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儿子的味道
瓦松

娘打电话说!要来郑州看他" 他

说!娘!别来了!您老人家身体不好!

长途跋涉的!万一有个闪失!可怎么

办" 娘说!不要紧!我还走得动!再过

几年就没有机会去了"

劝不了娘!她还是一定要来" 坐

上了车! 又用司机的手机给他打了

一个电话! 告诉他四个小时后到达

郑州新东站"

他开始收拾房间! 把书摆放整

齐!被子叠成豆腐块!扫地#拖地!忙

活了一个多小时" 看着狭小的房间!

他不禁皱起了眉头" 整个房间不足

二十个平方!放了一张床!一个小方

桌! 小方桌上摆放着他从旧货市场

淘来的一台彩电! 整个房间显得杂

乱拥挤" 但对于刚刚大学毕业的他

来说!这样的居住条件已经不错了!

有好多同学住的都是地下室"

娘很快要到了!他想去买几件像

样的家具摆在屋里!但是又感觉来不

及了"就想!娘到了!带娘出去买几身

衣服!四处看看玩玩!晚上就住个宾

馆!反正就一晚两晚的!花不了几个

钱"是时!他在一家民营企业做工!刚

过了试用期!工资在这个城市算不高

不低的" 他记得!他读大学的费用是

娘四处向亲戚们借来的" 想到此!他

眼睛一酸!心里很不是滋味"

终于接到了娘! 娘仿佛又老了

许多!脸上的皱纹也四处纵横!头上

的白发已经一片一片的" 坐了四个

小时的长途客车! 娘身上的那件打

满补丁的旧衬衫已经被汗水浸湿

了" 娘看到他!拉着他的手!摩挲半

天!说!我儿又瘦了" 说毕从包里掏

出几个鸡蛋!说!孩子!你今天就
!!

岁了" 他这才想起! 今天是他的生

日"

于是带娘去逛街! 要给娘买几

件像样的衣服!娘说什么也不要" 娘

说!家里织的布够穿几年的了!咱不

花这冤枉钱" 拗不过娘!就带娘四处

走走!娘以前没有来过城市!看什么

都稀奇!像个小孩子似的" 娘说!这

里人真多 !楼也高 !街也宽 !比咱村

大多了"

娘说! 她现在干不动庄稼活儿

了" 自打我哥的孩子进城读高中起!

她的手就开始犯哆嗦!捏不稳镰刀"

每年麦季!她只做一件事!就是捡麦

穗" 她把捡来的麦穗扎好!放到院子

里!晒得焦黄!再用棒槌慢慢地槌出

麦粒!用袋子把麦粒装起来" 那一刻

的娘!幸福极了"

他知道!娘老了!再没有了以前

的本事"

"#

年前!她张罗着给大哥盖

房子!娶媳妇$

$

年前!她费尽周折供

他读大学 $现在 !她也一刻不闲着 !

整日像个陀螺似的转来转去"

他带娘去饭店" 问她想吃什么!

娘说!一碗面条就好" 他要带娘去大

饭店! 娘执意不去" 进了一个小饭

店!只有蒸面条!还是凉的" 他要换

一家!娘说!凉饭也好!只要有开水"

他站起来想去要两个热菜! 被娘摁

下了!娘说 !别乱花钱 !留着以后买

房子!娶媳妇" 娘要了一杯开水!淋

在面条上! 埋头吞咽" 望着年迈的

娘!吃着冷饭!他心里酸涩难忍"

饭后!他攥着娘的手!带娘去坐

车!车停在一家宾馆前 !他往前走 !

娘却停了下来" 娘说! 你走错地方

了" 他说!娘!这儿舒服!花不了几个

钱!你劳累一天了!还可以洗个热水

澡"娘推开他!就往外走"他追上去!

发现娘的眼中有泪花闪闪!就问娘!

怎么了%

娘说!金窝银窝!不如我儿的狗

窝"

他只好嗫嚅道!娘!我住的地方

简陋!在一个都市村庄 !单间 !很狭

小"

娘说!我不怕简陋!就想睡我儿

的狗窝!闻闻我儿的气息" 娘还说!

娘这么大年纪的人了! 什么苦难没

有经受过!早年逃荒要饭的时候!窑

洞都住了"

于是 !坐公交 !再坐电动三轮 !

