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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秋彬

噫兮! 仙城者何地乎" 豫东龙都郸

城县治也! 斯域堪小兮腹于黄淮沃土#

四接圣灵之疆$ 东来魏王之紫气%南腾

颍水之浪花%西接人王太昊陵%北倚老

子太清宫$ 噫呼兮! 得天独厚&人杰地

灵$生炎黄之仙气&流华夏之长风$世外

桃源$ 人间仙境&欲美吾土&赋以罄竹$

夫古之圣邑&历史悠久$ 段寨遗址&

考新石器之文明%汉墓陶器&证先民之

兴盛$ 早属陈楚 &经夏商周三朝昌衰%

后于谯郡 &历春秋五霸亦称雄$ 西汉宁

平立县&隋初建垣&唐废郸县分并鹿邑'

宛丘&明清列属陈州&民国鹿邑设县复

纳之&新中国先置办事处&后正以县域$

老子?畔置炉&火尽丹成&故曰郸城%王

禅观棋悟道&羽化登仙&又称仙城$

若夫人文风貌&千古胜迹$ 英贤荟

萃&沐亘古文化之风%仙风化灵&开伏羲

李耳之道$ 英豪尽出&文韬武略&千载功

臣&彪炳史册(西汉汲黯&武帝之能臣%

宗室刘伯姬&高祖刘邦之亲%明末王苍

坪&清廉之贤良%清末刘澄之书画&举国

盛名%朱炎昭&诗书画全才&冠绝豫皖之

邻%抗日将领彭雪枫&铁血丹心&威武歼

敌%将士李宗田&宁死不屈&舍生取义%

人大代表贺恒德&澧兰沅芷&舍财筹建

民俗园%奥运冠军朱婷&女排主攻&郎平

得意小榔头$呜呼)叹千秋英魂沉钩&佑

在天之灵%感浩然正气长存&开今世先

河$

悠悠古邑&圣迹尚存$ 宁平公主陵&

草木蓊蔚%汲黯城西冢&幽静威仪%李小

楼汉墓&出先民之文物%城中桥南&红军

碑清风凛凛%?水炼丹&记三千道德经%

王子桥弈&仙台永驻$ 火神庙'天帝庙'

周公庙 &道教香烟袅袅 %佛教寺 '柘邱

寺'三教寺&佛家菩提婷婷$

至若工业科技&文化农建$ 工业盛

隆&得改革开放之先机%科学兴邦&安城

乡万民以富庶$ 百业俱兴催虎跃&开拓

进取旋蛟龙$ 西部新城&奇美异秀&求发

展敢为天下先%东区腾飞&生机勃发&谋

生产代代振雄风$ 财鑫集团&居国内民

营五百强%金丹乳酸&创科学产销亚洲

第一%世纪广场&宽阔幽雅&逸游人于安

定清闲之中%郸城一高&英才辈出&济学

子于北大清华之里$

上下五千年&文化自斐然$ 中国戏

曲之乡&坠子豫剧&锣鼓咚呛&戏台搭遍

乡街之道%自古书法圣地&诗词书画&翰

墨临池&雅韵香飘百姓之家$ 恩皇天后

土&赐物阜民丰$ 林茂田肥&四季温和&

利农耕&收万亩膏腴&五谷丰登%三农惠

策&整改优化新农村&建遍地高楼&鳞次

栉比$

嗟夫! 君不见" 仙城风土&溢翠流

香'钟灵毓秀&镶豫东之明珠%君不闻"

古城秀邑&琼楼玉宇'沃野千顷&绽中原

之奇葩$噫吁 !仙城之县&美哉!状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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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玉海

一
秣马厉兵十余春!

鏖战里约又夺金"

体坛追梦励壮志!

扬帆奥运树雄心"

苦练为战英姿爽!

重振雄风气吞云"

力克劲旅冠三甲!

欣慰排坛继有人"

二
回首征程风雨遥!

几多辛酸心头浇"

霜月汗水透征衣!

骄阳滚打练绝招"

良驹不惧途崎!

骤雨疾风知劲草"

蟾宫折桂帼国梦!

千钧郎头砺战刀"

喜看里约征战酣!

