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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殇
顾玉杰

夏季"酷暑炎热&还有比天气更热

的"那便是溺亡者亲人的眼泪'

年年复相似"岁岁有重悲% 每到炎

夏" 总是不断听闻有人溺亡的噩耗"河

塘边回荡着捶胸顿足的哭号"水波上游

走着逝者不散的亡灵%

这让我想起自己的小学时代"村里

发生两起溺亡事件"死者都是我的身边

人%

记忆最深的"发生在
$%&%

年夏天%

我的本门同宗( 邻居铁头爷的大儿子"

乳名自力"溺亡"殁年
!

岁% 我虽年长自

力
'

岁"论辈份却要喊他叔% 这孩子生

得浓眉大眼"长得聪明伶俐"用农村人

的话说"齐整"像个)人模子*% 当年"暑

假开学我就上初中了" 时间记得很清%

一天中午"正要吃饭"村南骚动起来"门

外听见脚步声嘈杂"人都往南跑% 一问"

说是南边坑塘里淹着人了% 我慌着也跟

过去"这时塘边聚了很多人"只见铁头

爷抱着自力往卫生院跑"大人小孩也一

起拥过去% 医生翻看自力的瞳孔"按压

胸部"对嘴吹气"不停地忙活% 其实孩子

被捞上来时"呼吸心跳已经没有了% 自

力的母亲"铁头奶奶"说是奶奶"那时她

还不到四十岁"两眼哭得红肿"远远地

蹲在墙角" 等着医生把她儿子救过来%

突然传来一声哭叫"铁头奶奶噌地站起

来"连声问!)是俺儿哭的吗+ *得知是两

个小孩打架"铁头奶奶又接着不停地抹

泪% 医院抢救无效"铁头爷不甘心"人们

又奔向生产队的牲口屋" 牵来一头牛"

把自力肚朝下"搭在牛身上控水% 那时"

从小孩子的角度看" 我们不是在凑热

闹"而是感受人间悲伤"体验生死的距

离"接受生命的教育%

村里另一个溺亡者姓秦"我们不是

一个村民小组"据说死者和我二哥一起

上的小学% 他被淹死我没有亲身经历"

只听同村的人说" 这孩子比较调皮"不

听大人的安排" 在村北的寨海子里洗

澡"一个猛子扎下去"再也没有上来"书

包和衣服都留在岸上"人淹死了% 那一

年他十多岁"还没上初中% 一个活蹦乱

跳的孩子"说没就没了"父母何其伤心"

只能想像% 后来我和死者的弟弟小学同

班"对这个同学印象很深"就是因为他

哥是在坑里淹死的"大家在班里指着他

说"我也就多看了他几眼"想像着他那

死去的哥哥的模样"是不是像他一样细

高个"红脸膛"说话快了还流口水%

时光飞逝"不知不觉间"天真稚嫩(

烂漫无忧的童年( 少年时代远去了"留

下一串长长的记忆% 现在回首"与不幸

溺亡的同伴相比" 我们绝大多数同龄

人无意而幸运地度过了成长的高危

期% 那时候"农村的孩子像散养的鸡子

和狗"从来没有安静地待在家里过"他

们到处疯跑玩耍"下河(爬树(追打"却

不知这对未成年人来说" 处处暗藏着

危险和伤害% 我和身边的小伙伴们都

谙熟水性" 从六七岁就开始在水里扑

腾"经常在河里摸石头"从桥上往水里

跳"比试谁的猛子扎得远(谁在水下憋

气时间长% 大人们经常说"淹死的都是

会水的&我听了老纳闷"会水咋能被淹

死呢% 后来知道了"人"会有意外"就像

玩鹰的会被鹰啄瞎眼一样"技归技"命

就是运气了%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每年约

有
$'

万人溺亡" 其中以
(

岁以上未成

年人居多% 有时细想"人生与其说是一

场生存的博弈"毋宁说更像一场马拉松

式的命运赌局% 这场赌局我们从襁褓中

就开始了% 在这个过程中"人需要掌握

必要的生存技能"培养安全意识"懂得

珍爱和敬畏生命% 不管是失意还是辉

煌"贫穷还是富贵"都是人生的副牌% 每

个人都输不起% 没有意外没有灾"顺风

顺水到天年% 如果你做到了"恭喜"你赢

了%

实话说"过去的年代淹死的孩子不

比现在少"毫不夸张地说"村村都不能

幸免"只是那时信息传播受限"一家之

痛"还不足以构成对社会的冲击% 如今

信息时代 "溺亡个案不断汇聚 (放大 "

叠加撞击大众神经" 使之逐渐成为社

会问题% 未成年人溺亡问题越来越突

出"已由家庭之悲剧"演变为全社会之

痛% 党和政府回应社会关切" 以人为

本" 本着对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高度负

责的精神"反思管理责任"层层成立防

治未成年人溺亡组织机构"细化责任"

