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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桂霞

春节过后! 一场大雪给春天洗脸!

一场小雪给春天化妆" 就这样!转眼两

场雪就悄然无声了"

春天的脚步来得急切"

风忽然变得温柔起来! 涡河里的

水!波光粼粼"河岸的草皮也由黄泛青!

田野里的麦苗涌起绿色的波浪"白色的

羊群在树林里悠闲自得! 或者潇洒漫

步!或者眯眼蹲卧享受暖暖的阳光"

最惹眼的是大街上女孩子的衣服!

突然变薄了!靓丽多彩!飘逸的纱巾浸

润春的气息!随风荡漾" 许多女孩子的

脖颈露出来! 穿着低领毛衣裙! 脸儿

粉嘟嘟的"

春天来了# 行道树自信地摇着绿

色的手掌! 在阳光里热情地对路人微

笑" 路人也变得温暖了! 在心底里微

笑着"

鸟儿的声音更加响亮地落入清晨

的花盆里" 我端起一杯咖啡! 依窗微

笑" 是的! 在这春天里! 我要留给自

己最美的微笑"

倒春寒

阳光越来越明媚! 风儿越来越温

柔! 几粒鸟鸣唤醒了春天"

朵朵的白云飘浮天空! 含情脉脉

望着大地! 望着大地上萌动的万物"

广场上迎春花开了! 风筝也飞起

来了! 孩子们奔跑着! 抖动的细线牵

引着目光! 幸福漾溢着红红的小脸"

小区里的空地上晒了许多被子 !

几位老人沐浴在暖暖的阳光里! 东家

常$ 西家短地说着各自的儿女" 小白

狗卧在软软的草地上! 舔着晒暖主人

的鞋子" 小花猫躺在白发老人怀里打

着呼噜! 竟然美美地睡着了" 老人则

笑成了一朵灿烂的菊花! 那样子似乎

回到年轻的时候! 怀抱着乳儿醉在阳

光里"

这个春天! 来得太快了! 人们嘴

里议论着! 似乎还沉醉在冬天的梦里

没醒" 冬天不冷! 他们的心! 就越来

越不踏实"

傍晚一场大风! 叫醒了醉在春天

里的人们"

女人边在灯光下辅导孩子的功课!

边听着窗外呼啸的风声叹气% 这个人

啊! 你就不听我的话! 出门在外! 衣

服带少了吧" 多带一件羽绒服! 轻便!

防寒! 多好啊&

手机上大风降温的天气预警! 一

遍遍出现! 及时提醒着躺在温柔梦乡

里的人们' 一场风! 一场雪! 春天就

会转身 ! 就会变脸 " 亲爱的 ! 别怕 !

冬天就是那么一刹那" 咬咬牙! 就过

去了" 春天最终还是要回来的"

温暖在我们心里住着呢& 只要自

己别伤害自己! 倒春寒! 一点儿也不

可怕" 阳光又回到了心田" 尽管窗外

大风呼啸! 门窗叮咚地响! 那就当做

风儿给你的配乐朗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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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建华

一

三川吐绿绽新容

昨夜风云又回冬

莫道天公吝春色

漫空飞雪兆年丰

二

窗外雪舞续冬寒

春雨哀怨两重天

落地方知同归处

化作甘露润三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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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在林

赞扶沟郑银村镇银行

银行开业动扶天!

存款息高务业专"

开户存钱赠礼品!

感情服务礼当先"

村头即景

彩楼小院四方方!

群妪门前笑语长"

两个雄鸡飞跳斗!

黑白犬戏后尘扬"

赞王氏烧酒

白潭镇王庄王氏烧酒被评为河南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赋诗贺之"

老汉酒弗尝!

赋诗亦赞扬"

饮者常赞美!

不颂闷得慌"

!"#$%&

高曙光

#走了就不要再回来$%柳子鸣对着

路口远去的背影大声喊&

#你一定给我记着$ %一阵顶头风!

