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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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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的变化有时有声也无声!

转眼秋就取代了炎热的夏"我一直

庆幸生活在四季分明的地方"春闻

百花秋望月!夏有烈日冬听雪" 春

天的蓬勃!夏季的浓烈!秋天的收

获!严冬的犀利犹如人生百态令人

感慨和品味"

呵呵!刚有秋的影子!风就有

了秋的凉意了! 刚有秋的气息!情

就有了泛滥的勇气了"

秋风渐起!叶没有满地" 我想

寻一静谧之所! 体会秋情秋意#秋

雨未落!情也没有堆积" 我想求一

席之地!散落满腔情殇"

借秋初之意! 饮今朝岁月!乘

秋风之凉!忘旧日情怀!妙哉$

其实! 秋是一个特别的季节%

特别的我喜欢特别的秋!以至于恋

秋叹秋怜秋"

喜秋!秋是收获的季节!犹如

人生!功成名就#

恋秋!秋是成熟的夕阳#

叹秋!怜秋!几多不明其理的

惆怅与失意啊!盘旋缠绕心灵与指

尖"

怜其无春之生机! 无夏之繁

茂!无冬之宁静"一个怜字读秋情"

秋色无限! 虽是初秋!脑海中

竟已有一幅秋末的风景图在跳跃!

满目的萧瑟使人暗自神伤"我突发

奇想!若把春天与秋季混染!又是

怎样一番情景呢&

遍地的落叶成毯!使人黯然落

泪!谁能拥有百花不败!让姹紫嫣

红入画&

只希望!怅然闻秋至!何时不

悲秋 #只希冀 !花开花落 !春去秋

来!残存的都是梦$

$周口市第二人民医院 路慧景%

听!霸王别姬"

!!!!!!

乐曲尚未响起! 江河已怒吼

出悲壮的涛声!可我不是项羽!力

拔山兮气盖世的勇猛! 只存在于

想象之中%

屠洪纲你莫近前! 我可以与

秦将大战三百回合! 我可以把阿

房宫焚烧得一干二净! 我可以与

刘邦再次争雄! 却不能与你的歌

声对招%

清冷月光下! 横跨乌骓马驰

骋于八百里秦川! 竟不能摆脱四

面楚歌的围困% 笑傲江湖的人!此

刻才真正感受到江湖的无奈%

虞姬!虞姬!你用柔情刻骨!

一次次换我豪情天纵% 可如今!你

却远我而去!那千古的豪情!化作

万般惆怅和撕心裂肺的痛%

剑在手又有何用& 让猎猎西

风吹吧! 尽情地吹吧! 让山石崩

裂!让黄沙漫天!让江河干枯!让

血液凝固% 当梦想陨落!剑在手又

有何用&

秦的长城依然! 汉的关隘依

然!疆场上的血色和月色依然% 谁

在千年之后的某个晚上! 满身沧

桑从历史中走出! 怅惋一种一生

都无法割舍的情愫&

谁的口中至今仍在喃喃自

语' 虞姬
!

虞姬
!

我的虞姬()这

时!有滚烫的泪水!从我的脸上滚

落!可项羽是从来不哭的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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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的秘方
!!!!!!

前段时间!不满周岁的女儿夜里

老睡不踏实! 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

经常莫名其妙地哭闹!而且怎么叫都

不清醒!去医院看了好几次仍不见好

转!我和妻六神无主" 后来母亲知道

了!打来电话说!孩子许是吓着了!要

不把孩子抱回老家让你爷爷给叫叫

吓吧!管用着呢*

爷爷今年已八十多岁!在我们村

子里算是辈分比较长的老人了+爷爷

有一个秘方!就是给孩子叫吓!村子

里谁家的孩子被猫狗给吓着了!夜里

睡觉不踏实!老是莫名地哭闹!大人

就抱着找爷爷来给孩子叫吓"记得我

小时候!每次受了惊吓!母亲都让爷

爷给我叫吓"在中午十二点太阳直射

时!爷爷会在地上画一个圈!让我站

在圈里!面朝太阳" 然后他拿着一根

燃着的香在我头上一圈一圈地比画

着!嘴里嗡嗡默念!然后用手轻轻地

抚摸着我的耳朵! 叫三声我的名字!

一连三天"

妻半信半疑地问母亲',这不是

迷信么!管用么& -母亲说',管用!他

们兄妹三个小时候被猫啊狗啊什么

东西给吓着了!都是让你爷爷给叫吓

叫好的% -

母亲说!过去乡下穷!医生少!一

般谁家孩子有个头疼发热啥的!都是

靠村里流传的土法子给治的%据说叫

吓也是土方之一%爷爷年轻时勤快能

干!又有一副热心肠!是公社的生产

队长% 族里有一位长辈会给孩子叫

吓!附近村子里谁家的孩子受了惊吓

都来找他! 那时候好几个人都想学!