消除隐患" 密织起一道严防未成年人

溺亡的安全网%

防范和减少未成年人意外伤害事

件的发生"不可或缺的还有对未成年人

生存技能和安全知识的教育"让孩子们

从小就学会游泳" 而不是怕水畏水&掌

握消防常识"学会火场逃生技巧&熟悉

交通法规"避免交通意外&教育孩子们

认识(判断和规避危险行为等% 成长是

快乐的" 愿天下孩子都能远离意外伤

害"让每个家庭永远充满欢笑%

也说适味
孔令繤

两年前",周口晚报-上有人谈过适

味一词"因时染小恙"未曾关注%昨日街

头偶感"兴味盎然"也说几句%

晨练后"街头就餐"邻桌一汉子"郑

重向三个女伴交待!)给他三百元钱我

适味"你们别不适味% *同伴反映平平"

低眉信手"继续向口中输送着包子%

什么事"何缘由+外人不得而知%听

语气"观神色"系一桩较为复杂的人际

关系% 让汉子用适味一词淡定化解了"

妙不可言%

粗翻辞书" 未见适味一词的解释%

从字面看"是口感美好的意思% 而在豫

东郸(淮一带就不同了% 在那里适味一

词用得相当广泛" 十分活跃% 地边(村

头(饭场里常常不绝于耳%它熨贴心扉(

温馨胸怀(慰藉情感(振奋精神"给人们

带来甜甜的舒畅%若在其前加一否定词

)不*字"则变成痛苦(忧伤(不快(难过

甚或病痛%

自我牙牙学语"到九秩之年的漫长

岁月里"适味一词频频出现在生活的画

面中"让人久久不能忘怀%信手拈来"书

之于后%

几个妯娌" 帮邻家姑娘做出嫁被

子"大嫂子说!)这三表新的被子摸着真

适味% *老二家说!)盖着才适味哩' *又

一个说!)两口子爬到一头" 不盖也适

味% *于是嬉笑着乱成一团%

炎炎五月"热得着火"二大娘汗流

浃背从田里回来"忙叫儿子打罐子凉水

来"一连喝了三碗"扯着衣襟擦把嘴说!

)这井盘凉水喝着真适味% *

我幼年纤弱多病"常常腹痛相扰%

一日清晨 "腹痛又作 "卧床呻吟不止 %

妈闻讯赶来问!)又不适味了+ * 我嗯

了一声 % 妈怜惜地把我搂在怀里说 !

)妈给你揉揉 % *揉了一阵儿 "我安静

下来% 妈问!)现在适味些+ *答!)适味

些% *妈说!)你歇着吧'我做饭去% *我

抽泣地说!)再痛了咋办呢+ * 妈安慰

说!)乖' 别不适味了"吃了饭"让你爹

请先生来"好好给你看看"病好了就适

味了% *

村里来个卖琉璃嘣嘣货郎担 "五

光十色的模样"清脆悦耳的嘣嘣声"惹

得孩子们前后围着转% 一枚当二十文

的铜钱买一个" 多数家庭的孩子都能

得到满足% 铁旦哭闹着要"他爹老牛就

是不买% 老牛家说话了!)人家的孩子

都买了"他没有能适味吗+ 别说孩子不

适味"连我都不适味% *老牛这才买了

一个% 铁旦喜气洋洋地加入小伙伴队

中嘣嘣去了%

不一会铁旦呆呆地站在门口"小脸

木怜怜的不言不语%老牛问!)咋啦' *铁

旦一扬手露出嘣嘣残柄说!)烂了' *老

牛火冒三丈!)烂了'还没屁那么一会就

烂了' 不买你不适味"现在适味了吧' *

说着照屁股?了三巴掌"打得铁旦哇哇

大哭%

老奶奶不愿意了"说!)那琉璃做的

东西就容易烂"能叫他吹个千年黑万年

白"不就一个铜板吗' 值得把孩子打那

么狠% 说孩子可适味了"我看你才适味

哩'会打人(就你?% *说着饭碗一推"去

了里屋"罢食啦' 媳妇跟了进去"说!)娘

你别不适味"你要是不适味"一家人都

不适味% *

久旱不雨"禾苗枯萎"人们唉声叹

气"一场大馑似不能免%谁心里适味呢+

忽然一日"风起云涌"雷电轰鸣"沛

然大作"禾苗縨然兴起%农民竟立田头"

振臂高呼!)这雨下得真适味呀% *

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无限机遇"综

合国力蒸蒸日上"跃居世界第二经济大

国% 而我们不恃强"不称霸"热爱和平"

反对战争"提倡合作共赢"共同发展%每

当习近平主席在重要国防会议上立说

布道"力开济世之门时"其巍巍盛德"泱

泱雄风"决一代大国之睿哲形象"为世

所仰" 赢得了各国政要的敬重和尊崇%

此时啊' 作为一个中国人"感到无上光

荣和自豪"心中特别特别的适味%

你是我的眼
韩莉

那是一个盛夏的午后"外出的人并

不多" 太阳热情地炙烤着大地"

$)

