着!面目全非$的自己"

她捂着脸大叫" 没有足够的勇气

再看第二眼#

!亲"这需要一个过程哦#$我

看着自己亲手设计的
$'(*+

"内

心无比激动#

为了让她尽快进入公主的角

色"也出于个人对裙子的喜爱"我

开始在大脑里搜寻最具说服力的

话语引诱她'!都说裙子是为女生

制作" 倒不如说女生是为裙子而

生呢.旗袍的魅力过于华贵"常人

穿不出她的美"咱暂且不说#但你

想想轻盈的雪纺裙( 精美的镂空

裙(修身的波西米亚裙"加上你这

曼妙的身材"姣好的脸蛋儿"该是

多么唯美的装扮啊# $

霞慢慢露出两只眼睛#

!知道为什么你姐姐在大学

时是校花" 而你却是同学眼中的

,春哥-吗+头号功臣是裙子"罪魁

祸首也是裙子# $

霞对着镜子上下打量自己"

并开始把高高盘起的头发散开#

!现在的生活千变万化"且不

说一定要追求时尚" 但是作为女

生每个年龄段都要呈现她不同的

美#夏日一袭优雅飘逸的裙摆"灵

动又增添更多女人味儿) 冬天这

种蕾丝冬裙作为配饰" 可以带出

华丽而甜美气息# $

看着陶醉在对裙子的描绘当

中的我" 再看看另一种模样的自

己"霞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又到周末" 还在和周公约会

的我"早早被霞的电话吵醒#

!形象设计大师" 逛街去吧"

不多说"你懂的
)

$

独腿人生
唐运华

十多年前" 我每天骑自行车

到四十多里之外的单位上班#

刚开始"我仗着身体好"曾经

只用七十分钟便骑完全程# 可是

每天这样用自行车车轮丈量一遍

八十里路程"我实在不堪其苦"每

骑到半程便已汗流浃背" 脱去外

衣# 夏天汗出得厉害" 长时间骑

车" 感觉屁股像被车座磨掉了一

层皮"汗腌得火燎一般疼#

在一个春天的早晨" 我像往

常一样上班# 踏上去郑集的一段

柏油路" 两侧全是直冲云天的杨

树"浓密的枝条披着翠绿的叶片#

这时" 前面有一个老人在骑车行

驶" 他的自行车后座挂着两个铁

筐"筐里叠放着一层层鸡蛋# 老人

约六十来岁"头发花白 "敞着怀 #

很显然"他是去卖鸡蛋#

!大爷 "你是哪里人 "这是赶

集卖鸡蛋+ $一个人感到寂寞"我

有想和人说话的冲动#

!十八里的"来赶王菜园集卖

鸡蛋# $老人回答#

我蓦地看到老人只有一条右

腿" 左腿断腿处用裤管挽一个疙

瘩"空荡荡的# 他一只脚踏着自行

车脚踏板"当脚踏板转到最下时"

他把右脚抬起"等脚踏板返回"他

扭动臀部" 仿佛用尽全身力气往

下蹬# 虽然只有一条腿"可他的车

速并不慢#

!十八里距王菜园有四十多

里"你///"骑这么远"累吗+ $我

本想说 !你只有一条腿 $"怕犯了

忌"把快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

!像我这样的"只能做点小生

意# 我逢单日赶十八里集"逢双日

赶王菜园集# 赶王菜园"清早天刚

蒙蒙亮出发 " 一个多钟头便到

了# $

太阳像即将破土而出的芍

药"正在做升起的准备"东边天空

像被一个调皮的学龄前儿童涂抹

上了颜色"浓淡不一"这边一片橘

红"那边一片金黄#

老人的自行车灰不溜秋的 "

车把没有铃"后轮没有护瓦"车圈

生满了锈# 在自行车梁上"绑着一

根灰黑的拐杖#

!你这个样子还出来劳动"家

里很难吗+ $我想询问老人家里的

情况#

!我有三个孩子"老大和老二

上学都不行"在家劳动# 我的小儿

子有出息"成绩好"去年考上了大

学"学费很多# $

!十多年前 "我开机动三轮 "

客货都拉# 有一次往亳州送货"天

还没亮"我是靠路边开的"结果有

一辆大货车直冲向我# 车祸让我

断了右腿"在床上躺了一年# 看着

一家老小"三个孩子还上学"我不

能躺床上吃闲饭# 伤口好后"我做

了一个拐杖"练习一条腿骑车"开

始卖鸡蛋# $

!刚开始一条腿练骑车时"很

难"摔倒很多次"我咬牙坚持练 "