结果长辈把方子传给了爷爷%爷爷本

不想学! 可又不忍拂了老人的心意!

于是把方子在心里给默记了下来%有

一回! 后村张大娘家的孩子被吓着

了! 于是爷爷用此方试着给孩子叫

吓!孩子竟然奇迹般地好了% 结果一

传十!十传百!从此以后找爷爷给孩

子叫吓的人络绎不绝% 每每这时候!

爷爷总是乐呵呵地应着%

我问母亲',现在找爷爷给孩子

叫吓的父母还多吗& -母亲说',不多

了% 现在科学发达了!每个村都有医

生!看病也方便!现在的年轻人都不

信这个了!找他的人就越来越少% -

假期!我和妻抱着女儿回老家找

爷爷给女儿叫吓% 爷爷明显老了!神

情有些落寞% 他感慨!以前好多人都

跟他学方子!现在找他给孩子叫吓的

人却越来越少! 他这个传了几世的

,宝贝-恐怕要失传喽*

$项城市国土资源局 王亮%

由#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想到的
!!!!!!

目前!社会上存在浮躁.浮夸风

气! 影响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情

绪%聆听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观

看复兴之路图片展时说到的这八个

字!我觉得倍感亲切和鼓舞!激动得

不能自已% 纵观我们民族的发展史!

我们吃了太多空谈的亏!活生生的实

例不胜枚举%

党的十八大已胜利闭幕!实现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我们的中国梦%

所有中国人都应该为这个梦努力拼

搏!奋发图强% 梦想变成现实不是说

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

这些天!我深为英年早逝的罗阳

的精神所感动!他在中国军工发展史

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 在他生

前!我并不知道他是谁!而逝后!我才

了解他的伟大%这就是实干家的精神

和风采!是舍小家.为大家精神的体

现%因为他的实干!我们才看到了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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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风采展现! 他为国防力量的增

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需要更多

的罗阳!需要更多的实干家%

当前!我国正处于复杂的国际环

境当中!十八大的召开给了我们正确

的方向引导!我们有能力也有信心完

成我们的理想和追求%但我们也应该

深刻地反思自我'我们更需要实干的

政府.实干的组织.实干的司法工作

者.实干的教育工作者.实干的医务

人员))所有的需要都是因为我们

还有太多的不足!还有许多人民不满

意的地方!我们不希望看到实干家只

有在逝去的时候!才给人看到他的伟

大!才让人们想起应该给予他荣誉%

如果有一天!我们发现对实干家

的认可已成为一种习惯! 我们的国

家.我们的民族将不可战胜% 习近平

强调,空谈误国-!李克强要求官员开

会勿照稿念!王岐山参加反贪腐座谈

会时! 也要求在场专家少说客套话!

这些都传递出一种信号'中央新领导

层已向官僚主义. 形式主义开战!显

露出中央新领导层改会风. 文风.作

风的新气象% 这番充满忧患意识.责

任意识的言谈! 展现了一个大党.大

国领导人的政治风范% 有了在思想

上.组织上都不断迈向成熟的中国共

产党!不仅是中国之福!也是世界之

福%

$郸城县疾控中心 马玉红%

感悟生命
!!!!!!

初冬的夜!异常寒冷!亲眼看

着刚刚还能说会动的生命!此刻却

躺在冰凉的地上%随着救护车的离

去!一个人就这样匆匆走完了他的

一生%寂静的夜空不时传来阵阵撕

心裂肺的哭声!突然心口像被什么

东西堵住似的!我的眼泪也夺眶而

出!充满了对这个老人的不舍和留

恋%

人的一生! 总会经历生老病

死! 不管是你认识的或是不认识

的!也都会带给活着的人或多或少

的遗憾%不论是自己身边的亲人还

是与自己无关的人!当你身临其境

时!你多少都会有所感触!感叹生

命的脆弱! 感叹生命之无法挽回!

感叹上苍为何如此残忍!让我们忍

受着这样的生离死别%一个人一辈

子总会经历太多的波折和生活的

不易! 喜怒哀乐也会陪我们一生%

我们要学会在顺境中对生活充满

希望!也要学会在逆境中选择舍与

得!让自己的人生更精彩%

我们的父母为了家庭或被生

活所迫!牺牲了太多自己的时间和

兴趣爱好% 现在他们老了!年龄大

了!却异常孤独!他们真的很希望

子女们能抽出一点时间陪陪他们!

聊聊天!他们的要求真的不高% 不

是有首歌曲叫/常回家看看0吗!不

知唱出了多少父母的心声%

百行孝为先!如今自己已为人

父母! 更深深懂得这些简单道理!