中国女排勇夺标"

$%&

朱祖领

豫东平原&我的家乡&夏秋时节&打

麦场上总是荡漾着欢声笑语$

麦子将要成熟的时候&下了雨&老年

人说是造场雨$生产队赶忙派人把闲了一

冬一春的麦场平整好&在土壤适合的情况

下套牲口耙场&抹场&造场$精心整理过的

打麦场干净光滑&像现在的柏油路面$

*蚕老一时& 麦熟一晌+$ 麦子成熟

了#生产队召开一次群众收麦动员会$ 会

上#戗麦'割麦'拉麦'打扑子'拉搂筢#老

人孩子拾麦头#分工合理#恰到好处$

收麦开始了#田野里'道路上'麦场

里到处是一派繁忙景象$ 青年男女手拿

长把铲子#*吃吃吃+铲子到处麦子倒地$

打扑子的把戗倒的麦子打成扑子# 鞭把

赶着牛拉车来拉#大车前后绑好羊角子#

装车的和踩车的配合得好# 把车子装得

像小山一样#颤颤巍巍地拉到场里$四个

人钻下去#手抓车底#背扛车把#呐一声

喊#轰隆一声#麦车倒地#场上的人再垛

成麦垛$

哪块地麦子长得好# 有妇女们挥镰

割下# 捆成捆# 拉到场里垛好准备摔麦

茬#在大家都还住草屋的年代里#修房或

盖房必须用麦茬$

拉完麦的地里#队长领着学生们组成

的筢子队#搂零碎麦子$ 谁搂得堆大多发

几个麦黄杏#谁的堆小少发些$ 为了多吃

到杏子#孩子们积极性特高#麦地里搂得

很干净#那时叫*颗粒归仓#寸草归垛+$

场上进的麦#必须当晚上垛#忌场上

有麦$ 夏季雷雨多#天说变就变$ 如果垛

不了垛#遇见下雨#或连阴几天#麦粒在

穗子上生根发芽#就打不成粮食了$

我们生产队
+$$

多亩地# 麦都进了

场$场上垛满了或长或圆的高高的麦垛$

孩子们有了玩耍的天堂$ 最好玩的游戏

有 *捉迷藏+*打狗腿+*吹豌豆+$ *捉迷

藏+藏在麦垛旮旯里还好找#可藏在麦垛

里就难了#小孩子小#挪动两个麦捆子#

朝里一站#再堵好#任凭找方喊破喉咙#

他不动#就是找不到$ 做*打狗腿+的游

戏#须有三个小朋友$ 玩具来自麦秆#做

成*狗腿+*铜锤+*鞭秆+$ *狗腿+#中间带

节的麦秆四根#*铜锤+#一头带节的麦秆

四根#*鞭秆+#不带麦节的麦秆四根$ 长

度是握在手掌里#两头不能漏出来$工具

准备好# 三人手里各拿一样# 然后来输

赢#赢家先出#推磨顺序#出的什么不得

公开#第二人接一个#出一个#以此类推#

直到谁手里四根完全一样#谁就赢了$谁

连赢三次#就截取一个较粗大的麦秆#约

三四寸长# 轻轻地在一头劈开# 向外翻

着#状如小喇叭#仰面躺着#放在嘴里吹$

另外两人找来豌豆粒放喇叭上让其吹#

吹得恰到好处# 豌豆不高不低在麦秆喇

叭上晃动#可持续四五十秒钟$有时他们

也打扑克牌#下五道方$

麦场的晚上#大人们扛着被子#挟着

席儿来看场#孩子们也跟着$ 晚上凉爽的

风吹过田野#吹过打麦场#吹着庄稼人那

赤条条慵懒的身子#非常惬意$ 大人们教

孩子顶风睡没有顺风睡凉快# 孩子们一

试#果然不假$ 在大人古今中外天南海北

的说话声中#孩子们早早进入了梦乡$

忙完麦地里的回茬活#有了好天气#

生产队就开始碾麦了$

一大早#麦场上就热闹起来#男女老

少齐上阵#几个人拿着大扫帚把场扫干净#

几个人搬耙上垛把麦子扒下来#推麦子的

一趟一趟地推#最后整个场上摊满了#当天

的摊场就结束了#队长让放工吃早饭$

鞭把们上午比群众上工早# 大家还

在吃饭#他们牵上牛马#套上石磙#挂上

石#头戴草帽#一手牵缰绳#一手拿鞭

