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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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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农历十月! 已是秋尾冬初

了!蛙鸣蝉唱早已随着最后一片回家

的叶子藏到秋的怀里了"几只家雀在

村里飞来飞去!看看这家的窗封了没

有!看看那家的柴晒了没有!有一点

动静!它们就闹醒整个村子" 河水和

鱼儿一起贴在河底! 回忆着秋的收

获!畅想着来年的莲花" 水还没有结

冰!上面敷着一层层的水汽"

到了农历十月!老家的天格外的

蓝!经过秋雨的洗涤#搓揉!更像一颗

巨大的宝石"我们就生活在这宝石里

面"太阳总是匆匆地从宝石的边缘划

过去!温温的!柔柔的!宛若母亲的手

抚摸着" 当太阳要划过这颗蓝宝石

时!变戏法似的一吹!蓝宝石就成红

宝石了" 太阳急匆匆地藏起来!把这

宝石让给了月亮" 月亮离我们很近!

好像一伸手就能摘下来!在这个大宝

石里面!她是一盏最大最亮的灯" 她

慢腾腾地跟着太阳!轻轻的脚步声撩

得夜鼾声四起"凉凉的光笼着小小的

村庄!村庄如蛋黄样浮在这光里"

到了农历十月! 农活已基本结

束!村头的柴垛边儿人多了!蹲着的!

坐着的!靠在柴垛上的!晒着太阳!说

着乱七八糟的事" 一会儿!俩人能争

得面红耳赤!过一会儿!俩人又和好

如初!同第三个人争得打了起来" 还

有的在地上画了棋局杀起来!一招一

步都是那样认真仔细!一子一位都不

相让!俨然国际大赛" 柴垛后面或许

是北风呼呼!前面则是阳春融融" 他

们把扣子解开!露出儿子给他们刚买

的保暖衣!喜悦洋溢在脸上!快乐写

在心里"

狗就卧在他们身边! 偶尔被吵

醒!抬起头来!看看发生了什么!叫一

声!又把头埋在尾巴里睡了"

一群稚嫩的吵闹声从远处飞过

来!是孩子们散学回来!村庄一下子

热闹啦" 臃肿的孩子散着热气!搅着

融融的日光!把十月的晌午搅成了一

个大集市!驱得寒冷#单调无躲藏之

地"

$我咋没听见铃呢% &一个坐着睡

着的老人一骨碌爬起来!说"

$快回去做饭" &

$再不快!老婆子来了!拧耳朵" &

他们说着!取笑着!站起来!扣好

扣子!回家给孙子做饭去了"

柴垛边有了一会儿的宁静"

!郸城二高 王旭"

一双千层底鞋

!!!!!!

有一双千层底布鞋! 静静躺

在我的百宝箱里! 珍藏在我的记

忆里"

我上小学时! 每晚坐在油灯

下写字" 母亲把妹妹放在摇篮里!

就着灯光给我做鞋" 她把裁衣服

剩下的碎布条拿出来用糨糊一层

层贴在一起! 竹笋壳晒干后也剪

成鞋垫大小!和破布叠在一起!裹

上一圈白布! 千针万线纳起鞋底

来" 母亲做的鞋软和#抱脚#透气"

我的右脚有点儿外倾! 母亲特意

把右边少放几层布!矫正我的脚"

我穿着母亲做的鞋! 坚实地踩在

地上!温暖!踏实"

母亲的手艺好! 在艰难的岁

月里!谁家女儿出嫁!母亲都给她

们做嫁妆鞋!乡亲们交口称赞"

那年我离家! 妈妈亲手给我

做了一双布鞋!我接过来!拿在手

上沉甸甸的 " 母亲抹着眼泪说 '

$你翅膀硬了!带着这双鞋飞吧( &

在都市里! 我穿着各式各样

的皮鞋#运动鞋!走起路来咯噔咯

噔的!洋气!光彩!但不舒服" 我又

穿起了母亲做的千层底! 想起了

母亲为我付出的一切! 母亲把所

有的爱都一针一针地缝进了鞋子

中!又一点一滴地温暖着我的心"

她的鼓励!她给我的力量!伴我在

人生路上前进"

!项城东方小学 俞传美"

生日!党组给我送来礼物
!!!!!!

昨天中午! 一个女孩子打来电

话'$请问您是侯庭长吗% &我说'$是

呀!请问你是哪位% &她说'$今天是你

的生日!首先祝你生日快乐( 我是蛋

糕房的!鹿邑县法院党组给你定了一

个生日蛋糕" &

放下电话!我感到一股暖流传遍

全身'党组考虑得真周到啊(

在我还不到两岁的时候!母亲就

去世了!我跟着哥嫂生活!一直到去

当兵!也没有搞清楚自己的生日是哪

一天"有一天!说起我的生日!我问嫂

子! 嫂子说具体哪一天她也说不清

楚" 我问父亲!父亲说'$具体哪一天

你去问你宝聚婶子!你和她的大儿子

是同一年生的" &我就跑到宝聚婶子

家问!婶子说'$反正你比俺儿子大( &

后来!我从部队回家探亲又见到宝聚

婶子! 在说到我和她儿子的年龄时!

