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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放假回家看了一下母亲! 一出县城"

才知道春已将逝"春意阑珊"早已是绿肥红瘦!

城里不知季节变换" 在钢筋混凝土的立方里"

在朝九晚五的工作中"在迎来送往里"感悟不

到季节的变化" 方今才觉察出新年早已退了

色"鲜艳已退成墨绿!

到了家"见母亲在院里掐辫子! 辫子也称

草帽辫"掐辫子是我们豫东一种古老的手工工

艺" 用麦秆编成一个长长的扁平的辫形带子"

用之缝制草帽子!集市上的草帽子多是农家妇

女一冬一春的手艺"比得上世界上其他的任一

种高级的帽子!每年母亲都要给家人缝制一顶

草帽子"一卷卷地缝着"就像浓缩的亲情"上地

干活"上集买卖"戴着就是一个移动的伞"伞下

就是一片阴凉"一片说不完的情话! 母亲年轻

时一天能掐几桄子" 简直不是掐是手在跳舞"

只见她拇指与食指不停地捻动"小拇指也在下

边一动一动配合着"辫子就从两手心里流了下

来"一眨眼一把莛子掐完了!我也看得呆了"她

说#$拿桄子来"桄好% &我便拿来桄子"小心地

一卷卷地桄起来"一数正好是十二卷% 母亲掐

的辫子活细"紧凑"来买辫子的总是给个好价

钱"有时谁要是和买辫子的讲价格"那人就拿

出我母亲掐的"说"你看看这一桄子" 能比吗'

于是讲价格的也就不再说了% 我真是羡慕坏

了" 可是我手笨" 就是学不会 " 母亲就说 #

$俺儿这手呀是拿印把子的" 咋能掐辫子呢%&

我总是把手翻来覆去看" 和母亲的比" 母亲

的手长满了茧" 还有一点点的伤疤"当时只感

到她的手太丑了" 可是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幼

稚%

听到我儿子喊奶奶" 她抬起花白的头"瞅

了一下"才说#$俺的孙孙回来了% &我儿子走上

去"扶着我母亲"她艰难地站起来%我儿子比她

还高一头呢% 她仰起头"看看"又退了一点"低

下头又看"摸了摸孙子脸"好像这才看清楚"相

信站在眼前的就是自己的亲孙子% $比过年时

瘦了% &又转过头对我妻子说#$又长骨头又长

肉"还上学"得吃滋润点% &像是责备妻子把她

的孙子饿瘦了%母亲得了白内障"劝她动手术"

她说该死了"不想挨那一刀子"谁说也不听"现

在看人时必得瞅老长时间才能认出来%

$你看"啥都不缺"又买恁些% 在城里开销

大"不像家里% 也好"你得去看一下你大叔"他

病得不轻% 就搬着去吧% &她按着东西"不让往

屋里拿%

母亲催我们快去"说"他家这几年事多"你

大叔为人实在"别坐时间长了"尽尽侄子的心

意"千万不能在那儿吃饭%我们从大叔家回来"

母亲已开始做饭了"儿子坐在门口望着梁上的

燕子% 小燕子张着大大的黄嘴叉叽叽地叫着"

老燕子"一趟趟地捕食喂食"多幸福的一家啊%

这家燕子从我记事起就在我家筑巢"一直到现

在"从茅房到现在的楼房"没有一年不来"母亲

也总要给他们留一个窗户" 让他们自由出入%

它们把自己当成了主人" 自在地和儿女们玩

着"自个儿找食吃饭"从不打扰我们"我们也从

没有打扰过她们"和平共处%

母亲说过看着燕子们不远万里来到咱家"

和和睦睦的"再远的路也不远了"再难走的路

也不难了"听听它们亲切的呼唤"再大的气也

消了"再皱的眉也展开了% 现在她的孩子都到

外面去闯了"只有她在家陪着一年一年准时回

来的燕子%

我想到厨房去帮手"妻子瞪我一眼"我便

退出来% 母亲从不让我下厨% 我拿起母亲掐的

辫子"松松的"曲曲弯弯的"像一条死蚯蚓"这

不是我母亲掐的"这怎能是我母亲掐的"母亲

掐的辫子十里八村都没有人比得上%母亲得了

白内障"眼也不好"看不清了"年纪也高了"手

也没劲了"她掐不出好辫子了(

我们就在院子里吃饭% 春阳融融"东风柔

柔"燕子呢喃"是陶潜写的"还是王摩诘画的'

