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蒸馍的夫妻
!

王伟

一对中年夫妻

租下干净的小院

摆上简简单单的家什

垒砌大大的灶台

他们烧柴火 蒸地锅馍

每天凌晨
!

点起床

开始一天的劳作

男的准备柴禾

女的开始生火

男的揉面 女的切馍

单调重复的动作

演绎着草根人家的欢乐

一个眼神 一个动作

源自于心与心的契合

灶膛里熊熊的柴火

照亮他们未来的生活

因为人们

爱吃地锅蒸馍

夫妻俩的生意很好

刘庆邦印象
葛有杰

读过刘庆邦老师的书! 看过由刘庆

邦老师小说改编的电影! 想象中的刘庆

邦老师是个不苟言笑 " 严肃有加的作

家#

""

月
#$

日! 在刘庆邦创作研究会

揭牌仪式上! 在大槐树掩映中的沈丘三

槐堂! 我见到了刘庆邦老师$

刘庆邦老师个子不高! 语速缓慢有

力! 举手投足之间透露出豫东人特有的

痕迹! 谦逊! 随和$

揭牌仪式开始前! 会场热闹喧嚣!

看到刘庆邦老师进来! 我对身边的文友

说! 刘老师来了 $ 文友们的第一反应

是! 走! 和刘老师合影去$ 文友们拍照

前要理一理头发! 摘下身上的包! 刘老

师就耐心地 % 微笑着等待 ! 谦逊 ! 随

和! 来者不拒! 丝毫没有文学大家的架

子$ 我用相机拍下一张又一张文友和刘

老师的合影$ 我忙着给文友照相! 竟然

错过了和刘老师合影的机会$ 他从北京

赶回来! 文友们又这么一 &折腾'! 刘

老师也累了 $ 没有合影又有什么关系

呢( 在我心中他已经和我合过影了#

刘庆邦老师说! &)刘庆邦文学创

作研究会 * 的成立 ! 让一个叫刘庆邦

的人深感惶恐'! &我仍然没有把研究

和我的小说联系起来$ 研究会的成立!

促使我不得不从自身跳将出来 ! 对自

己的创作来一番审视 ! 并深究一下研

究的意义所在 $ 研究也是一种阅读 !

但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阅读 ! 是研究

性的阅读 $ 这种阅读不仅在于是一种

主动的 " 系统的深度阅读 ! 还在于阅

读之后的梳理 " 发现 " 阐释 " 批评和

创造 ! 并形成研究成果 $ 这真是吓着

我了! 让我如何担当得起+'

以刘老师的文学成就以及文学地位

和影响! &刘庆邦创作研究会' 成立是

理所当然! 也是有必要的$ 在这个浮躁

的文坛 ! 有多少 &文学家 ' 想出人头

地! 有多少人挖空心思想 &亮相'$ 可

刘庆邦老师对自己本应该得到的荣誉却

&深感惶恐'$

谦逊才能静下心来! 摒弃外界五光

十色的干扰! 创造出优秀的文学作品$

而良知和社会担当是一个优秀作家不可

或缺的品质$

,走窑汉-,血劲-,黑白男女-! 写的

是地下! 煤窑的黑暗世界! 风格冷冽干

脆.,鞋-,外衣-!写的是地上! 乡土的人

情世界! 风格温润美丽$ 刘老师的作品

主要以农村和煤矿等题材为主! 关注底

层人民的生活! 有着悲天悯人的人文情

怀$ 刘老师知道作家的笔触伸到哪里!

明白一个作家该承担怎样的责任$ 刘老

师的作品表现的是人生! 是生活! 没有

风花雪月! 没有鸳鸯蝴蝶$

刘庆邦老师谈起他创作 ,黑白男

女- 的初衷/ 大平矿曾发生过一起重大

瓦斯爆炸事故! 在那次事故中!

%!$

名

生龙活虎般的矿工 ! 瞬间被夺去了生

命$ 家里的顶梁柱失去后! 工亡矿工家

属怎样继续生活$ 这是刘老师长期关注

的问题! 也是他早就想写的一部小说$

如果不写这部小说 ! 他会觉得愧对矿

工! 也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于是! 刘庆

邦老师推掉一切社会上的事务! 到矿上

去! 到旷工生活中去! 在那里他和工亡

矿工家属一起过了中秋节$ 谈起工亡矿

工家属的悲痛生活! 刘老师一度凝噎$

这部作品不仅仅是刘庆邦老师文学上的

又一次突破! 也体现了一个作家的良知

和社会担当$

刘庆邦老师谦逊% 随和! 有知识分

子应有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 在这个雪

后初晴的上午! 我深切地感受着来自刘

庆邦老师身上的文学力量$ 我要追寻明天的太阳

!