慢慢便熟练了# 人总有一死"当我

出车祸躺在血泊中" 浑身的血嘟

嘟地往外冒" 那一会儿我并没有

害怕"我觉得我就要死了# 我死了

便苦了俺小孩妈和三个孩子 "小

儿子也上不成大学了# $

眼前的老人用残疾的身躯铺

出儿子通往大学的路" 我想起我

的父亲# 在我上学时"为给我拿生

活费" 父亲早晨五点便用自行车

载着两大尼龙袋红薯" 赶到县城

卖红薯# 出村时"母亲拿着手提灯

在后面推" 他们艰难地把自行车

推到三里之外的柏油路上" 然后

父亲骑车到几十里外的县城卖 #

天黑时"每有车迎面过来"刺眼的

车灯把父亲照得看不见路" 父亲

骑车带着二百多斤重的红薯很艰

难" 一不小心便会连车带红薯摔

倒在地" 靠一个人的力量很难扶

起**

!你每天这样骑车一来回就

是八十多里" 和我上班一样的路

程# $

!人咋惯咋行" 我年轻腿好

时" 骑车去商丘" 来回三百多里

路"清早天不明动身"赶到天落黑

就能赶到家# $

我说起我每天上班骑车的辛

苦" 老人笑着说'!你们这一代的

年轻人"真是享福惯了# 我小时候

步行到古城走亲戚" 一百多里路

全是步行"还背着个馒头篮子"早

晨出发"天落黑时便到了# $

老人说"卖鸡蛋的利润很薄"

一斤鸡蛋只能有几毛钱的利 "一

秤买百秤卖"会折秤"卖不够当初

的斤数" 最后剩的烂鸡蛋要便宜

处理#

很快" 我们便骑到了王菜园

集"此时集市上已是熙熙攘攘# 老

人把自行车停放在路旁一棵大杨

树旁"笑着对我说'!你走吧"你还

有很长一段路呢# $

从那以后" 我不再感到上班

路途的劳累# 当我遇见困难抱怨

命运不公时"只要想起那位老人"

就又重新充满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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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农具
师建华

锄 头

春耕时节" 父亲的心情也绿

了"锄头的生命"便在父亲的手中

活了起来# 长长的垄头"锄头蝴蝶

般翻飞着"清除杂草时"不小心会

碰到禾苗" 父亲和锄头都会心疼

地停下来"轻轻地抚摸"再轻轻地

用土培好# 父亲老了"坐在墙角"

靠着往事打盹" 锄头的生活便丢

了"挂在仓房里"锈迹斑斑 "很少

有人能想起它#

铁 锹

最具时代意义的工具" 父亲

用它把田地的边边角角挖掘成了

沃野良田# 平凡的外表"深邃的内

心"深深插入泥土的时候"想说去

翻动一下希望" 想说去跋涉一条

道路# 其实它什么也没说"只深深

地把头埋下" 田野里便黑亮亮地

凝固成了一种养育生命的颜色#

镰 刀

你的弯曲" 注定了父亲虔诚

的膜拜"你滚动起金灿灿的音符"

唱响丰收的歌谣# 风吹叶落"却吹

不落田野"你对庄稼说"站着是一

首歌"躺下也是一首歌"用你最谦

卑的态度"对庄稼做最后的告别#

抹一把汗水甩在身后" 这是你与

庄稼的生命之吻"有时候"死亡也

是一种生命的开始#

外公小传
刘光运

外公姓张"名讳田贵"号老拦#祖籍豫东

龙都城南五十里张大庄# 他生于清宣统元

年"幼年家贫"在本村读过三年私塾"略通文

墨# 十五岁到沙河南拜名医朱老清为师# 他

在朱家非常勤快"炮制药材"担水洗衣"烧火

做饭"啥活都干"又聪明俊朗"进取心强"为

人和善"深得师傅及家人喜爱#朱家有一女"

与外公同庚"貌美贤惠"对外公心生爱意#这

引起了外公同门师兄吴德的嫉恨# 昱年仲

夏"某日"外公吃面"刚吃一口"觉有异味"端

给师傅检验"师傅验出有砒霜"确是吴德所

为# 师傅大怒"遂将吴德逐出"更钟爱外公#

三年后"外公出师还乡"师傅赐一套炮制药

物器具送别" 后又把女儿嫁给外公为妻"是

为外婆张朱氏#

外公在沙河镇开一诊所"外婆为其做饭

打下手#因外公视人命关天"精心与人治病"

