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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足童年
!!!!!!

早晨迎着霞光散步时! 突发奇想" 赤

足走肯定很惬意# 院里带有凹凸花纹的青

色地板砖! 既可按摩脚! 又可陶冶人的性

情# 内心产生了很想一试的冲动#

思绪回到了三十多年前! 恍若看到了

那个赤足走在田埂上的少年#

童年是在故乡的土地上度过的! 那是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 故乡地处豫东平原!

是河南省的林海粮仓#

当时! 狗屁不懂! 整天就知道和伙伴

们聚在一块儿疯玩# 尤其是夏天! 赤着脚

攀树掏鸟窝! 下河摸鱼! 在如茵的青草地

上摸爬滚打 # 双脚当鞋 ! 不怕扎 $ 不怕

磕# 记得一天下午! 我和伙伴们捉迷藏!

不慎踩在了一块长玻璃上! 鲜血直流! 伙

伴们吓呆了# 我学习电影上的英雄人物!

咬紧牙关! 坚持着让伙伴们从脚底拔出玻

璃 ! 上了止疼的芨芨草 ! %轻伤不下火

线&! 继续战斗! 小伙伴们都向我投来了

佩服的目光#

那时! 光脚走在松软的泥土上! 别提

有多舒服了# 坐在河边的石阶上! 双脚放

在水里! 不一会儿! 就有小鱼舔脚趾! 痒

痒的! 真惬意' 有时! 光脚踩在河底的泥

里! 还能碰着蛤蛎$ 大鱼# 在河滩上! 我

们将脚插入沙土里! 感觉松软$ 湿润! 丝

丝凉气沁人心脾# 下雨天! 光脚捉爬蚱!

虽然湿滑的地面易滑倒! 但我们依然兴趣

不减! 乐此不疲#

后来! 随着年龄的增长! 日渐成熟!

有了矜持! 那份童真和原始逐渐收敛! 至

今! 已经三十多年没再赤着脚活动了#

那个赤足少年远去了! 随之而去的似

乎还有那份率直 $ 纯真 $ 浪漫和无忧无

虑#

$西华县武装部 李自强%

手套
!!!!!!

看着桌上摆放的一双双手套! 我的心

潮起伏难平!记忆的潮水涌动!把我拉回到

那难忘的中学时代((

那年冬天冷得出奇# 当时条件艰苦!学

校没有御寒措施! 我的一双小手冻得疙瘩

遍布!指关节难以屈伸!还裂了口子!大的

像小孩嘴似的!常常难以愈合!写字都十分

不易# 上课时! 我只好把两只手袖在袖筒

里!可一见热气!又痒痛难忍!有时竟忍不

住落下泪来#

一个周末! 天降暴雪! 封住了回家的

路! 而且也断了食物# 那时的学生! 都是

在星期天下午返校时从家里带来一个星期

的口粮! 每顿一个馒头! 多吃一个就得挨

饿#

雪越下越大!看那情景!真的回不了家

啦# 家住学校附近的好友勤! 邀请我去她

家# 生性不爱打扰别人的我!犹豫再三!最

后也只好随勤深一脚浅一脚地去了她家#

她母亲热情地款待了我! 给我们做了可口

的饭菜!我心里一阵暖似一阵#就在吃饭的

当儿!勤的母亲看到了我的手!她心疼地抚

摸着!自言自语道"%唉' 怎么冻成这样' 怎

么冻成这样' &%不碍事的!阿姨!到了春天

就好了# &我说#

第二天起床时! 一双手工缝制的棉花

手套已放在我的床头#戴上手套的瞬间!一

股暖流涌上心头!我的眼前也一阵模糊#周

日下午!阿姨又蒸了一锅馒头!让我带到学

校#

从那年起!每到立了秋!阿姨就提前缝

制好一双既软又厚的手套! 让勤给我带到

学校!也就是从那年起!即使天气再寒冷!

我的手也没冻过#

阿姨缝制的手套伴我上了大学! 参加

了工作!结婚生子#此刻!我还清楚地记得!

在我和丈夫结婚前! 阿姨嘱咐丈夫的话"

%我这个闺女!命苦!早早没了母亲!你一定

要好好待她# &后来!我和丈夫每年都会抽

时间去看望她老人家!身体硬朗的她!也着

实令我放心!不过心中还是多了份牵挂#因

我母亲去世早!在我的心中!她不是母亲胜

似母亲!我们这母女之情哟!也浓浓的!浓

得醉人!温暖着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可就在去年!阿姨患了脑溢血!为了不

让我工作分心!她不让勤告诉我!等我得知

时!她已失声# 在医院见了面!我的泪奔涌

而出!阿姨摩挲着我的脸!眼里含着泪花却

极力强作欢颜# 此刻! 抚摸着这一双双手

套!我双手合十!期望阿姨早日康复!再一

声声轻唤我"闺女!闺女((

$川汇区陈州办事处 周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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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人间四月天
!!!!!!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 我们作为学者参

加了蓝月亮合唱团踏春郊游# 这天一大早! 大

家按照事先说好的! 各自准备了服装$ 道具$

食品$ 饮料! 到约定的地点集合! 十几个人骑

车沿沙河一路向东#

今年的春比往年来得晚些! 虽然已是仲

春! 空气中尚有些寒意! 不过阳光灿烂! 让人

感觉清新宜人# 大家边行边聊! 平时坐惯了办

公室! 被文件$ 会议$ 各种杂事所缠扰! 今天

走进大自然! 感觉就是好# 四月的风! 轻柔)

四月的云! 悠闲) 四月的花! 灿烂) 四月的田

野! 嫩绿) 四月的垂柳! 青翠) 四月的河水!