这句话被吹了回来!柳子鸣自己听得最

清楚!这是她自己的声音!还夹杂了被

风扬起的沙尘&

那个背影走远了! 那个她最熟悉的

背包上挂着的毛绒猴在柳子鸣的视野中

渐渐模糊下来!直至在村道拐弯处消失&

那是路寒的背影&

路寒就读的大学在南方!开学时间

早一点! 明天就是开学报到的日子!今

天就要在路上了!路寒的父亲今天没有

去卖菜!他在看电动车的电量显示是否

已经充满&这辆电动车是路寒上高一时

为了方便接送才买的! 三年过去了!这

辆电动车虽然破旧! 但还是能骑的!本

来打算以旧换新的!可是父亲前天却更

换了蓄电池!他说这辆电动车自己骑习

惯了!新的反而觉得不好使&

昨天!路寒的父亲去了镇上把学费

和生活费打到了路寒的银行卡上!父亲

在镇上买了些菜拎到厨房里!母亲在厨

房里做饭!父亲进了厨房!坐在灶膛边

烧火&

#把肉剁一剁!包顿饺子!再做几个

菜!子鸣也要来&%路寒听到了父母在厨

房里的对话&

#你给我的那沓钱里有一张假的一

百元!银行给没收了!那一张挺新的!不

会是年前菠菜贵的时候收的吧' %路寒

的父亲从灶膛里取出一根正在燃烧的

柴!点着了一支烟!按在嘴唇上的手指

有点抖&

#啥' 那张是假哩' 我看了好几遍!

有暗影啊& %路寒的母亲不再切菜&

#算了!就当咱没有!咱地里的菠菜

也冻死了& %

#那不中! 为这点菠菜我半夜里去

盖塑料布! 剜下来咱自己都不舍得吃!

全都卖了!最后落个假钱!我记得还找

给那个女哩八十块钱啊!那个人好像不

是咱这里的!我这记性也不好了!咋这

样呢&%路寒的母亲又使劲地剁菜!案板

当当响&

#别说了!孩子该走了!化肥钱到收

麦时再还!这几天我再多卖些菜不就挣

回来了吗& %

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热腾腾的饺

子!还有几个菜!路寒的父亲打开那瓶

路寒春节前从外地带回的酒!这是路寒

做家教时那个孩子的家长特意给的!说

是感谢路寒让孩子有了学习的信心&

子鸣是路寒的初中同学!她没有上

高中!而是选择上了卫校!今年是在卫

校的最后一年!学校要求学生自己联系

实习单位!子鸣选择了镇卫生院!她说

在这儿可以天天回家&

路寒的家在村口!子鸣的家在附近

的另一个村子里!每天都要路过路寒家

门前!从小学到初中!路家对这个大眼

睛的女孩子也特别喜欢!也总会聊上几

句的!至于两人最近的交往!路家人也

是乐意的&

饭桌上!路家父子言语不多!路寒

给父亲倒了酒!父亲把鼻子凑到酒杯上

面!闭上眼睛嗅了嗅!然后喝了一小口!

含在嘴里!再咽下去!很高兴的样子&

#好!好酒!不辣& %路寒的父亲把酒

杯里的酒端起来一饮而尽&

路寒拿起酒瓶要倒酒! 子鸣阻止了

他&

#酒不能多喝!一天一杯就行!今天

就这么多了&%子鸣对路寒说!她觉得像

医生的嘱咐!又觉得有点不合适!脸就

红了&

#哎!说的是啊!我这段时间酒喝得

太多!身体有点不适!前天去镇上检查!

医生也说让我注意烟酒! 酒啊! 少喝

点& %路寒的父亲把酒杯挪开&

#子鸣!来!吃饺子& %路寒的母亲看

着红着脸的子鸣&

送行饺子接风面!这习俗依然在延

续着&

饭后!路寒父母说要去地里看看蔬

菜的长势&

家里只有两个人&

#你明天走吗' %

#车票订好了! 先去县城! 再坐大

巴& %路寒觉得这在重复昨天手机上的

内容&

两个人都在重复昨天的心情!别离

后的沉默都是这样!语言显得苍白了&

时间凝固了!两人都没有意识到对

方还在站着!也没有互相倒茶!也没有

小情侣的牵手与拥抱&

#明天()明天我送你吧' %子鸣突

然抬起头来!那双明亮的眸子里投射出

春天的波光!她在等待着路寒的回答"

*不用送了!我也没让我爸送+ %路寒

觉得这样的回答可能会让子鸣曲解她"

*明天我送你" %

一天很快过去!一大早!路家就为

儿子准备好了行囊"

离别前是父母的嘱咐!还有自己的

辞行"

*爸妈!您注意身体!地里的活儿!