子#开始碾麦$ 天空瓦蓝瓦蓝的#一丝儿

云也没有#太阳火辣辣地照着大地#照着

打麦场$当鞭把们兴致来的时候#连着炸

响几个响鞭#高一声低一声地吆喝骡马#

三匹骡马就小跑起来# 碾麦的速度和效

果不低于一个小手扶车$ 接着吆喝声调

不断变换#那音调高亢 '嘹亮 '粗犷 '豪

放$于是吆喝声#炸鞭声#磙轧麦秸声#磙

齐子的吱礣声# 共同构成了麦场上令人

难忘的情景$

当鞭把们牵着牛马碾麦的时候#男

子坐在场边吸着烟#喝着柳叶子茶#妇女

们坐在麦场边的树阴下做针线# 孩子们

则玩着自己的游戏$

队长一声吆喝*翻场了+#场边的男

子忙站起来#妇女们也放下针线#拿起杈

子走进麦场#把碾轧过的麦子翻弄一遍$

接着碾#然后翻$这样#再翻两遍#麦粒基

本脱落完# 麦秆子变成了柔软的白色的

秸草#就要起场了$ 起场的时候#有挑麦

秸的# 有推麦子麦糠的# 最后用扫帚净

场$如果有风#就开始扬场#如果没风#先

弄个*四六场+#单等起风#有时半夜起风

半夜扬$

起风了扬场开始了# 黄灿灿的麦粒

雨滴一样落到扫干净的空地上#草屑'麦

糠随风飞到了另一边$扬场风大省力#不

需扬高#麦粒麦糠#便可分开$ 排杈把裹

着麦粒的麦糠扬到六七尺高就分开#正

好$裹着麦粒的麦糠酷似一朵朵云#在六

七尺高地方分开降落#一朵又一朵#不断

上升#不断分散#飘落#别有一番情致$在

不断的沙沙声中#麦堆越来越大#扬场就

快要结束了$

每年打头一场麦子#在扬好场#拢好

麦稳子,麦堆-的时候&要烧香放炮以表

庆祝$在麦稳子的南面烧一炷香&在场边

放一盘炮&男劳力吸着队长散的香烟&孩

子们吃着水果糖&大家休息&共同享受这

美好的时光$ 一炷香燃尽& 开始灌粮入

仓&灌粮食的手拿铲斗&在稳子东边,上

首-站稳&这也是规矩$

摔麦茬的场景更是非常热闹$ 选择

晴好的日子& 早晨队长吩咐男女劳力把

麦垛扒开&麦穗朝上在太阳下晒$到了午

间&队长动员说&今天咱们趁天好麦焦&

摔麦茬&在牲口屋烧一锅*大茶+$队长事

情多&一慌把*一大锅茶+说成了*一锅大

茶+$ 哈哈哈&哈哈哈&一阵笑声过后&大

家都做准备去了$一会儿工夫&人们就搬

来了小桌'门板'石磙'板凳..麦穗晒

了一晌午&好摔$一个麦个子在小桌门板

上摔五六下&麦粒就全掉了$*嘭嘭嚓&嘭

嘭嚓+&整个麦场上到处是麦个飞舞麦糠

翻飞$摔好了的麦茬还要捆成个儿&捆麦

茬不怕天晚&往往捆到月亮升高了才罢$

晾晒麦子要选择好天气$ 满场都摊

上麦粒&毒太阳晒一上午&翻场时锨不够

用&就用脚趟$穿鞋鞋里有了麦粒不好走

路&索性脱掉鞋光脚趟&直到把脚烫得痒

酥酥的$那时候生产队打麦工具落后&所

以打场往往要持续一两个月$

打场结束&就要垛麦秸垛了$首先选

择地势高的地方打垛底子$ 垛上有几个

有经验的人领着几个妇女手拿排杈&一

边走着踩垛&一边把扔上来的麦秸摊平&

下边的壮劳力在垛的一圈朝上上麦秸&

其余的把一季子碾成的麦秸都要推到这

里来$人们紧张有序地忙碌着&场上到处

都是人& 到处充满了欢声笑语$ 麦秸上

完&再把麦糠一篮篮地扔上去盖好垛顶$

垛顶要踏实&中间高&两边坡下去&有利

排水$ 最后抽几个技术能手和一堆夹杂

麦糠的沙土泥&把垛顶抹得油光发亮$麦

秸垛收拾得整整齐齐&美观好看$

麦秸垛垛好以后& 麦场渐渐安静下

来$ 到秋庄稼成熟& 玉米' 大豆' 谷子'