清幽) 四月的大地! 秀丽((在这个万物复苏

的季节! 我们和大自然融合在一起! 天蓝水

碧! 翠鸟斜飞! 垂柳依依! 河水吟唱! 满眼春

色! 那种幽香! 总是在不经意间触动心灵的最

深处# 北方大地辽阔! 天空明朗高远! 人情敦

厚直率! 正如眼前的河水! 向东奔流! 生生不

息#

迎着朝阳! 我们来到了此次踏青郊游的目

的地***文昌生态园 # 春阳里 ! 游人三五成

群! 或在桃林中流连或在金色的油菜花丛中留

影# 合唱团的女士们着装艳丽! 一群人嘻嘻哈

哈! 欢呼雀跃! 一时间竟成了园区里亮丽的一

道风景#

几只游船在碧波里荡漾! 老人带着孩子在

林阴道上漫步! 情侣们则在隐秘处诉说衷肠!

亲朋好友结伴嬉戏! 生态园被人们称为 %周口

人的氧吧&! 倒是很贴切#

因为事先准备要唱歌$ 舞蹈$ 野餐等活

动! 需要一块开阔的场地! 几经选择! 我们相

中了湖边广场! 北面是大理石砖铺成的半圆形

舞台! 作为缓冲带舞台南侧建有两级台阶! 再

往南便是一片蔚蓝的湖水#

女士们在地面上铺了一块大塑料布! 李团

长招呼大家把带来的东西拿出来# 李团长还特

意带来白酒$ 红酒! 是要大家开怀畅饮# 王团

长把带来的播放机摆好! 宣布野餐歌会开始#

一时间酒杯交错! 笑声起伏#

童新华首先唱了一曲 +父亲的草原母亲的

河,! 歌声高亢悠远! 赢得大家一片掌声# 紧

接着! 大家轮番上台! 有唱歌的! 有唱戏曲

的! 引得不少游客前来观看#

稍作休息后! 马丽等三人伴着林黛玉 +葬

花吟, 的曲子翩翩起舞! 三人的舞蹈十分优

美! 腰身舒缓若孔雀开屏! 旋转腾挪似桃花飞

舞! 眉颦含羞如梨花带雨# 昨夜正是北风紧!

吹得桃花落满地! 此景$ 此曲$ 此舞! 让人忽

生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 眼中竟涌出泪

花#

眼前的景象! 让我想起林徽因的诗句" 你

是四月早天里的云烟
9

黄昏吹着风的软
9

星子在

无意中闪
9

细雨点洒在花前((你是一树一树

的花开
9

是燕
9

在梁间呢喃
9

你是爱
9

是暖
9

是希

望
9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在这温柔多情的四月里! 空气新鲜! 油菜

金黄! 新叶嫩绿! 我与蓝月亮合唱团一起度过

了快乐的一天# 我们相信! 勤劳的周口人民一

定会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 继续创造美好幸福

的未来#

/

周口蓝月亮合唱团 袁庆州 王卫民
0

坚持的力量
!!!!!!

一位像我一样年轻的朋友! 经常被

曾经错过的$ 已经不属于他的东西扰乱

思维# 就好像站在岔路口! 他选择了右

边! 那么左边路上的风景! 甚至一草一

木又会让他魂牵梦绕# 而我认为! 年轻

人! 应该坚持自己的选择并努力改善已

经选择的生活#

%人生没有彩排! 每一刻都是现场

直播&# 逆境又如何! 伟人之所以伟大!

只是因为他与别人共处逆境时! 别人失

去信心! 而他却暗下决心#

去年企业从校园挑选几十名 %天之

骄子 & 来到基层工作 # 新鲜劲儿过后 !