能不干就不干了! 现在都机械化了!打

药都用无人机了" %

*知道了!省劲儿!就是费点钱" %

路寒又给子鸣打电话! 没人接!就

发了短信说自己已经在路上了"

子鸣正在实习的镇医院里与值班医

生对一名刚接诊的病人实施急救! 抢救

一直在持续! 病人的家属在急救室外面

焦急地等待!子鸣的手机不在她身上"

病人终于苏醒!子鸣擦了擦额头上

的汗"

她突然想起送人的事! 赶紧找手

机!手机上显示有十个未接来电!是那

个最熟悉的号码!她看到了他发来的短

信!她拿起手机就往外跑"

子鸣看到了路寒的背影! 她去追!

路寒大步流星!没有等她的样子!只有

她送给他的那只毛绒猴子!在路寒的背

包后晃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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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辉

成都!确实是旅游者的天堂& 来之!

方可体会真正含义& 于是利用休假之

日!来到了以雄-秀-奇-幽而著称的旅

游胜地成都"

成都!因都江堰而美丽" 都江堰位

于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城西!坐落在

成都平原西部的岷江上!始建于秦昭王

末年!距今已有
+$$$

多年的历史!是蜀

郡太守李冰父子在前人鳖灵开凿的基

础上组织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 由分水

鱼嘴 - 飞沙堰 - 宝瓶口等部分组成 !

两千多年来一直发挥着防洪灌溉的作

用! 使成都平原成为水旱从人- 沃野

千里的 *天府之国%! 是全世界迄今为

止! 年代最久- 唯一留存- 仍在一直

使用! 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

工程! 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勤劳- 勇

敢- 智慧的结晶"

没去成都之前!在我想象中 !都江

堰应该是一个庞大的建筑工程!没有想

到是李冰父子利用地形!经过八年努力

而形成的水利工程" 据资料记载.都江

堰被誉为*世界水利文化的鼻祖%!还是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年联合国

世界遗产委员会第
+,

届大会上! 都江

堰水利工程以历史悠久- 规模宏大-布

局合理-运行科学!且与环境和谐结合!

在历史和科学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

值!被确定为世界文化遗产& 成都市青

城山
&

都江堰旅游景区被国家旅游局批

准为
"-

级旅游景区&

站在都江堰工程的正对面!我们凝

视的是一种精神!一种智慧!一种留给

子孙后代的宝贵财富!永远激励后人拼

搏-奋进-向前&

成都因宽窄巷子而美丽& 宽窄巷子

位于成都市青羊区长顺街附近!由宽巷

子-窄巷子-井巷子平行排列组成!为青

黛砖瓦式仿古四合院落!也是成都遗留

下来的较成规模的清朝古街道!与大慈

寺-文殊院一起并称为成都三大历史文

化名城保护街区& 宽窄巷子素有*中国

特色商业步行%*四川省历史文化名街%

*成都新十景%*四川十大最美街道%等

称号&令游览者络绎不绝!赞不绝口&听

导游讲!宽窄巷子由营房宿舍慢慢与川

西民居融合为一!保留民居内具有川西

风格的庭院形态! 建筑构件如窗扇-雀

替垂花柱等从细节上再现了老成都的

生活韵味& 宽窄巷子的沿街传统特色立

面保存完好! 以院门的形式最为丰富&

每家每户的大门呈现出不同风格-不同

材料-不同朝向-不同尺度!有屋宇式-

石库门等等& 加上黑灰墙与小青瓦做的

窗花!使整个街道的主调呈现出清代的

特征& 听当地老者讲!宽窄巷子在清朝

宣统年间的名字叫兴仁胡同& 窄巷子有

清末民初的建筑!其中还有一些教会留

下的西洋风格建筑& 宽巷子是*闲生活%

区!是老成都生活的再现& 宽巷子里有

老成都生活体验馆!风物和老成都民俗

都在这里集聚& 窄巷子是*慢生活%区!

展示了老成都的院落文化!这些院落大

多被颇有格调的酒吧-餐厅所占据& 游

客们扎在巷子里! 闲散地度过整个下

午!感受时光的停驻& 窄巷子是以西式

餐饮-轻便餐饮-咖啡-艺术休闲-健康

生活馆-特色文化主题店为主题的精致

生活品位区!让游客流连忘返& 宽窄巷

子是成都人的写照!成都人的生活在这

里找到了答案& 成都人真正回答了为什

么生活!怎样生活等问题!这是游客们

来成都游玩的又一大乐趣&

成都因蜀绣而美丽 & 来到成都 !