遂小有名气"求医问药者络绎不绝#一日"外

公出诊" 归途见一对年轻夫妇抱一幼儿哭

泣"问其故"告之幼儿夜里暴病已亡"欲往野

外葬之#外公查看"幼儿尚有余温"遂对其医

治# 俄顷"幼儿有了呼吸"继而啼哭# 外公又

给幼儿开具药物"并嘱服用方法"年轻夫妇

甚感激"欲付钱"外公止之#后"幼儿果然愈#

此事传开"人送外公绰号张老拦#

外公不惧权势# 一次"沙河镇王镇长家

人患病"请外公医治"事后"王镇长设宴款待

外公"并邀请当地名流作陪#其中"有一大地

主叫杨老占"因攫取良田千亩"又被人称杨

千亩" 还有其弟在军阀孙传芳部当团长"势

力很大"实为当地一霸#席间他倚老卖老"直

呼外公乳名"且出言不逊# 外公怒"操凳砸

之"众人劝止"外公愤而离席#

外公医德好"治病救人"随叫随到#一日

深夜" 镇东八里坡外郑大庄来人请外公出

诊"称家中老母病重#外公应允"披衣拎药箱

随其疾行#诊治后"患者家人欲做饭留宿"外

公谢绝#他们又要打灯笼护送"又被婉拒#患

者家人说'!八里坡死人多" 且常有土匪出

没"一人夜行不安全# $外公笑着说'!大夫不

怕鬼"土匪不打劫穷大夫# $遂独行# 外公出

庄不久"隐约看到远处有人影晃动"于是他

就高声唱起豫东梆子戏壮胆'!我站在城楼

观山景"忽见得城外乱纷纷"黑压压远近皆

番影"却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说来也

怪"那若隐若现的黑影"随着外公的戏声"在

夜幕里消失了#

外公豪爽济困"不敛财"将祖上留下来

的几亩薄田也卖了"觉着有自己的医术就不

会饿肚子#后来"解放后土地改革"外公家因

无地被划为贫农# 乡亲们若有困难"都找他

帮忙"外公总是慷慨相助"乐善好施# 一日"

他看到一位叫小立的远房孙子在诊所前转

悠"他就把小立叫住问'!小立过来"有啥事

就给爷说"别不好意思# $小立家贫"父患痨

病"学费书费常找外公要"次数多了就不好

意思# 听到外公喊"他就红着脸到外公跟前

说'!爷爷"我考上淮阳中学了"爸爸说家里

没钱交学费"叫我来找您# $!这是好事啊"咋

不早说"需要多少学费+ $外公问# 小立说学

费是五块钱"外公给他十块钱"告诉他多给

的是生活费"用完了再来要#那时"一只鸡蛋

的价值是两分钱# 后来"小立中学毕业考上

大学"参加工作后当了县长#

外公有一堂侄"论辈分排行"我称其为

三舅# 性情懦弱"行动迟缓# 一次土匪夜袭"

众人速逃" 三舅点灯" 慢条斯理地穿衣(戴

帽(穿袜(穿鞋"当他弯腰系鞋带时"土匪至"

一刀劈其背"三舅倒地昏迷#后经外公救治"

虽保住命"但精神失常"整天到处乱跑#三舅

谁的话都不听"唯独听外公的# 外公不让他

乱跑"并把每天要干的活给他讲清楚"三舅

果然老实了# 三舅不与人说话"人们都叫他

傻子#后来"安徽太和一妇女来沙河镇讨饭"