七拐八弯! 终于来到了他租住的地

方" 娘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脸上洋溢

着幸福的光芒" 掀开他的被子!娘把

头埋了进去!深深地呼吸了几下" 他

说!娘 !被单好久没有洗了 !很难闻

吧" 娘说!没错!就是这个味儿!这才

是我儿子的味道!睡在这里!我就踏

实!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他心中一热!这就是他的娘!时

刻惦记着自己的气息! 无论酷暑寒

冬!都想着儿子的味道"

了无血性的血色
!!!豫东历史文化点线面之九

王少青

人类众多的发明中! 最为多姿多彩

的莫过于战争" 这种以杀戮为手段最终

达到政治#经济目的的激烈对抗过程!为

智慧#忠勇#凶悍#残忍提供了宽阔的舞

台!也时时展现着呼啸沧桑的戎装男儿

血性"

或是基于民族大义! 或是基于家国

情怀!或是基于军人职守!或是基于男人

本色!或是基于对生命尊严维护的本能!

血性! 应是始终回荡在厮杀呐喊之声中

的背景音乐!是唯一绽放在白骨之上的

美艳花朵"

否则!流血的定义只能是屠宰"

晋怀帝永嘉五年 &公元
%""

年'!太

尉王衍#襄阳王司马范等率领着西晋王

朝仅剩的精锐之师和一干王公贵族十

余万人!护送东海王司马越的灵柩!离开

项&今河南省沈丘县槐店镇'!欲还葬东

海&今山东省郯城县北'" 当这支送丧的

大军行至苦县宁平城 &今河南省郸城县

宁平镇'!被羯人石勒率轻骑部队追上"

中原四月! 以油绿无垠的麦田为背

景!上演了一出人间惨剧"

在击溃了简单的小股抵抗之后!石

勒的二万骑兵将西晋的十万之师团团围

住!箭矢如蝗" 原本甲胄森严#有模有样

的晋军!此时集体神智尽失!无望地祈求

祷告!无谓地躲避!无目的地窜突奔跑!

到处是惨叫声# 哭泣声! 没有人振臂高

呼!没有人奋力一搏!都在以最低级动物

的本能寻求生命的苟延"战争!在此刻演

变成了一幕情景单一的表演( 石勒骑兵

在不断重复着张弓射箭! 晋军数万之众

在不断承受着中箭和自相践踏"

千年之下!读史此处!犹觉精神麻木

行尸走肉者不幸不争之不可恕"

这是一次游牧民族组成的民间武装

力量对西晋帝国中央军的屠杀! 这是一

次冷兵器时代两万之众对十万之师的屠

杀" 军队的性质和数量已经不能决定谁

为刀俎!谁为鱼肉!战斗的意志和军人的

血性既已消融于原野的风中! 汩汩流淌

的鲜血也徒然)肥劲草*而已"

血色渐浓!哀号渐消!十万晋师全军

覆没!无人幸免" )围猎*结束后!太尉王

衍#襄阳王司马范#任城王司马济#西河

王司马喜#梁王司马禧#吏部尚书刘望#

太傅长史庾靑等悉数被俘" 石勒在军帐

中接见了这些当世名流和朝中重臣!询

问他们晋朝何以如此衰败"

因为地位最高#名气最大!也因为求

生欲望最强#口舌功夫最好!清谈派代表

人物太尉王衍讲的最多"他对石勒)具陈

祸败之由*! 声称计策都不是自己定的!

并表白说从小就没有当官从政的愿望!

不愿参与朝廷事务"话到此处!又风向一

转!称晋朝气数已尽!劝石勒顺应天时!

早日登上皇帝宝座" 其他一干人等也都

纷纷为自己开脱!以求免于一死"可叹平

日里风姿详雅的名士!威仪不凡的王公!

此刻竞相屈膝逢迎" 帐外满目的血色不

仅没有激发他们体内的血性! 反而淹没

了仅存的骨气"

对这些空有皮囊的东西! 石勒懒得

动刀!)使人排墙填杀之*"

宁平! 原是汉光武帝刘秀的妹妹宁

平公主刘伯姬封邑之地!也因以得名"在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宁平镇的群众蹲在

地头下搁大方 &一种地方棋类游戏'!还

都能随手捡些铜箭头做棋子用" 而在宁

平镇东南#西南几处低洼的地方!还曾发

现大量的尸骨!其中不少都带有箭痕"

白骨累累! 黄土一?! 名士贵族亦

然!士卒役吏亦然!慷慨赴难亦然!畏缩

苟且亦然" 但千秋功过!总要待人评说"