不欣赏蜀绣肯定不行& 蜀绣是中国刺

绣传承时间最长的绣种之一& 蜀绣形

象生动! 色彩鲜艳! 富有立体感! 短

针细密! 针脚平齐! 片线光亮! 变化

丰富& 蜀绣技艺严谨精密! 讲究施针!

针法变化多样! 针脚整齐! 掺色轻柔-

虚实合度- 变化多样! 具有浓郁的地

方特色 & 蜀绣题材多为花鸟 - 走兽 -

山水- 虫鱼- 人物& 讲究 *针脚整齐!

线片光亮! 紧密柔和! 车拧到家%& 充

分发挥了手绣的特长! 形成了具有浓

厚的地方风格& 题材多吉庆寓意! 具

有民间色彩& 纯手工的刺绣! 确保了

画面逼真! 造型多变! 图案精美&

蜀绣常用晕针来表现绣物的质感!

体现绣物的光-色-形!把绣物绣得惟妙

惟肖& 如鲤鱼的灵动-金丝猴的敏捷-人

物的秀美-山川的壮丽-花鸟的多姿-熊

猫的憨态等等& 蜀绣已发展到双面-异

形甚至异色& 最高境界的双面异色异形

绣!正反两面图案-颜色截然不同& 当地

一位朋友把我领到成都最大的蜀绣专

卖店!令我大吃一惊!各种珍品-琳琅满

目 !个个精品 !让人大饱眼福 !赞不绝

口& 无论如何!也得到挑选一幅留作纪

念& 经朋友点赞!购买了一幅熊猫游园!

很有纪念意义&

成都因川菜而美丽& 来到成都!不

吃川菜肯定也是一大遗憾& 来到成都的

第一天!首先品尝是成都小吃& 川菜以

辣为味!以辣为名& 辣的够味!辣中带

香& 当地老百姓!对川菜情有独钟!赞叹

不已& 川菜以其*物无定味!适口者珍%

的风味特色而赢得众多食客青睐& 川菜

已形成*一菜一格!百菜百味%-*清鲜醇

浓!麻辣辛香%的特点!被誉为中国菜的

第一菜系& 毛主席曾经说过.*我相信!

一个中药!一个中国菜!这将是中国对

世界的两大贡献%! 这是给予川菜的最

高评价& 而川菜!一直以来正是以代表

着中国菜的最高水平闻名世界!享誉海

内外$ 川菜已成为中国菜系之首!使川

菜成为遍布于全中国-全世界的真正大

众民菜& *驰名世界!誉满全球%是对川

菜的最高褒奖$

其实! 成都还有很多让你难忘的

地方和物品& 成都盛产美酒! 称之为

*川酒%! 天府之国多佳酿! 蜀都自古

飘酒香& 古代文豪李白- 杜甫- 白居

易- 李商隐- 苏东坡- 陆游等等 ! 在

这块宝地上留下了许多千古绝唱& 而

今五粮液- 剑南春- 泸州老窖 - 郎酒

相映争辉!形成了蜚声海内外的川产名

酒& 还有名胜古迹!数不胜数!回味悠

长& 杜甫草堂-武侯祠-文殊院等等!记

录历史辉煌& 还有很多很多,,一次

不能游完! 留点想法! 有机会下次再

来& 但 *悠然自得! 安憩生活 % 的成

都品位! 将留下永远的记忆&

!小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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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对面!有个烧饼店& 开店的是

对小夫妻!妻子高个!俊俏/丈夫矮胖!