他们逐渐产生心里波动! 忘了 %苦其心

志! 劳其筋骨& 才能担大任的道理! 于

是! 一段时间以后! 觉得劳累压抑的那

部分人离开了! 并且促使另外一部分人

动摇# 又过了一段时间! 动摇的那部分

人认为看不到发展前途! 便收拾了包袱#

所剩无几的平时少言寡语看似愚钝的几

个人! 逐渐崭露头角# 是的! 企业需要

的! 恰恰就是留下的这几个人# 而公认

的! 离开的人最大的价值也是唯一的价

值不是直接为企业增加多少利益! 而恰

恰是为最后几个人的阶段性起步提供了

阶梯#

时间久了! 飘着的人会和已经稳定

的人交流经验! 最终结论还是" 人生只

有一条路不能选择 ! 那就是放弃的路 )

只有一条路不能拒绝 ! 就是坚持的路 #

很多人会问" 这一阶段你的目标是什么-

我回答" 这一阶段! 我的目标是随遇而

安! 安于现状并做有条不紊的改善! 等

到不能再改善了! 就到下一阶段了#

骐骥一跃 ! 不能十步 ) 驽马十驾 !

功在不舍) 锲而舍之! 朽木不折) 锲而

不舍! 金石可镂# 阿甘都能在自己既定

目标上坚持出成果! 精明的人何必放弃

呢-

$周口斯美特食品有限公司 李飞飞%

克难
!!!!!!

在人生的道路上! 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各

种各样意想不到的困难! 人生不可能永远顺风

顺水! 困难和挫折是检验一个人韧性和毅力的

试金石# 俗话说" 自古英雄多磨难! 从来纨绔

少伟男# 真正出类拔萃的人! 大多是那些历尽

艰辛在困难中磨炼出坚强意志的人! 是在逆境

中不轻言放弃的人#

其实人从呱呱坠地到蹒跚学步牙牙学语!

一步一步至上学工作! 随着年龄的增长! 遇到

的难题会越来越多# 面对困难时! 有的人选择

迎难而上! 有的人选择逃避退缩! 很多时候一

个人的决心和困难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决心越

大困难越小! 决心越小困难越大! 弱者被困难

吓倒! 而强者却是知难而进! 将困难和挫折当

做自己前进路上一道独特的风景! 在困难面前

永不低头百折不挠! 凭借坚强的意志和坚韧的

毅力最终将它踩在脚下#

困难是弹簧! 你弱它就强! 只有当你勇往

直前拥有战胜困难的勇气! 不被困难吓倒! 才

能排除万难到达成功的彼岸'

$周口市人防办 齐飞%

默契说
!!!!!!

两个人或一个团队搭配做活! 或合作

做事!主副分工!轻重分明!只须意会!不须

明讲!顺心顺手!天衣无缝!往往成事有余!

叫好连声!这种最佳配合产生的上乘效果!

就叫默契#

球场上!无论是足球$篮球或排球!虽

是竞技!但球场如战场!实是斗智斗勇# 一

个好的球队!队员们谋合战术!攻势凌厉!

防守严密!如姚明式腾空一跃!一球划出美

弧!投入篮中!赢来喝彩掌声# 这就是球队

的默契#

国乐队吹奏!一笛主奏!两笙相跟!或

胡琴$梆子相伴!恰如一台戏# 笛声或高亢

嘹亮或如美人密语!或如大潮奔涌!或如小

桥流水)二笙紧随不放!或激昂或低唱!有

张有弛!有吼有吟!听起来极有感染力!让

人如痴如醉# 这是演奏的默契#

打铁匠人!两三人合作!一人主锤!其

他配合# 小锤只须轻声点点!指挥二锤三锤

手!抡着重锤铿锵!抡锤手随着小锤指点!

辨识锤语!着力自然有轻有重!锻出像艺术

品一样的工件# 这是匠人的默契#

一对夫妇!兴趣相同!性格有互补# 生

活中男主外女主内!做事处世!接人待物!

相互配合# 好的妻子!让丈夫在场面上唱主

角!妻子甘当配角!默默奉献!人前给足男

人面子! 人后枕旁悄语! 提醒丈夫何处不

妥!何处提防# 教育自己的子女!一人唱红

脸!一人唱黑脸!一人厉声训!一人柔声哄!

教子往往收到好效果# 这是夫妻之间的默

契#

一个写手!灵感来时!如泉喷涌!行文

时!为紧捉灵感!草书如醉舞!几乎不能辨#

技精打字员! 明目辨别草字! 会意梳理文

路!巧饰文采几无误差# 这是写作手与打字

者的默契#

最佳的默契! 来自双方心灵的感应和

相通# 有时!只是一个眼神!只须轻轻点头!

对方便心领神会!明白往哪里用劲儿!知道

用力的分寸!通过完美的配合!展现几乎完

美的水平#

最佳的默契!来自双方的修养和素质#

善于默契者!两人旗鼓相当!水平相近# 虽

遇困难阻力!应对自如!不乱方寸!心态淡

定!富有定力!是默契应备的心理素质# 平

时!注重学习知识!积累经验!掌握技艺!艺

高人胆大!游刃方可有余#

最佳的默契!做作不来!硬套不来!应

与时俱进!随机应变!相机处事# 一呼一应!

一唱一吟!讲究的是章法!是默认或默许#

一方甘愿付出!一方甘愿效力!这是默契心

照不宣的内涵#

你与别人合作做事!达到默契了吗-

$扶沟县物价局 一泓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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