都不是"是母亲用灵巧的手"掐辫子的手"一笔

一笔描出来的% 母亲只找烂的吃了几口"便东

一家西一家讲起来"还不时劝孙子吃这吃那%

刚吃了饭"堂弟过来了"捧了一半我给大

叔拿去的礼品和一兜子新蒜% 这时母亲很武

断"推着我堂弟说#$这东西是给你爸的"不能

再拿回去% 这蒜就让他们拿走"是你给的% &堂

弟没有法只好放下蒜" 拿着那一半礼品回去

了%

给母亲买的礼物"母亲则让我拿着去看了

我大叔"她是舍不得让我多花一分钱哪%

送走堂弟"母亲就催我们走"像我还有什

么重大的事一样% 踏上返城的路"我不敢回头

看一眼母亲"但我知道她一定会像送我上学时

一样站在门口望上半天"她一定要把我拿的礼

品分给大妈大婶一些"她一定会一遍遍地对别

人说她的孙子比她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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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的喉嗓
喂"田野"你有多少喉嗓'

那支在河边的水泵"是不是你圆亮的喉

嗓' 每天"哗"哗**从早到晚"不停地唱+

禾苗从这儿吞进乳汁"果木从这儿汲取

营养! 在这迷人的歌声中"乡村的庄稼向上

长,,

那架在禾场的风车"是不是你欢乐的喉

嗓' 每天"哗"哗,,一遍一遍"尽情地唱%

麦子从这儿流进粮库"五谷从这儿淌进

谷仓% 在这醉人的歌声中"祖国的粮堆向上

涨,,

-..呵"电气化"机械化"家乡的田野正

把明天歌唱,,

清晨!金银花开了
四月"插秧的季节+

四月"开花的季节+

四月的清晨"金银花开了"开得好鲜"村

子沉浸在醇烈的香气里,,

清晨"去田野的姑娘/大嫂蜂拥花下#你

采一束"她掐几枝"插上辫梢"簪满发鬓"然

后"嘴上衔一支歌"向田野奔去,,

清晨"金银花开了!在这里"采花成了出

勤的标记#谁早到"谁有花戴0谁迟到"谁无

花摘% 没花戴的人"整整一天会羞得头也难

抬,,

清晨"花摘完了0明晨"花又开了%呵"这

迷人的金银花"仿佛是专奖励模范的% 它是

勤劳竞赛的鲜花(

呵"这新农村建设的春风"多像金银花

一样"散发出香气,,

村长一顿饭
一顿饭"妻子热三遍#抹桌子候"揣锅铲

念"踮着脚尖儿望三望"影不见%

一顿饭"妻子喊三遍#窗里边叫"门外也

喊"村头吆喝到田头上"才回转%

一顿饭"妻子追三转#他端着碗跑"家家

事"催他添饭他不忙"谈生产%

一顿饭"妻子叹三声#1人家催饭"咱家

催人"问他咸淡也不说"真少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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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的九十四大寿快到了" 这在我们家

是一件大喜事% 十几天前父母就问我们谁有

空" 希望我们都回家% 这也是父母对爷爷的

一份孝心吧( 喜欢家人大团聚的爷爷却不愿

意住在城市" 他过惯了田园生活" 更离不开

他的众多骨病患者%

每日来家找爷爷接骨/ 看骨伤的人大多

给爷爷拿一盒烟作为酬劳" 爷爷自己很少吸

烟" 于是他就把烟送给了邻居% 有的患者因

为家里很穷" 往往空手前来" 爷爷也没有因

为收不到礼物而用异样的态度对待来人% 甚

至有的人很没礼貌" 过来的时候见爷爷不在

家" 就会说 1接骨的老头哪里去了&" 遇见

这样的人" 我们都十分反感" 就不告诉来人

爷爷的去向% 有一次" 我又那样做的时候"