张永久

那晶莹的

在眼里打转的湿漉漉的忧伤

让心一阵一阵地疼

风有点急

看不清前进的方向

倔强任性的脚步

踏着冬日冰冷的土地

硌痛了肌肤

借着那些温暖的回忆

才可以呼吸

学着父亲沧桑的样子

打开一瓶苦涩的白酒

试图淹没生命里所有的委屈

难以下咽

那一个个疲惫的故事

黑夜正在来临

我翻出来母亲的叮咛

她说 永远不要丢下梦想

好吧 趁着夜色

我要追寻明天的太阳

乡 居

!

孙成斌

我本农家男!

从政三十年"

退休居故里!

回归大自然"

门前两棵柳!

瓦屋三大间"

小院种花草!

篱旁辟菜园"

爱穿棉布衣!

喜食杂粮餐"

行走众乡邻!

拉呱叙暖寒"

请人传农技!

自办宣传栏"

农村红白事!

帮办理周全"

谁家添婴孩!

起名送喜钱"

经常走果林!

不断转农田"

喜看大丰收!

与民同乐欢"

春钓黑河鲫!

夏赏池中莲"

秋熟助民收!

冬闲赋诗篇"

晨练快步走!

晚打太极拳"

身板挺且直!

旅游能攀山"

乡居壮暮岁!

夕阳红满天"

喜鹊的遐思
!

田晔

寒冷的冬季

枯叶飘离

旷野一片沉寂

我们形影不离

飞到东飞向西

苦苦寻觅

眼睛盯着大地

隐藏的一条虫子

丢落的一粒玉米

飘洒的一枚草籽

都是我们的福气

我们深埋心底

生存需要苦力

我们没有预计

寒流来袭

大雪覆盖大地

怎能哭泣

鼓起勇气

遥望树杈上的屋子

往事点点滴滴

为了遮风避雨

不知飞过多少里

用所有的力气

衔起一根根树枝

流过多少汗滴

把房子搭起

再大的风

再大的雨

我们的家牢牢稳立

冬日的夜寒气直逼

我们飞回巢里

相偎相依

享受恩爱的甜蜜

你们一个个羽毛长齐

各飞东西

在外生活如意不如意

我们常常惦记

有一天我们不会飞起

不能寻觅东西

出巢的孩子

是否想起

我们没劲儿站立

瘫痪老巢里

等待子女的归期

我们的命戛然而止

长眠故里

藏在腋窝下的孝心
黎倩平

早上
&

点! 我急急忙忙从家里出

发!赶公交去学校$ 还好公交车后排还

有座!刚坐下!邻座一位约
'

岁的小女

孩引起了我的注意$ 她头戴绒线小红

帽!身穿粉底黑花裙式小棉袄!依偎在

妈妈怀里! 奶声奶气地与妈妈交流着$

一会儿!她的哥哥!一位约
(

岁的可爱

男孩也加入进来! 并在车厢里调皮蹦

跳$ 前排一位青年男子轻声安抚着男

孩!告知他要注意安全$这时!我才明白

这是一家四口$我注意到男子的右手一

直放在他的左腋窝下!上衣拉链只拉了

一半$ 我猜想大概是因为天冷在暖手$

一会儿!小女孩的妈妈问/&中医院还有

多远呀( '&快到了!还有两站路!过了公

园就到了$ '男子轻声答道$ 女人又说/

&要说从家到医院也不远!就是天太冷!