宁平之战多年后! 东晋名臣桓温北

伐!眺望中原慨叹()遂使神州陆沉!百年

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 *

这位让人恨恨不已的王夷甫! 就是

那个媚敌求活而不得! 徒留笑柄于世的

西晋重臣兼文化名流王衍"

魏晋时期! 从老庄学说演化出来的

玄学之风盛行!玄学立论以为)天地万物

皆以无为本" 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

存者也" 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

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无之为

用!无爵而贵矣" *&+晋书卷
&%

,'通常名

士们就玄学的交流都是以清谈为主" 风

度自恃的名士们相聚于风景优美之处!

手挥麈尾!青梅煮酒!谈玄论虚" 他们不

谈儒!不谈道!不谈民生!不谈时政"在这

些魏晋士人看来!只有玄学才是高尚的!

其他都是不屑为之的俗务" 王衍就是在

这种背景下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清谈本

领!)口不论世事!唯雅咏玄虚而已*" 在

他的倡导带动下! 崇尚清谈的风气在朝

野上下迅速流行开来! 整个社会以不理

实务#虚浮放诞#得过且过为荣" 没有人

愿担当!没有人干实事!西晋王朝的病态

在无可救药地快速加剧" 看似风雅的清

谈不仅没有提升王衍做人的格调! 反而

在无视天下# 无视苍生的理念支配下助

长了他的狭隘与自私!)虽居宰辅之重!

不以经国为念!而思自全之计*!终于在

石勒的刀刃前上演了一出魏晋士人的丑

剧"

我们今天津津乐道的魏晋风度!其

实不过是中国知识分子不敢担当的萎靡

状态的自我掩饰$ 我们所崇尚的由建安

文学延续而成的魏晋风骨! 其历史的真

实却往往是有风而无骨"

失却血性和骨气!是军人的耻辱!也

是知识分子的耻辱! 更是一种人性对生

命的犯罪"

忘机会古

七月的颂歌
苏童

是七月南湖的一叶画舫上

那一声声被涟漪荡进历史的誓言

是在摇曳的烛光下面对镰刀铁锤

那一个个热血沸腾的拳头

是二十世纪初的漫漫黑夜里

那一双双探寻东方霞光的黑眼睛

是南昌城头那一声清脆的枪响

震醒了东方雄狮的睡眠

是井冈山上的青青翠竹

让古老的民族看到了崭新的春天

是斗笠和草鞋

丈量了中国版图的举世长征

是延安窖洞里的南瓜汤和小米饭

喂养了大气磅礴的浪漫诗词

是手捧宝塔山的大手

把沉沦的天安门

重新捧上世界的制高点

是八角帽上的五角星

驱走了华夏大地上最后的一抹黑暗

是镰刀和铁锤的淬炼

掀起了黄河长江的惊涛拍岸

让迷失了百年的香港澳门

饱经沧桑重又回到母亲的怀抱

春天的故事

让深圳成了新时代的瞩目点

西部的号角

让几百年沉寂的丝绸之路

重新拥有了五彩缤纷的梦幻

中部的崛起

让华夏儿女焕发勃勃生机与活力

浦东的摩天大楼

让神州自信而高傲地俯视世界的云烟

难忘世事沧桑

是我们的党审时度势

拨开重重迷雾

及时为我们

打开封闭已久的门窗

让清新的空气

代替了令人窒息的浑浊

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为我们党的千秋大业

打下坚如磐石的基桩

是深化改革发展的理念

让我们如沐春风春雨

又一次近距离

触摸到理想

让五千年生生不息的炎黄子孙

第一次有了小康的欢乐

有了振兴中华的梦想

抚今追昔

我们的心灵正与历史碰杯

而此时此刻

我的心绪

又随南湖的碧波一起激荡

又看到长征路上的红旗招展

又看到延安窑洞的灯光闪烁

又看到啊又看到!!!