棉花等陆续进场翻晒& 场上又要热闹一

阵子$

冬天春天里&麦场上往往搭台子唱大

戏&或唱大鼓书&麦场又成了娱乐场所$

如今&生产队的打麦场已经消失&麦

场里发生的故事和热闹景致也已渐去渐

远&成了遥远的记忆$代替打麦场的是几

片花格油布& 接着从现代化收割机里流

泻下来的麦子& 晒一两天就完成了昔时

麦场的任务$这是社会发展的成果&改革

带来的优越$ 然而发生在打麦场上的那

些生机勃勃的劳动景致& 还有一串串荡

漾在村庄田野间的欢声笑语& 是我们那

代人永远不能忘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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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三首#

徐桂荣

风起时!湖水的镜子皱来皱去

内里的灯火也皱来皱去

只有蛐蛐的声音

依旧是直线型的

简单!直接!一声短一声长

一声一声!没有丝毫的曲折

风!越来越急!越来越大

树木开始喧哗

青草和泥土的香气

扑面而至

湖水!以及湖水中的灯火

渐渐扑朔迷离

只有蛐蛐是不变的

蛐蛐!和去年一样

和前年一样!和前年的前年一样

躲在夜影的最深处!最低处

用简单而直接的声音

说着对这世界的赞美

无花果

总是跑得快的果子

最先充满糖分!尝到甜头

也总是跑得快的果子

禁不住自身的香气

最先被摘走!或陨落

所以!无花果树

让她的果子排着队

慢慢结!慢慢长!慢慢成熟

有时一天一两个

有时一天三五个

在白色的篱墙外

稠密的枝枝杈杈上

朝着高远的天空裂开酱紫色的小嘴

所以!整个春天是她的

整个夏天是她的

整个秋天还是她的

无花果!以其阔大的枝叶

和慢悠悠的步履

抵御着时光迅疾锋利的剑刃

让相继而至的这些个日子

慢了很多很多

月光照在河面上

静静的河面鳞光闪闪

像一条梦幻之路

伸向远方

月光照在河面上!河岸上

照在梦中!梦乡

我们依旧站在起点!出发地

一切尚未开始" 一切刚刚开始

月光这么美

美得和想象的一样

铺满月光的河面!鳞光闪闪

这么美" 不忍拒绝

不忍辜负

露 台

今夜!露台上不只有露

还有风!风声" 微微的

有雨!雨声" 时断时续的

有蛐蛐!秋虫们潮水一样的鸣吟

今夜!露台上的夜色

注定是饱满的!浓稠的!沉重的

像一颗不眠的心

潮湿!动荡!不安!混沌

时而清晰!时而凌乱

像一颗不眠的心

今夜的露台

承载着一场初秋的夜雨

并被夜雨不停地冲刷着!激荡着

漂浮不定

焦辉

' (

老人穿着褪色的老年衫& 淡黄色的

肥裤子&圆口布鞋里露出黑丝光袜子%他

坐在人行道树下的一块砖头上& 眯缝着

眼打盹$ 老人的穿戴打扮' 身形像我父

亲$ 我急忙走过去&脚步放得很轻&怕惊

扰老人$ 老人国字脸&浓眉毛&花白的头

发梳理得整齐&大鼻子&厚嘴唇&鼻子两

边的竖纹很深&相貌也像父亲$

父亲因病离开已十三年余$ 父亲病

时&我刚添了个孩子&经济困顿$ 父亲在

县医院医治&因是肝癌晚期&主治医师没

有好的治疗方案$ 我想带父亲去郑州或

北京'上海甚至国外医院治疗&这样也许

能延续父亲的生命$但这是奢想&家里的

钱早已花光& 能借到钱的亲朋已经借了

一遍&有几家借了两遍$庄户人家的钱都

是汗珠子摔八瓣从黄土地里抠出来的&

手中的余钱像受灾的禾谷///秕$ 后来

父亲偷偷从医院跑回家& 躺在堂屋的木