路公

交车站牌前"站着几个迫不及待等车的

乘客% 公交车缓缓而来"人们蜂拥而上%

车即将开走"这时候一个十来岁的女孩

手牵着一对中年夫妻上车"动作有点迟

缓% 坐稳后"中年妇女摸索着掏零钱投

币"发现零钱不够了"这时候司机师傅

友好地说了一句!)算了吧"该照顾的就

照顾% *中年妇女尴尬地投了两个硬币"

说少一块"真不好意思% 一车人都在打

量他们"目光有诧异的"也有不屑的% 一

阵清脆的电话铃声打断了他们的对话"

中年男子微笑地按下手机"动作还算娴

熟% 接电话的声音很大"说是活儿又来

了"村里有人请他安排花轿"主持婚礼

的事% 中年夫妻挨着车窗那排座位坐

着"刺眼的阳光打在车窗上"他们没有

任何反应% 他接电话的时候"右手在耳

朵边拱起来一个弧度"可能是为了听得

更清楚些吧% 旁边的女孩是他们的孩

子 "是个健全的孩子 "很清秀 "落落大

方" 特别是她有着一双美丽的大眼睛%

女孩手攥着裙角"一直微笑不语%

我不禁微笑地回望 " 搭讪地问女

孩"上几年级了+ 女孩说三年级"这时

候女孩的妈妈也搭起话来说 "孩子喜

欢音乐" 暑假准备报个音乐班% 我说

挺好的" 我儿子也喜欢音乐% 说着说

着他们到站了 "女孩起身又牵着他们

的手 "缓缓地下车 "远去 "消失在人海

中% 那一刻" 忽然感觉他们是这个世

界上最幸福的人%

时隔多日"每每想起他们 "我始终

忘不掉他们脸上的笑容" 那笑容就像车

窗外太阳的一道光芒"直击心底'让人久

久不能平静%或许老天真的是公平的"给

他们关上了一扇门" 却为他们打开了一

扇窗%多少身体健全的人们"每天都在不

停地抱怨命运的不公"可今天"在他们面

前"显得多么渺小和微不足道%每个生命

都是平等的有尊严的存在%

珍惜生命中的每一个人"每一次遇

见"感谢所有美好的时光和陪伴%

孩子" 希望你学音乐的第一首歌"

歌名叫作,我是你的眼-% 未来的路上"

你就是父母的眼睛"一路照亮他们的人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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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声号令震神州"

黄沙扬起穿千里!

直向西南埋贼头"

立秋时节
路雨

节令的手

施了魔般

让那些失控疯长的草

原地定了下来

齐刷刷的玉米

一夜之间

都凸起了肚子

幸福地怀孕了

天气的热

变化不大

似乎没有削减多少

天空一伸腰

突然比先前

高出了一鳰

蓝汪汪的

有羊群悠闲地从眼前走过

树叶的绿

没有了被挤出来的

那种欲滴的感觉

知了的鸣叫

越来越稀疏

一阵鲁莽的风

在身上

撞出了片刻的凉

立秋
李艳春

秋!秋在原野

看那碧绿的青纱帐

挺起一片海

几朵丝瓜花

爬在屋檐的顶端

笑出灿烂的云朵

一家人说笑着

在小院摘无花果

秋的滋味在舌尖蔓延

不破不立 不积累

就无以收获

夏边退边留恋地回望

秋 迈着矫健的步伐

一脚踏进季节的门槛

天地间 秋 来了

生命之歌"外三首#

卞彬

所有的日子

都在以一种无可辩驳的方式

证明

活着并且绿着

开花与结果

是生命以外的事

这张纸

苍白还是多彩

取决于是否行走

及行走的方向

今夜无月

今夜无月

我仍要走向你

带着我的诗歌和爱情

现在就出发

今夜无月

我仍要走向你

提着爱情这盏灯笼

再黑的路也不怕

今夜无月

我仍要走向你

我要把我的诗歌插在你的花瓶

作为爱的表达

今夜无月

我仍要走向你

我要牵着你的手

一起走天涯

鱼的刺

鱼把刺藏在身体里

从不轻易露出

鱼的刺很尖

但它不伤自己

也不伤同类

鱼柔弱的外表

很容易让人忽视它的刺

只有当鱼被吞吃时

它的刺才显露出来

甚至会卡住一些东西的喉咙

时间是一只羊吗

时间是一只羊吗

生命的叶片

生命的花朵

被它

温柔地

一口口啃去

时间是一只羊吗

不想它有如此神力

我拼命拽住它的尾巴

结果反被它

拖得

精疲力尽

向日葵
王伟

这是美丽的盛宴

这是沸腾的燃烧

这是生命的怒放

一朵朵向日葵

在阳光下恣意绽放

金黄的花瓣奔放绚丽

灼灼的光芒

昭示着渴望和梦想

演绎着激情和灵光

不管清晨还是黄昏

你始终追随着太阳

这是怎样的一种热烈

这是怎样的一种痴情

这是怎样的一种虔诚

坚定信念 不改初心

迎接光明和希望

古朴风韵 山水瑶里
新华社 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