婶子又说'$你比俺儿子小( &我问小

多少!她算来算去也没有算出个所以

然"

多年来! 我虽然自己拟定了生

日!也写入了档案!但是!我很少能记

住!亲人们也很少记住! 可鹿邑县法

院党组却记住了! 且在这一天给我

定了生日蛋糕! 送来了祝福" 我想!

我和法院里的每一位干警在接到院

党组的蛋糕和祝福时! 心情肯定是

一样的' 感谢党组的同时! 在工作

中也会更加努力# 团结奋进# 积极

进取(

!鹿邑县法院 侯钦民"

温 暖
!!!!!!

当雾气笼罩整个大地!农家院

的一角冒出袅袅炊烟!劳作一天的

人们纷纷点亮一盏盏油灯! 夜!便

迫不及待地降临了"

似乎早就盼着这份黑暗到来!

月上柳梢头!小伙伴们便像脱缰的

野马!摆脱了一天的束缚!不约而

同地聚集到打麦场上" 所谓的打麦

场!现在是一大片空地!任由小孩

子自由玩耍" 我总以为!夜才是小

孩子的天堂!白天有大人安排的各

种事情!不能痛快地玩耍!而作业

一旦写完!那颗不安分的心便活跃

起来!快乐得要飞出来似的" 那时

的我!对玩充满了热情!纵使母亲

千呼万唤!我自岿然不动!沉浸在

自己的小天地中"

等待不及的母亲!只好亲自跑

到打麦场来接我" 路上!只觉得空

气清冷!万物寂静!月光透过薄薄

的云层!向大地洒下一层光辉" 放

眼望去!远处的堤坝#近处的房屋!

都被镀上了一层光亮! 甚是好看"

再抬头看星星!星星点点!若隐若

现地散布于空中! 几颗明亮的!还

调皮地眨着眼睛呢"

母亲大步走着 ! 我迈着小碎

步! 一路小跑才跟得上她的脚步"

我的小手被母亲紧紧地握着!冷冷

的微风一吹!汗津津的!我竟有些

凉意" $都什么时候了!还不知道回

家!每次都要我来找" &母亲一边嗔

怪着!一边给我披上外衣" 我欢喜

地抬头看母亲!被月光映照着的母

亲的脸!虽然模糊!却让我觉得亲

切#温暖"

其实! 像这样寂静漆黑的夜!

我是很愿意母亲来接我的!一向胆

小的我! 面对长长的一段黑路!心

里是很害怕的" 有了母亲在身边!

这一段回家的路!在我心里也成了

风景"

回到家!母亲推开虚掩着的房

门!借着月光!摸索着从灶台上找

火柴" 一旁的我紧紧拽着母亲的衣

襟!一刻也不敢松手" 表面平静的

我! 大脑却展开了丰富的想象!神

啊#鬼啊的轮番上阵对我进行思想

折磨! 尤其是月影下的一棵棵树!

张牙舞爪形状怪异!看得我毛骨悚

然" 只等母亲将那盏落满灰尘的油

灯点亮!我悬着的一颗心才放进了

肚子里"

近处!一两声的虫鸣!远处!三

两声的狗吠!我都听得仔细!听得

安心" 太喜欢这样的夜的我!总是

舍不得入睡" 夜色渐浓!母亲疲惫

地打着哈欠!我却还缠着母亲给我

讲故事"

多年以后! 这些温暖的画面!

总会时不时在我的脑中闪现!尤其

是我一个人走夜路或是孤独时" 月

影下母女牵手的画面永远定格在

我的记忆中!让我无比怀念"

!太康县电业局 曹广娜"

激励别人
有一位作家!患有难治之病!

病情严重!于是求助于医生"

医生说! 目前没有治愈的方

法!至多能活三个月"

这个作家恳求医生治好他的

病! 就是能够多延长一些时日也

行"

他说!我就这样死了!心愿未

了!心不甘情不愿!我的人生目标

全都泡汤了! 您若能把我的生命

延续三年!我能写多少小说呀( 就

是三个月写一部长篇小说! 三年

能写十来部长篇小说) 半月写一

篇中篇!三年能写六七十篇)一星

期写一篇短篇小说! 三年能写一

百多篇" 这些作品能给人们带来

多么大的影响! 这些作品直接影

响着人们的生活! 说不准还能流

传千古**

作家说着话深深地叹了一口

气!说!如果我的生命就此结束!