竟然被回家拿农具的爷爷听到了" 他没有批

评我" 只是告诉我那样会增加别人的痛苦"

让我以后不要那样做了%

爷爷也是一位勤劳而慈祥的老人 % 夜

晚 " 爷爷会做一些能在油灯下干的活儿 %

有的时候我和妹妹陪在爷爷身边" 爷爷就会

给我们讲许多有趣的故事% 在昏黄的灯光

中" 爷爷一边忙碌着" 一边讲着一个个生动

的故事" 逗得我和妹妹哈哈大笑" 也从中受

到教育和启发% 在我们有自己的孩子之后"

爷爷已经七十多岁" 每每看到我们的孩子"

爷爷就会乐呵呵地一直盯着" 然后就会讲一

些孩子喜欢听的故事% 爷爷讲故事的时候满

脸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爷爷上过十年私塾" 深深知道知识的重

要" 所以他的每一个孩子都上过学" 即使是

女孩" 爷爷也会把她们送到学校% 当时农村

女孩很少让上学的% 爷爷常常教育他的孩

子# 拥有学问" 一生受用" 一生幸福% 爷爷

更能看到时代的变迁" 遇到不懂的东西都会

耐心听别人讲解" 不会因为我们年龄小而斥

责我们和他的见地/ 理解有分歧%

我们都在城里生活/ 工作% 每每看到别

人家的孩子" 爷爷都是羡慕得了不得" 但是

他很会自我安慰% 在故乡" 当来人问他哪一

个小孩子是他家的" 爷爷都会说# 1没有一

个是我们家的" 我们家的孩子都在城里" 逢

年过节就会回来看我的% 别看我穿得破旧"

新衣服都收起来了" 你说在农村穿那么好干

啥' 新衣服都是孩子们买的%& 让别人羡慕"

也算是爷爷的自我安慰吧(

早年爷爷给生产队喂牲口" 后来分产到

户后各家自己都喂有牲畜% 爷爷拥有了自己

的一大 1玩具&% 每日天不亮爷爷就会起床

为牲畜备好草料" 那些牛啊马啊在爷爷的精

心喂养下比别人家的肥壮得多" 也更能出

力% 后来爸爸送给爷爷一只小狼狗" 爷爷十

分喜欢" 每日都会亲自喂食% 有一次" 狗狗

被车撞伤了腿" 爷爷还用自己的接骨技术为

狗狗接上受伤的部位" 在故乡一时被人们看

为传奇# 1看老先生不但会接人的骨" 还会

接狗的骨%&

爷爷已经九十四岁了" 身体十分硬朗"

这归功于爷爷有一个乐观/ 豁达的人生态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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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别时

你站在老城根那家酒馆

萧条的柜台里

水鸟的翅膀

划过辽阔苍远的水域

留下满湖凄冷的残荷

觑我的背影

至遥远

黯淡了心情!!

无奈地

朝我摇了摇杏黄酒旗

当我蓦然回首时

你兀自站在角落里

眼眶里噙满的泪水

酸涩了前方的行程

我这才发现

你很柔弱

小城很柔弱

仿佛一个贫血的女孩

苍白了我半生的记忆

而现在

弹指几十年

仿佛隔了

长长的一夜

当我揣着满腔的向往

走近你时

满湖荷花盛开

诗意而美丽

栖水而居

你温暖的身影

宛若一朵一朵的荷

肌骨丰满滑润

洋溢着青春的张力

定格进岁月

诗歌

雨夜
!

李芳君

是谁撑着伞

犹如美丽独处的天使

在风中飞舞

在雨中徘徊

是谁乘着帆

犹如优雅静若的天使

在海上思索

在夜中轻泣

雨如泪一样长

尽情去释放

那美丽的夜

滴答滴答真的是昨日的雨声吗

真的是昨日的寒冷吗

真的是那无眠的泪水吗

真的是无尽的期待吗

是的

是停留在凌晨那一刻

是停留在腊月那一刻

是停留在巾湿那一刻

是停留在呐喊那一刻

是停留在海上那一刻

是停留在雨中那一刻

美丽的人

动人的夜

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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