床上&说(*孩&俺哪里也不去了$+我的眼

泪扑簌簌落在潮湿的地面&父亲笑了笑&

沉沉睡去&再没有醒来$

老人睁开了眼睛$我问老人(*大叔&

县委怎么走"+他站起来&伸手给我指路&

慈祥地笑说(*往北一百多米& 靠右就是

县委大院$ 院里有个高高的旗杆飘扬着

国旗$ +我从村里到县文联帮忙&快有四

个月了&县文联在县委大院里&我只是想

与老人搭讪&找不到合适的方法$我点头

致谢&顺手把提着的几个苹果递给老人$

他推辞$ 我忙说(*大叔&你拿着&你给我

指路&我要感谢你&我&你很像我的父亲&

我///+我语无伦次了$ 老人愣住&最后

接过苹果$我快步去上班&眼泪要忍不住

了$ 我听人说&要流泪时&仰起头眼泪就

不会流出来$我仰起头$人云亦云的东西

真实性不强&眼泪从眼角滑落$记得父亲

生病后&想吃苹果&我买了一个&父亲舍

不得一次吃完&每次吃一小块$我真该多

买几个&可药费已经交不起了$

第二天中午上班& 我又看见了那个

老人&他还是坐在老地方$ 看见我笑了&

说(*孩子&你给我的苹果很好吃&我好久

没有吃过那么香甜的苹果了$ + 我很高

兴&问(*大叔&你还想吃吗" +他摇摇头&

说(*我不想吃苹果了&我想吃粽子$ +不

远处&有个卖粽子的小贩&挂在车把上的

喇叭不时播放录好的吆喝 (*大胡子粽

子&吃了心想事成$ +我买了两个粽子送

给老人$老人慢慢剥开苇叶&晶莹洁白的

米粒散发出浓郁的香气$ 老人甜甜地吃

着粽子&很满足$ 我看着老人吃粽子&心

里充满了温暖和淡淡的忧伤$

后来我和老人熟识了$只要天气好&

他中午都会在老地方等我& 接过我给他

买的东西$ 有时候是烤红薯'煮玉米'包

子'饮料之类&有时候是一把挠痒筢子'

一把纸折扇& 或是老人临时指定要个甜

瓜'酸杏什么的$一晃&半年过去了$我们

都没问过对方的情况$ 我内心深处有着

满足和欢喜&有着安慰$

老人连着五天没有出现了& 我不得

不每天上下班拎着一顶红帽子$ 老人说

想要一顶红帽子$第五天中午&有个女孩

站在老人等我的地方& 她脚边有两个大

纸箱$我恐惧起来&不祥的感觉幽灵般围

绕$ 我走到女孩身边&停下$ 女孩望着我

手里的红帽子&试探着问(*你好&请问你

是不是经常给一位老人买东西"+我点点

头$女孩说(*老人是我父亲&我母亲去世

早&父亲退休后喜欢一个人散步$有天他

给我打电话&说是遇见一个小伙子&陪他

说话& 给他买东西吃$ 我告诫他小心受

骗&他气得骂了我几句&把电话挂了$ 我

手头有个项目&抽不开身$终于有一天抽

空回来看他&见他面色红润&精神很好$

他不断地说你和他之间的事& 我打算第

二天见见你& 谁知我负责的项目出了点

问题&我连夜飞回去了$谢谢你给我父亲

带来了很多欢乐&他一直想有个儿子&可

惜只有我一个女儿$ +

我问(*大叔呢" + 女孩眼里漫上泪

水&然后一颗颗坠落&她抽泣着说(*三天

前我父亲在医院去世了&他走时留话&把

所有的藏书送给你$ 我都装在这两个纸

箱里了&有些是珍贵的孤本..+女孩还

说了什么& 我没听见& 我紧紧捏着红帽

子&泪水渐渐模糊了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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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麦子收过&一场暴雨袭来之后&