外公知道后托人说媒" 让她嫁给三舅为妻#

三舅终育三男两女"家庭枝叶繁茂"并有一

孙子当了县交通局长#

外公思想守旧"对子女管束甚严"大舅

和二舅的婚姻都是他一手包办#大舅解放前

秘密加入共产党"解放后被组织分配到扶沟

县工作#外公在沙河南有一金兰之交叫杨曾

富"是当地有名的破落地主"他有一女"比大

舅小两岁"容貌姣好#当时"他得知大舅在扶

沟工作"就找外公商量"欲把女儿许配大舅

为妻"外公慨然应允#于是"外公就给大舅写

信称病"让其速回#大舅回家后"看到外公无

病"只是为了其婚姻之事"就推辞"并于次日

晨不辞而别# 外公怒"遂领着杨家女儿追到

扶沟" 逼大舅与其到民政局领了结婚证"方

罢休#

二舅学医"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黑龙

江鸡西市某医院工作# 当时"二舅正与一四

川女同事处对象# 外公得知后" 坚决不同

意"又称病令其速回# 二舅刚到家"外公就

张罗着让他相对象"连见三女子"二舅皆推

辞#外公怒斥道'!不在家结婚"甭想走. $二

舅无奈"终与项城水寨镇一女子结婚# 婚后

第二天"二舅即带妗子返回黑龙江# 有人对

外公说'!现在新社会"兴自由恋爱"只要俩

人合适"哪里人都中# $外公却说'!落叶归

根"他们早晚会回来"若让其娶外地女"那

就放鹰了# $

外公退休后" 大舅欲让他到周口享清

福"外公不同意"他说还能在乡下为百姓发

挥余热# 之后"外公在我们生产大队部开了

个诊所"每天在我家吃饭# 那时"我正上学"

周末外公会问我的学习情况" 并找出一些

中医方面的陈旧线装书" 让我读诵" 诸如

0汤头歌1(0药性赋1 之类# 他说孝子半个

医"家里长辈年龄大了"懂点医道有益处#

我觉得小孩子多读点书不是坏事" 起码多

识几个字"至今我还记着一些草药的药性#

外公晚年还告诫我说'!有的人你给他一点

好处"他牢记不忘"这样的人可交)有的人

你给他好处"他不感激"却嫌你给的少"这

样的人不可交# $我想"这确是他对人生的

感悟#

外公的诊所在我们生产大队部开办八

年#后年事已高"大舅将其接回"他在大舅家

又生活数年# 后生病"拒医治"终病故"享年

八十四岁#

外公没有给晚辈留下遗产"留下的是做

人的高尚品质"做事的敬业精神"以及对社

会所承载的责任#

尧山"外一首#

童新生

伏牛山脉八百里!

巨龙蜿蜒盘中原"

龙头高昂尧山地!

三汤圣境沧海田"

鲁山温泉疗万疾!

涌流不息幸福泉"

佛泉寺里钟声悠!

国泰民安同梦圆"

六羊山

尧山圣境六羊山!

观瀑听涛老龙潭"

神龟卧宫梦鸳鸯!

通天河水瀑布帘"

天堑栈道登天峰!

同心石畔云中穿"

崇道解惑心悠闲!

如临仙境胜神仙"

抹不去的深秋记忆
仙源竹韵

割豆子

哗啦啦**哗啦啦**

满地金黄的豆叶落了" 光秃秃的豆秆

高举一串串金铃铛"在风中"在空旷的原野

里唱着丰收的赞歌"向人们报喜#

黎明时分"我和哥哥啃着凉馍"腋下夹

着镰刀"紧跟在娘身后"准备刈割满地的希

望#

沙沙沙**沙沙沙**

太阳挂上树梢# 我们的镰刀不住向前"

身后留下豆铺子一行行" 母亲早已远远地

把我们甩在身后# 豆荚尾端的尖尖角把我

和哥哥的手早已欺负得伤痕累累#

魂儿早已被泡泡酸(香马泡的馨香"活

蹦乱跳的蝗虫(蟋蟀们的体香勾走了"便忘

了疼痛"和蝗虫(蟋蟀们赛跑"身后飘来声

声呵斥#

梦"带走了蟋蟀的歌唱和焦黄的体香"

打麦场上黄澄澄的大豆成就了我和哥哥的

求学梦"鼓了农资肥料老板的腰包"满足了

牛儿们对香喷喷豆料的渴望#

掰玉米

酷热# 刺挠# 口渴难耐# 一股脑儿向我

袭来#

一头钻进青纱帐"便没了人影# 胳臂挎

着巴篮"只听见咔嚓(咔嚓的响声"一个个

玉米棒簇拥在一起" 窃窃地说着喜相逢的

悄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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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臂弯里

红红的勒痕一道道" 便是掰玉米的真实写

照#

喀嚓"折断一棵清脆的玉米秆"坐在地

头享受片刻的甜蜜) 偶尔发现三两个尚未

成熟的小玉米棒"掰下来交给娘"有了再次

品尝嫩玉米的馨香"便是最好的回报#

那房前屋后(树上树下的一片片金黄"

便是农村人用勤劳的双手"以玉米做颜料"

