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百姓写手" 稿件请投至

电子邮箱#

!"#$$%%&'()*+,-.

急待发出的通知书
!!!!!!

!怎么办" 怎么办" #妻在一旁不停地说$%高

中报名时间只剩下大半天了$如果再联系不到学

生$最起码耽误她一年的学业& '

妻在一所初中任九年级班主任$早出晚归就

不用说了$ 很多时候把班级里的事当成家里的

事&这不$因为钱店的一名学生考上了二高$可无

法联系上她$着急上了火& 学生家长的手机刚开

始欠费停机$妻替他交完费后仍无法接通&

!要不然你开车到她乡里去一趟&'妻认真地

对我说$!我们按一天去寻找$不信找不到& '确

实$学生在登记信息的时候$只留下一个手机号

码和乡镇及行政村名$要找真得花一天时间&

看着妻着急的样子$ 我也犯起愁来& !这样

吧$'我对妻说$!我记得我有咱县党政单位的电

话号码$试着联系一下$真联系不上$我们再开车

去$怎么样" '

经过与乡政府办公室(行政村的负责人多次

联系$终于找到了学生家长的电话号码$告诉他

只有大半天时间了$赶快去学校报名&

电话打完后$妻如释重负$开心地笑了$说)

!我今天给你多做个菜$慰劳慰劳你& '

$马玉红 郸城县疾控中心%

悠悠电话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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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有了女儿后$母亲就来了城里给我们

带孩子&我和妻工作忙$母亲又刚从乡下来$于是

妻子便把她的那部旧手机给了母亲$以便我们不

在家的时候和母亲联系&

有了手机$虽然我和妻子与母亲的联系方便

了许多$但是$我发现母亲在空闲的时候一个人

常常发呆$有时候常自言自语地唠叨着什么玉米

地该施肥了$芝麻地该薅草了之类的& 于是我对

母亲说)!娘$我教您用手机吧$您想家了可以给

俺爹打电话呀&'母亲摇摇头说)!算了算了$我只

是随口说说&你爹自打退休后在老家干活也是样

样精通$他学会操心了&我年纪大了还学那弄啥$

尽浪费钱& '!没事$我给您办的这个电话卡是包

月的$一个月打多打少都是恁些钱&'妻子插嘴劝

道&终于$母亲经不住我和妻轮番轰炸式的劝说$

戴上了老花镜$认真学起来&

慢慢地$母亲学会了给父亲打电话& 每天的

一个电话$虽都是平平常常生活中的琐事$却载

着母亲的牵挂让她的思绪回到了魂牵梦绕的老

家&每当这个时候$我和妻都尽量不去打扰她$害

怕打断了她那根穿越时空和距离连着老家的情

丝&

母亲牵挂着老家的父亲& 老家十多亩的田

地$年近九旬的爷爷奶奶$还有满院找食的鸡(慵

懒地躺在板凳上睡觉的猫(大门口盯着来来往往

行人的小黑狗(一圈即将出栏的小肥猪**老家

里里外外的事都靠父亲一个人忙活& 母亲说$以

前她在家时能给他搭把手$现在只剩下父亲一个

人**于是母亲常常在电话里叮嘱父亲)别忘了

做饭时给他爷炖碗鸡蛋羹$别忘了隔十来天给小

鸡小猪买麦麸皮$别忘了及时给庄稼施肥(打农

药(薅草$累了要歇歇**母亲在电话里嘱咐着

父亲$一遍又一遍&

母亲也牵挂着老家的邻居&母亲常在电话里

询问父亲隔壁老二家的媳妇生了没$村东头老七

家的孩子娶媳妇没$隔壁方大娘爱生气$借她家

的农具要及时还**母亲说$ 远亲不如近邻$与

人处事要以和为贵$都在一个村里住$有啥小矛

盾忍忍就过去了$生气吵架既伤身又伤财$是最

不划算的了&

母亲惦念着老家的一草一木$她在电话里偶

尔也会向父亲问起$ 譬如村前的沟里还有没有

水$热天的时候还有没有孩子去沟里洗澡$老家

院子里当年她亲手种下的梨树(葡萄树结果儿了

没**

有次我和妻子回家$正听见母亲给父亲打电

话$妻子正欲伸手开门$我拉住了她$说)等会儿$

让母亲把电话打完& 妻不知道$那看似平常的琐

事里承载着母亲对老家对父亲的深深的思念和

牵挂啊+

$王亮 项城市国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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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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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小时候看过许多战斗故事$每每遇到艰难