家里也没车$ '&明儿咱买$ '男子轻声答

道$ 男子把他的右手往腋窝下又伸了

伸! 把拉链往上拉了拉$ &中医院站到

了!请准备下车$ '随着开车师傅的提

醒!这一家四口做好了下车准备$ 女人

抱起小女孩!男人拉着小男孩的手$ 这

下我看清楚了!他的右手里拿着刚出炉

的烧饼$ 下车后!他又迅速把右手放进

了腋窝下!一家人走进了中医院$

我猜想! 中医院里一定住着他的

亲人!是父母或许爷爷奶奶$ 他的亲人

平时一定爱吃这家的热烧饼! 一定非

常疼爱他们的孙子孙女$ 而他们的儿

子更了解体谅亲人的心愿! 在寒冷的

早晨!带着爱人和一双儿女!怀揣着老

人爱吃的烧饼! 一大早赶到老人的身

边看望$

古人云/&百善孝为先! 论心不论

迹$ '尽孝!重在看心意!而不在于你奉

送的物质多少$ 所以!尽孝与贫富没有

必然关系$ 其实!孝敬父母无论是山珍

海味!还是粗茶淡饭.无论是数以万计

的金钱!还是带着体温的烧饼.无论是

远隔千里迢迢的牵挂!还是近在咫尺的

问候000在孝心的天平上! 它们等值$

孝心就是生活中看似平常的点点心意

的积累$

尽孝是种美德! 尽孝是不能等待

的$把孝心献给父母!从今天开始!不要

让人生留下&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

而亲不待'的遗憾$

冬至琐谈
姜玉海

&冬至阳生春又来'! 这是我国唐代

诗圣杜甫在,小至-诗中吟唱的佳句$ 意

思是说!冬天来了!春天也就不远了$

我国民间历来非常看重冬至这个节

日$尤其在中原地带!人们更将冬至看作

是个小年节的节日$

每年到冬至这一天! 家家户户都会

割肉买菜包饺子$ 亲朋之间亦有提袋担

盒%互相馈赠礼饺的习俗$

据有关史料记载!冬至节日前夕!谓

之&冬至夜'$ 和我们过春节吃年夜饭相

似! 要合家团聚吃冬至夜饭! 古时谓之

&酒节'$回想新中国成立前过冬至!富豪

巨商冷盘热炒%全鸡全鸭%酒肉池林!应

有尽有$ 而穷人家只能少荤多素吃上一

碗热饺子罢了$ 记得我的故乡曾一度流

传着这样一句老话! 叫做 &财主家吃酒

肉!穷人家冻一宿'$

古时!冬至还&一如元旦之仪'!世人

&必更鲜衣以相揖'!美其名曰拜冬$当时

过冬至酷似过大年! 家家户户需挂 &喜

神'!并供斋祭祖$ 我国有不少地方都还

流传着&冬至大如年'的谚语$

我国历法! 对于一元复始的岁首十

分重视$ 古时历法!把子%丑%寅%卯%辰%

巳%午%未%申%酉%戌%亥之十二干支和十

二月份相配! 以通常冬至所在的月份配

子!称其为&建子之月'$周朝时就是以建

子之月为岁首! 即把冬至看作是一年的

开端$据传!冬至在历史上的周代是新年

元旦$

我们中华民族世代子孙常年累月在

和大自然的斗争中! 逐渐摸索出了四季

转换规律$ 周口的广大农村有句谚语叫

&吃了冬至饭!一天长一线$ '意思是!农

妇做针线活!过了冬至这一天!就可以一

天比一天多做一根线的活了$

冬至是一年之中黑夜最长白天最短

的一天$古话说&冬至一阳生'即源于此$

民间有句俗谚说/&过冬至不吃饺子

会冻掉耳朵$ '所以说!只要到冬至!家家

户户都要包饺子吃$秋深风疾扫落叶!冬

至到来始觉寒$羊年冬至即将来临!这就

标志着今年真正寒冷的时候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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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孙子认老家
王新扩

前些年!我们带着儿子疲于奔波!造

成儿子学无定所$ 在省会好不容易找了

家公办初中吧! 可儿子发牢骚说/&我现

在已是高二学生的年龄了!再读九年级!

坚决不上+ '为此!我们爷俩吹胡子瞪眼

好几天$结果!儿子还是成了我们家里第

二代农民工$

我算是第一代农民工中的幸运儿$

自己经过多年的拼搏! 如今在省会开了

家面馆! 买了楼房$ 儿子也在城里完了

婚!生了子$ 三年前!把面馆交给了儿媳

打理$ 我和老伴带着孙子! 尽享天伦之

乐$

有一天!孙子突然问我/&爷爷!咱有

老家吗( '

我说/&有呀! 咱老家在金鸡岭下的

梳妆阁村$ '

&哦!难怪同学们都说我是新市民+'

孙子瞪大眼睛说$

是啊!自从举家户口迁到省会后!老

家在儿孙们心中便成了一个概念$ 他们

认为!老家就是老辈人生活过的地方$

孙子问起老家后! 我便反复给他讲

金鸡岭美丽的传说和梳妆阁里动人的故

事$ 也是从那天起!我有个大胆的决定$

去年!我悄悄回了几趟老家$

今年端午前夕! 家人一致通过我的

提议! 抽个礼拜天全家人到老家去一日

游$

上周六一大早! 我们全家就开始向

老家进发$ 俩钟头后!客车抵达金鸡岭$

登上金鸡岭! 孙子就猴似的蹦在前

面$不大一会儿!他双手捧着啥东西跑过

来兴奋地说/&你们看! 我捡了好多巧克

力豆+ '

孙子的举动把四个大人逗乐了$ 老

伴的泪花都笑出来了$

&宝宝!赶紧扔掉!你捡的是羊粪疙

瘩!脏+ '我说着忙把手中的矿泉水瓶盖

扭开!准备给他洗手$

可孙子攥紧双手! 紧绷着小脸表示

抗议$

&再不撒手!妈妈打你啦+'儿媳有些

生气$

&好啦!好啦!先让奶奶替你保管$ '

老伴将孙子手中的&宝贝'诓了下来!用

纸巾包好装进挎包$

给孙子洗洗手!我们继续赶路11

&宝宝!你看!岭南坡那个村庄就是

咱的老家梳妆阁+ '我说着用手指引着$

&噢!到老家了喽000'孙子叫着一

阵小跑冲下了坡$

我们走进村!刚与大伙寒暄几句$老

支书大魁闻声迎上来说/&柱子到家了!