人们将失去多少精神食粮(

作家的话深深地感动了医

生! 于是医生通宵达旦地钻研医

学书籍! 研究这种病症的治疗方

法" 半月内医生在医学上取得了

突破!寻到了有效的治疗方法!把

作家的病给治好了"

医生也由此成了名医"

十年后! 医生去看望那位作

家! 感激他让自己从一名普通的

医生变成了名医"

医生问起作家写作的事 !作

家脸一红! 显得很不好意思+++

十年来他一篇小说也没有写出

来"

作家的豪言壮语! 激励了别

人!自己却一事无成"

!项城市治安路 吴飞燕"

三块手表
!!!!!!

在我四十多年的人生路上 !

发生过很多难忘的事! 三块手表

的故事就是其中之一"

/789

年秋! 我考取了郑州的

一所学校" 去报到的前一天!二哥

为我买了块南京产的中山表!并

告诉我!先买块便宜的戴着!以后

条件好了再买好的" 我接过手表!

高兴得无法形容! 因为当时在我

的印象中! 只有国家干部才能戴

上手表" 这块手表伴我在郑州度

过了四年时光!到
/787

年参加工

作时! 我还戴着它! 不过这个时

候!它毛病已经很多!时间不准!

有时还闹$罢工&" 为了保证我准

时上班! 三哥就把他的双狮双日

历自动表送给了我! 这表当时市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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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左右" 我把中山表珍藏

于柜中!戴上了双狮表" 这块双狮

表伴了我五六年光景! 后来不慎

丢失了! 我找了很多地方都没找

到!为此难过了好几天" 大哥听说

我的手表丢了! 就给了我
1;;

元

钱!让我到百货公司买块好表" 我

就按大哥的意见! 花
1;;

元钱买

了块西铁城双日历自动表" 这块

表又陪伴我好几年! 直到我有了

手机才$下岗&!因为从手机上看

时间既准确又方便"

当时! 有人要我低价处理了

这块表" 我说!这表贵贱不卖( 这

块表饱含着大哥对我的款款深

情"

在我的人生经历中! 很多人

给过我帮助!尤其是几位哥哥#姐

姐给我的帮助最多! 这使我终生

难忘" 我经常给孩子们讲述$三块

手表&的故事!要他们尊重长者!

牢记$知恩必报&的道理"

前年春节写对联时! 我这样

写道$古有孔融让梨传千秋佳话!

今有三块手表留百世美谈&!横批

是$互敬互爱&"

!郸城县司法局 赵旭"

换牙记忆
七岁的儿子!正处在换牙期"

这不!他有一颗牙松动了"

昨晚吃饭时! 儿子说'$咬馍

时牙痛" &

老公说'$你狠狠心! 用手猛

一拔就掉了!就不痛了" &

儿子用手摸摸!说'$痛" 谁有

拔牙不痛的办法% &

老公说'$有!你拔时不说痛!

也就不痛了" &

全家人听了!都笑起来" 看着

那一个个笑嘻嘻的面容! 我的思

绪回到了童年! 回到了我的换牙

时期"

我们这里有一俗语 ' $八岁

八!掉狗牙" &

我小时候有一天吃馍时 !用

牙使劲一咬!有颗牙就掉了" 我喊

了一声'$娘!我的牙掉了" &说着

话我把掉了的牙齿吐在手里" 母

亲听到我的喊声!惊喜地$咦&了

一声!就过来细心地捏起那颗牙!

像欣赏一颗宝贝似的说'$群儿换

牙哩" &

我就咧开嘴笑笑"

母亲一看! 笑着说'$是上面

的牙!那就埋在屋檐下" &母亲拿

着小铲子!在墙根挖一个小洞!小

心翼翼地把牙齿放在里面! 祈祷

了一会儿" 大意是!希望我的新牙

会更快地长出来!长得更结实!更

漂亮"

若是掉的是下面的牙齿 !那

就把它放在屋檐上"

我们这里还有一个风俗 !新

媳妇摸摸你的豁牙子!冲冲喜!新

牙就会很快长出来"

我们后院的叔叔娶媳妇! 新

媳妇刚到家! 大家就说'$群群!

让您,花婶婶-摸摸你的豁牙子" &

我就走到新媳妇的面前" 新

媳妇好漂亮!羞得满脸通红" 她始

终保持着微笑! 伸出她那纤细白

嫩的食指! 摸摸我的没有长出来

牙的牙床!那手指带着一股香味!

软软的!柔柔的!很温暖"

童年的回忆很美! 换牙的风

俗习惯也包含着美好的祝愿!里

面满是幸福!满是快乐"

!项城市图书馆 邝群英"

!!!!!!

#百姓写手$ 稿件请投至

电子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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