同共和国一起在天安门城楼

高高站立起来的那一个个伟人的

音容笑貌

他们洪钟般的话语正在耳畔响彻

亲爱的党啊

千言万语道不尽您的伟绩

千歌万曲唱不完对您的深情

华夏儿女定会唱着颂歌扬帆前进

去拥抱蓝天和太阳

走进五彩缤纷的新境界

开拓出民族复兴的新时代

浣溪沙!闪光的七月!外一首"

王雪奇

火火七月迎面来"红红一字照七月# 一支火炬映四海#

南湖红船谋大略"劈风斩浪展雄姿# 国旗照红中南海#

浣溪沙#$七一%献歌

风风雨雨近百载"熊熊火炬从未衰# 战天斗地幸福来#

路线对头合民意"国人更有精气神# 中国之梦更甜蜜#

党 旗
王伟

你是星星之火

以迅猛燎原之势燃烧

信仰的金色火焰

照亮了井冈山

照亮了遵义楼

照亮了大渡河上的铁链

照亮了延河岸边的宝塔

照亮了祖国山川

你是钢铁力量

举起铁锤和镰刀

从南昌起义的枪声

到三大战役的捷报

奋勇向前 赴汤蹈火

砸碎奴役的锁链

斩断黑暗的羁绊

迎来新中国成立的礼炮

你是铿锵的脚步

意志坚定 克难攻坚

踏平一个个坎坷

改革与开放

让世界有了我们的声音

奥运举办 嫦娥奔月

以及越来越多的中国创造

让中华儿女充满自豪

你是坚定的信念

谱写着祖国富强的华章

描绘出民族振兴的诗篇

一串串崭新的足迹

一个个辉煌的成就

铁锤和镰刀的完美组合

指引着中华儿女同舟共济

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编者按(金色的七月"火红的日子"让所有的庄稼挺直腰杆"让所有

的江水奔腾向前#

'%

年的风雨兼程"

'%

年的同舟共济#

'%

年间发生过多

少感人的故事"

'%

年里留下了多少闪光的记忆#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

中国%的歌声又在耳边响起"我们迎来了党的
'%

岁生日# 抚今追昔"深知

幸福的来之不易&继往开来"深感肩头的责任艰巨# 党旗飘扬"飘起了中

国人的骄傲"抒写了荣耀和自豪"留下了富强'民主'文明的脚步#

在这个火热的季节里" 丰收的三川大地也是一派如火如荼的景象#

勤劳奋进的三川儿女在这个全民欢庆的节日里尽情放歌"热烈庆祝中国

共产党
'%

周年华诞#

金钱与人品
史学敏

作为商品的等价物---钱 !这

东西自诞生以来! 在人间历史上曾

产生过多少恩怨情仇!悲欢离合!真

是难以述说"

俗话说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无钱让人矮三分*! 是说钱的重要

性$)有钱能使鬼推磨*#)钱能通天!

钱能通神*!是说钱的巨大功能$)穷

在对面无人问! 富在深山有远亲*!

是说钱的吸引力 $ )男人有钱就变

坏 !女人变坏就有钱 *!是说钱的腐

蚀力极强$)人为财死! 鸟为食亡*#

)舍命不舍财*! 是说一些人对钱的

崇拜和追求..

有的人求财讲道德#讲人品!而

有的人求财达到不要脸的程度" 古

时有个人摆了个灯摊! 在一张小桌

子两边各竖一根竹竿! 左边挂着一

个小孩脸谱!右边挂着一千文钱!中

间悬一横额!上写(以左右两物为谜

面!猜一俗语 !中奖者以千文相赠 "

观众纷纷猜议!都没有猜中!忽然一

小官吏走来!分开众人!拿起那一千

文钱就走 ! 众人奇怪地质问主人 (

)那人没有猜中谜语!你为什么让他

把钱拿走" * 主人笑着说()他猜中

了!这个灯谜的谜底就是/要钱不要

脸0" *

钱并非是万能的" 钱能买到美

女! 却买不到真正的爱情$ 钱能买

到书籍! 却买不到知识$ 钱能买到

物质的享受 ! 却买不到精神的充

实$ 钱能买到整容后的漂亮! 却买

不到心灵的美丽 $钱能买到药物和

健身器材 ! 却买不到身心的健康 $

钱能买到别人的帮助 !却买不到真

诚的友谊$ 钱能买到官职! 却买不

到人民的信任和拥护 $钱能买到假

话#谎话 !却买不到良心 $钱能买到

金床银床席梦思 ! 却买不到睡眠 $

钱可以买到十万元的手表 !却买不

到时间..

正确地对待金钱! 不为金钱左

右!在追求物质生活的同时!不至于

让我们迷失方向" 这既是新时期#新

形势# 新任务下党和人民对我们每

个人的要求! 也是我们做人做事的

基本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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