走!赶紧随我来家吃饭$ '

&不了!老哥!还是去村民俗馆与大

伙一起吃吧$ '我说$

&那成!走吧$'老支书说罢前头领着

路$

&爸!咱村啥时候建了民俗馆('儿子

好奇地问$

&还不是多亏了11' 老支书抢先

说$

&大魁哥+ '我忙打断老支书的话$

&那是多亏了国家政策好!镇上给咱

村申报了个省级民俗文化村$'老支书接

茬说$

走进民俗馆$ 几位老人正在生火做

午饭$

我和老伴!跟老人们叙着旧$ 孙子

他们则忙着在院子里拍照留影$ 孙子爬

上石碾台!用力敲击着挂在老槐树上的

钟!高声问我 /&爷爷 !这里打过地道战

吗( '

孙子一句话!惹得大伙一阵好笑$

午饭后!孙子意犹未尽$ 见状!老支

书说/&宝宝!爷爷给你表演老牛打场!好

不好( '

&好啊!好啊+ '孙子听了非常高兴$

一帮老人从木制农具展厅里扛出木

叉!开始摊晒事前备好的麦秧$我和儿子

帮老支书从石制农具展厅里推出一个石

磙$老支书娴熟地安装上磙罗锅!挂上捞

石和牛套$

看准备的差不多了! 老支书说/&我

回家牵牛$ '

老支书牵着黄牛来到时! 也把自己

打扮了一番/白羊肚子头巾!黑裤带!腰

间别个旱烟袋! 一副六七十年代农民的

装束$

一切就绪$ 老支书&啪'地甩了个响

鞭!&哦'一声发出指令$老黄牛便开始在

他的牵引下拉着石磙&吱吱呀呀'一圈圈

打起场来$

尽管老黄牛被老支书训练了几个

月!可刚拉几十圈就走走停停!撅起尾巴

屙滑屎$见牛尾一撅!老支书忙拿起放在

脚旁的粪斗对着牛屁股去接$ 起初跟着

牛转圈的孙子!这时已累得气喘吁吁$他

停下来!双目紧盯住牛屁股$

&牛又尿啦+ '孙子叫嚷起来/&快接

住+ '

众人看着孙子!一阵哄笑$

&牛尿是没法接的!去接就会溅到人

脸上$ '我忙给孙子解释$

&任它尿!不是把麦子都污染了吗('

孙子说$

&爷爷小的时候!农民都是这样打粮

食的!但在磨面之前!必需用水把麦子淘

洗干净$ '我说着走到牛尿过的地方!扒

开麦秸!捧起一些麦子!拉着孙子来到水

龙头前$我用水将麦子洗了洗!顺手捂进

嘴里一些津津有味地吃起来$

&爷爷!好吃吗( '孙子一脸狐疑$

&嗯!好吃!香+ '我说$

&我尝尝$ '孙子说着伸出手!从我手

心里小心翼翼地捏了两粒!先用鼻子闻一

闻!又用舌尖舔了舔!才放进嘴里咀嚼$

&宝宝!新打下来的麦子香不香('我

问孙子$

&香!真香+ '孙子不住地点着头$

接下来!翻场!起场!扬场!收粮!垛

垛$ 一场麦子打下来!天色已晚$

晚上!我静静地躺在麦秸垛上$小孙

子偎依在我的怀里!睡得香甜$

望着满天眨动的星星! 我长吁了一

口气$心想!我柱子老了老了又做了一件

有意义的事儿$

一湖残荷

!

王雪奇

一场风雨

把你的容颜变了模样

我不知你的心 是否忧伤

往日的游客 已不知去向

恭维的话 曾经落满整个湖面

摄像机 也曾咔嚓闪光

文人赞美你的品格

出污泥而不染

墨客把你留在心间

让其妙笔生花

一幅小荷尖尖

便会让人心旷神怡

而今我站在湖边

默默无言

还有阴沉沉的天

也不想多语

几个垂钓的老人

苍老的像几株焦枯的荷

已没有多余的精力

顾及垂钓之外的一切

只有我独自看到

一湖残荷

虽没有了绿叶和鲜花

但那嶙峋的枝干

让我想起了李商隐

也想起了他的诗#$$

秋阴不散霜飞晚

留得枯荷听雨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