画出的一幅幅豫东乡村丰收图#

勤劳"成就了梦想)甜蜜"成就了记忆)

渴望"成就了动力#

撒化肥

深邃的天空"飘来月的光华)喔喔的啼

鸣"打破了黎明的沉寂#

碳铵"是农村人侍弄黄土地的常客)尿

素"则是农家人贫瘠土地的贵宾#

我端着洗脸盆"紧跟在父亲身后"闻着

黄牛身上的麦秸味儿( 刺鼻的碳铵味儿和

潮湿的泥土味儿" 一把一把把希望撒进了

深深的犁沟#

一犁犁 (一趟趟 (一盆盆 "脚酸了 "手

臂麻木了"额头的汗珠随着老黄牛粗重的

喘息声滑向了新翻的黄土地# 偶尔发现深

埋在泥土中的豆虫" 便是我最大的收获 "

因为它让我闻到了原始农家烧烤的扑鼻

香#

现如今 " 碳铵早已成为人们的记忆 )

复合肥 " 则是农村人的座上宾 # 父辈们

!吁 (吁**"喔 (喔**$的使役声 "似来

自遥远的天籁" 在我的耳边久久回响"豆

虫焦黄的体香已成为我今生难忘的记忆#

打坷垃

炙热(坚硬如磐"便是儿时坷垃地里的

全部#

一家老少"一字儿排开"向满地大大小

小的敌人宣战# 俄顷"叮当有声"狼烟四起"

一个个山头被攻下"一个个敌人迎面扑地"

融入脚下的黄土地# 蓦地"哥哥发现了一个

隐藏在泥土里的敌人" 揪着耳朵" 扭着胳

膊"当头一棒"便把敌人打得粉身碎骨#

叮当(叮当的打坷垃声"奏响了欢快的

劳动乐)啪嗒(啪嗒的汗水"把脚下干渴的

土地浇灌#

农村人脚踩着黄土地"供奉着黄土地"

最后"头枕着黄土地"成为一捧黄土"奉养

着自己的儿孙们"年年岁岁"岁岁年年#

削红薯片

月牙儿偏西"院子里只留下斑驳树影"

乡村在夜的摇篮里睡着了# 父亲围着一堆

红薯像是在变魔术"我躺在娘温暖的怀里"

分享着父亲的喜悦" 听着那传唱了无数遍

的梦中歌谣#

太阳出来明晃晃"母亲挎着巴篮"在刚

刚出苗的麦地里"洒下一地白花花的希望#

我在坷垃旁为鲜红薯片支起了速干通道"

只盼它们早点晒干"千万别落在雨地里#

夜半时分" 铅灰色的云落在半干的红

薯秧子上"沙沙有声# 地上半干的红薯片"

躺在地上像丢弃的婴儿# 在伸手不见五指

的深夜"一家老小一字儿排开"伸手摸拾带

着白影的宝贝"一片片将它们捡起"捡拾起

全家人一年的口粮#

清贫的日子度日如年" 农村人只盼吃

饱穿暖那一天) 累并快乐着" 为了土里刨

食)红薯窝窝头的甘甜"让人回想一年又一

年#

踏莎行!秋日扬州夜景
瘦 丁

绿水堤头 !徐凝桥畔 !柳丝

轻拂长长线" 酒楼宾馆竞豪华!

五光十色映人面"

花气浓浓 !月光片片 !画船

移动微波溅" 醉魂昆曲唱清悠!

夜深不许游人散"

注!徐凝桥 "在城内运河故

道上#

小 溪
王雪涛

小村外面有条小溪

那是我儿时的欢乐天地

傍晚的村庄微风习习

树叶婆娑田野满眼绿

小鸟归巢夕阳依依

金色的晚霞洒满大地

空气中飘荡着青草的气息

夕阳下的村庄多么美丽

长大以后离开小溪

背上行囊追寻新天地

时光飞逝如白驹过隙

转眼之间少年远去

如今又是夕阳西下

村庄只能在梦里追忆

故乡却让我常常惦记

母亲是否白发依稀

还有那可爱的小弟弟

是否依然顽皮淘气

思念

卞彬

思念是一阵阵风

轻轻吹起往事如烟

思念是一朵朵云

悄悄飘起如梦的期盼

思念是一场场雨

静静淋湿

许多个不眠之夜的情感

思念是一条条路

每一次跋涉都很艰难

思念是一片片雾

没有你的日子

不知何时才能消散

跋 涉 陈晨 摄

李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