古人尚说1父母在!不远游-% 有位

朋友曾经告诉我! 什么事情都能

等!唯独尽孝心不能等% 天下为人

子女的!扪心自问! 能做到孝顺父

母! 关爱身边的老人吗& 我们更

应该鼓励他们多出去走走! 多结

交同龄朋友 ! 多一些兴趣爱好 !

让他们的晚年生活丰富和充实起

来% 父母不会在乎你拿多少礼物!

只希望你能陪在身边%不要为自己

找所谓的工作忙的借口!人生不会

重来!生命只有一次!不要因为失

去了才懊悔! 要在拥有时倍加珍

惜%

$周口市干休所 顺其自然%

腌菜干
!!!!!!

下班的路上!看到菜农在卖辣

疙瘩!我就买了五六个回来!就着

水管清洗干净!切成条!垫上干净

的白纸!晾晒在阳台通风又见阳光

的地方%想到过几天就可以吃上自

制的腌菜了!心里不免高兴起来%

天气好的时候!两三天就干透

了! 把它收集在一个塑料袋中!等

到要吃的时候! 用清水淘洗干净!

再用开水烫一下! 等它吸饱了水!

把多余的水倒去!放入酱油.醋.味

精 .辣椒 .香油等 !拌匀就可以吃

啦% 菜干咬起来咯吱咯吱响!劲道

有嚼头%女儿常发出感叹'妈妈!真

的太好吃了!你真棒% 看着家人香

喷喷地吃着菜干!我的心里别提有

多美啦*

还有一种方法!是把它腌制起

来%怎么腌呢&晾晒半干!放入盐用

手使劲地搓! 直到盐味浸透菜干!

然后与红皮花生一同放入小坛里

腌制!盖上盖子!外面再严严地覆

盖一层塑料薄膜% 过一周左右!当

你打开坛子时!就会有一股辣疙瘩

特有的气味扑面袭来%

咸菜腌好后!呼朋唤友很快就

分走了大半%女儿常埋怨我'妈妈!

你那么辛苦弄好了!也不见咱们吃

多少!就都送人啦%我总是笑着说'

只要我的付出能给家人和朋友带

来快乐!这点累又算得了什么%

先生的朋友时常在我家小聚!

酒过三巡!我常会端上一碟自制的

小菜!换一换口味% 在朋友们的赞

叹声中!一种欣慰感油然而生%

这几年由于忙于工作和照顾

孩子!没有时间腌咸菜!感觉生活

中少了几分趣味% 静下心来想一

想!其实生活本身就是由一些琐碎

的事情组成的!就看你是否能从中

体会出一些乐趣来%比如自己动手

做酸奶.酿米酒.包粽子等等%我常

常想!作为一个女人!工作时就一

心一意工作!下了班就专心地做家

庭主妇! 能让家人享受的同时!自

己也时常陶醉在这些简简单单的

幸福之中%

$周口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听海%

怀念爷爷
!!!!!!

上个星期回家! 刚进家门!发

现爸爸和叔叔都回来了!而且家人

看起来都很悲伤!一问才知道!原

来爷爷走了%

三个星期前!爷爷还问我什么

时候高考!我告诉他明年% 他一脸

的失落!没有再说什么%谁能想到!

那一次竟是我和爷爷的永别%

在我的印象里!爷爷是一个要

强的人!对什么事情都很认真% 爸

爸常说爷爷很古板!是个脾气倔的

老头!自己认准的理儿八头牛也拉

不回%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要强的

人离我们远去了!并且再也回不来

了!想到这儿!我心里很是悲恸%

小时候!爷爷常常带着我和弟

弟去邻村看电影!由于天黑人多!

他一直紧紧地拽着我和弟弟的手!

生怕我们走散了% 电影里具体放

什么内容!早已记不清了!只是爷

爷那双大手一直温暖着我的童年

记忆%

后来我和弟弟上学了!每逢下

雨!爷爷就接送我们%弟弟年龄小!

他背着弟弟!拎着我的书包!深一

脚浅一脚地在泥泞的路上蹒跚走

着!走到学校!我才发觉他的衣裳

有半截被雨水淋透了%

再后来! 我到城里上中学!回

家的次数少了% 每次回家!爷爷都

高兴得像个小孩似的拿准备好的

零食给我吃!还不时询问我在学校

的情况% 只是那时的我太天真!只

知道敷衍!从没有静下心坐下来和

爷爷聊一聊%

我们一天天长大!生命中最重

要的人却一天天老去!甚至会永远

地离我们而去% 有时候!我真希望

自己永远都长不大!永远活在懵懂

而快乐的童年!不想让时光的车轮

从身边疾驰!把我最亲的人从身边

拉走!只留下孤独的我%

$沈丘三高高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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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李廷

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