远处的小树林里便传来断断续续的蝉

鸣&夏天说来就来了$

来的竟是这样的突然$ 人们的春

装还未来得及脱去& 夏天就这样迫不

及待地来了& 是从那温湿的地下钻出

来的吧&伴随着蝉蛹缓缓而行的脚步&

从黑暗处爬出&然后涌上树木&钉在青

青的枝叶上&趁着浓浓的夜色&努力地

一挤& 春就蜕变成夏$ 然后再展翅一

飞&就在阳光下放开最嘹亮的歌喉$

蝉声还是有点羞怯& 第一次面对

光亮的世界还是有点不太适应$ 风来

了&摇动着枝叶&仿佛摇动着它的家 &

它吓得将身子紧紧贴住树枝%雨来了&

哗啦啦的雨点拍打着枝叶& 仿佛汪洋

中的一叶孤舟& 它吓得将身子藏在叶

子的背后$ 只有在天放晴的时候&它才

敢在茂密的树林里哼几声& 稍有些风

吹草动& 它立刻噤声$ 就如那初来的

夏&看似猛烈&可有时风向一转 &它也

不得不压住自己的脚步$

蝉是夏天的魂& 在炎炎烈日中逐

渐昂起夏天的头颅$ 一场强降雨从遥

远的江南扫过广袤的华北大平原后 &

晴天就多了起来&蝉也愈来愈多&它们

成了村庄的主宰&成了树木的主人$ 一

只只雄蝉敛翅据在不同的树梢& 像乐

队的组合发出各自不同的和音$ 它们

的声音热烈&来自于丹田&有鲜明的节

奏感$ 它们有时合唱有时独唱&尽管各

有不同&但激情都是一样的&充满着青

春与浪漫& 宣泄着夏日的热情和生命

的壮丽$ 它们不需要指挥也无需歌谱&

它们是天生的歌者$ 歌声如行云流水&

在空旷的田野流动& 在古老的村庄萦

绕&给充盈着风声'雨声'鸟声'蛙声的

夏天又增添了一种别具一格的虫鸣$

激越的蝉鸣在乡村唱响& 张扬着

夏日的个性$ 庄稼在泥土里滋滋地生

长&麦子归仓 &田已锄过 &正是农闲时

刻$ 牛儿在树阴下悠闲地卧着&反刍着

胃里的积食& 反刍着岁月带来的丰富

的营养$ 狗儿在门楼下伸出红红的舌

头&尽管天热&依然履行自己的忠诚 $

孩子们也放假了& 他们一边在小树林

里玩捉迷藏& 一边不怀好意地望着密

密的树叶&而蝉儿不为所动&也无所畏

惧&依然在青枝绿叶中放声歌唱$

农人终于有了片刻的清闲$ 寻一

片绿荫&铺一领苇席 &伴随着清风 &在

蝉鸣中入梦$ 蝉鸣是调节生活最好的

音乐$ 晨间听蝉&想起高洁&蝉该是风

尘中的隐士吧) 高居树梢& 餐风饮露&

不食人间烟火$ 午间听蝉&热烈而不喧

嚣&像一群游吟的诗人&从0诗经1中的

北国&到0离骚1里的江南&从律诗到绝

句&从古体到自由诗 &既有太白遗风 &

又有新鸳鸯蝴蝶的情结& 完全是一群

放浪形骸的文人雅士$ 黄昏时听蝉&走

进生命的进程& 那该是温柔的小夜曲

吧&让人了却一天的疲劳&飘然走进梦

乡$

蝉在青青的枝头唱着古老的情

歌&让枯燥的夏天充满温馨和浪漫$

蝉在广袤的北方唱& 在蒙蒙的江

南唱% 在黄海之滨唱& 在帕米尔高原

唱$ 蝉唱响夏天&唱响中国&唱响一个

火热的季节$ 蝉缩短了中国的距离&蝉

唱响了一个古老民族的夙愿$

蝉的生命是短暂的$ 当黄叶飘零&

蝉声凄切时&夏天也走进了尾声$ 纵观

蝉的一生&贯穿整个夏天$ 蝉生命的开

始&也是夏天的开始%蝉生命的结束&也

是夏天的结束$ 夏天给蝉一个亮丽的

世界&但蝉不是生命中的匆匆过客&它

让夏天充满甜美充满缠绵的同时 &也

让夏天充满高亢和卓越$ 蝉是夏天的

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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