憨厚& 夫妻俩加一块儿不会超过五十

岁!一手烧饼打得地道& 我早上喜欢吃

热烧饼夹咸菜就豆浆/中午吃热烧饼夹

牛肉或者咸鸭蛋!就碗小米粥/晚上热

烧饼泡排骨汤或随便什么汤& 于是!与

卖烧饼的小夫妻熟识起来&

烧饼店很小! 夹在两个饭店间!面

积不会超过十平方米& 进出的门应该开

在后面!对着顾客的是个半米左右的方

窗& 从窗口能看见夫妻俩忙碌& 丈夫揪

一团面放案板上!用力揉透了!伸出胖

嘟嘟的右手掌一压!面团成了圆饼& 左

手掂着面饼一角!右手用擀面杖旋着擀

出一个*圆月亮%!*啪-啪%!手上沾满油

用力一拍一抹!伸勺子入瓷盆!舀满勺

白芝麻!手腕一抖!芝麻均匀地撒在*圆

月亮%上& 靠炉子站着的妻子!伸手铲起

*圆月亮%!*啪%! 贴进炉子! 没过几分

钟!诱人的香味飘溢出来& 两个人配合

默契!动作行云流水!表情安静满足!眼

睛里是幸福甜蜜& 妻子名叫槐花!喜欢

说话!说着说着哈哈笑几声/丈夫叫大

壮!不大言语!嘴角放着微笑默默干活&

等烧饼出炉的时间!我常站在方窗

前与他们聊天& 槐花告诉我!他们是河

南周口人!都是初中毕业& 结婚没几天!

俩人跟着槐花的二舅学打烧饼& *我们

才出师两个月呢!大哥多提意见啊& %槐

花笑着说& 我说.*烧饼烤得焦香!盐味

拿捏也很到位& %槐花听我说完!扬拳在

大壮肩头打了一下!大眼睛闪着快乐的

光芒!说.*大壮!看!大哥表扬咱们呢& %

大壮嘿嘿地笑!手下揉面团的力度重了

些&

听槐花说 ! 他们是媒人介绍认识

的!相亲时!槐花没瞧上大壮& 按礼节相

完亲女方要送男方出村!姻缘不成不能

短理!槐花送大壮出村& 大壮走不远跳

进了沟里!槐花吓了一跳& 过了一会儿!

大壮抱着只小狗爬上来& 小狗的叫声弱

得像蚊子哼哼& 这只小狗被遗弃两天

了! 槐花早上路过时站在沟沿看了几

眼!黑色小狗蜷缩在沟底哼哼着!看样

子马上要死了&

媒人问槐花!感觉大壮咋样' 槐花

不说中也不说不中!事情就搁着了& 过

了一个多月!槐花骑着电动车路过大壮

家!看见条黑狗油光发亮!绕着大壮欢

实地跳& 槐花笑着掉头走了& 回家给媒

人打电话!婚事就成了&

这对小夫妻很勤快!能耐苦& 冬天

好些!夏天难熬了& 小店空间小!天气

热!火炉烤!遭罪了& 一台风扇!俩人轮

换班吹& 一次十分钟& 我发现大壮趁槐

花不注意偷调挂钟!这样!槐花可以多

吹五分钟风扇& 看他们熬煎着酷暑!我

说.*你们停个把月!等这段酷热过去再

做生意吧& %槐花说.*那可不中&生意不

敢随便关门& 再说!房租很贵呢!我们又

急着还账& %

我奇怪了!现在刚结婚的小夫妻哪

个不是攥着几万彩礼钱呢' 槐花和大壮

怎么还欠钱呢'

槐花告诉我!她出嫁时!大壮家拿

了八万块钱的彩礼& 槐花还有两个相差

两岁的弟弟!每个弟弟办事都要脱爹妈

一层皮& 槐花的彩礼钱!贴补进了大弟

弟的楼房里& 当时槐花家说的彩礼是

五万! *帖上带好%& 换帖钱和要好-

送好钱都在一堆儿! 还省去大壮家娶

亲的 *赖三趟%! 就是换帖- 要好- 送

好去女家的三趟! 另外也不要一万块

钱的上车礼 ! 五千块钱的下车礼了 &

大壮家很满意这门婚事! 说是亲家够

意思! 自己不能丢人! 硬是又借了三

万块钱! 拿了八万块钱彩礼! 加上原

来借的一万! 就是四万块钱的外债了&

大壮爹娘要去建筑工地打工! 说! 现

在这社会! 舍得力气几万块钱账不算

啥& 槐花拦下了公公婆婆! 说! 嫁过

来就是一家人了!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自己年纪轻轻的! 不能让上年纪的爹

妈出外受苦& 槐花拉着大壮学会了打

烧饼的手艺! 来城里租了这个小店&

槐花说.*大哥!我们以后一定会有

个像模像样的烧饼特色店!最起码要三

间大店面& %说着又扭头问.*是不是啊

大壮' %大壮嘿嘿笑!点着头嗯嗯着& 我

接过新出炉的烧饼! 说.*一定会实现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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