险阻总有人站出来大手一挥) 共产党员跟我上+

高声一呼应者云集$再顽强的敌人也会被打得落

花流水& 军对党员充满了崇敬和热爱& 每每看到

党员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怕牺牲$军都对他们

肃然起敬& 渐渐地$党员的光辉形象在军的脑海

里定了格$挥之不去&

从学校毕业后$军成了基层供电所的一名员

工$据说军所在的供电所曾被评为!群众最满意

的基层站所'$ 多次被评为先进& 更令人兴奋的

是$军所在的供电所有一名党员$党员是一名有

着十多年党龄(比所长工龄还长的老师傅& 军想

他也一定会像小说中说的那样了不起$最起码在

工作中也应该年年当先进$样样是楷模$军不由

得对党员平添了敬仰&

随着时日的推移和新鲜感的淡去$ 军不免

有些失望& 他渐渐发现现实中的党员并没有小

说或荧屏上的那么完美& 党员平时工作并不怎

么主动$ 总是指手划脚地对军这样的新员工发

号施令$ 工作之余还时不时地发一些诸如工资

太低不够养家( 领导没有对他提拔重用之类的

牢骚& 不过党员生活中对军还是挺关心的$ 有

一次军生病$ 平时很少花钱的他一下子买了牛

奶( 水果等一大包营养品$ 感动得军差点流下

了眼泪&

一日$局机关征集志愿者到市区宣传安全用

电常识$党员和军都报了名& 他们被安排到繁华

的商业街向行人发放宣传资料$并解答人们提出

的一些问题& 他们正在紧张地忙碌着$忽然前面

人群里传出了阵阵惊叫声$ 人流迅速向两边躲

闪$只见一中年汉子手持利刃正追赶一名学生模

样的青年$青年身上已有几处刀伤$浑身是血&军

看得有些心惊肉跳& 军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见党

员迎着拿刀的汉子冲了上去&军忙喊了声!危险'

并伸手去拉他$却没有拉住& 拿刀的汉子见有人

阻拦就丢下青年径直向党员刺来$党员躲闪不及

被刺伤了左臂$但他凛然不惧$和拿刀的汉子扭

打在一起并奋力夺下了尖刀**歹徒被随后赶

到的警察带进了派出所$党员也被人们送进了医

院&

党员一下子成了名人$县里的广播和电视上

都在宣传他的事迹$也有不少人带着鲜花和礼品

到病房看望他$军更是不离左右地照顾着&一日$

军不解地问党员)!那么危险你还往上冲$难道你

不怕死吗" '!死$我当然怕$可我是党员& '!没有

人知道你是党员& '!我自己知道& '**

刹那$军觉得平时很平淡的党员一下子变得

高大起来& 此刻$军更加渴望自己能够成为一名

像老师傅一样的党员&

$邱志强 太康县电业局政工部%

学会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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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这个词或许很多朋友都不常想

起$ 可它却是我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主

题&

让我们感恩父母$因为他们让我们感

受到了人世间最温暖的爱,让我们感恩老

师$ 因为他们教会了我们许多做人的道

理,让我们感恩挫折$因为挫折让我们的

心更加宽敞,让我们感恩社会$因为它让

我们茁壮成长+

感恩与我们密不可分$我们要学会感

恩$报答我们的祖国$报答我们的社会+

但是$感恩并不一定是要感谢别人的

大恩大德$感恩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

善于发现美并欣赏美的道德情操&

我们感恩朋友$感恩亲人$感恩陌生

人$感恩集体$感恩国家$感恩人类$感恩

社会$感恩大自然
8

有位诗人曾说)我们曾光着脊背走过

大地$深知人生的风霜雨雪$当我们秉持

着一颗感恩的心时$便将烦恼与不快丢进

了泥泞$从而感叹$生活如此美好$人生如

此多姿+

感恩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健康

的心态$能折射出社会文明的进程+

$刘思源 周口七一路二小%

听 雨
!!!!!!

曾经$我感觉雨就是快乐&

听$雨水不停地敲打着院中的那棵老

榆树$沙沙$沙沙,不停地敲打着屋檐$叮

咚$叮咚,轻叩我的门窗$叮当$叮当& 我偷

偷地打开房门$迎接那淘气的雨& 她哗哗

地唱着$跳着$逗引着我& 我悄悄地跑出

来$站在院中$张开双臂$扬起小脸$任雨

水斜斜地打在脸上 (手上 (身上 $落进心

里$溅起许多美好的遐想&

我无数次认真地想)雨从哪里来" 当

真是天漏了吗" 女娲此刻正在补天吗" 我

顺着雨丝往上看$使劲往上看$我以为那

样就可以找到答案&

%怎么又跑出来淋雨$当心着凉& '妈

妈递给我一把伞$一把漂亮的花伞$很大$

可以把小小的我完完全全地遮起来& 这调

皮的雨又在伞上奏起音乐来了$ 啪啪$啪

啪&

五颜六色的伞转起来了$小伙伴们笑

起来了$门前的小路变成小溪了$它潺潺

地流淌着$绕过那个高冈$冲过那块方砖$

漫过我们的小脚丫$欢快地流进屋后的小

河&

曾经$我感觉雨就是诗意&

那斜斜的(密密的雨丝啊$多像云姑

娘多情的眼泪+ 那淅淅沥沥的雨声啊$多

像扣人心弦的小夜曲+ 于是$我爱上了听

雨&静静地躺在小床上$听雨&默默地靠在

窗前$听雨& 手拿诗集呆坐$听雨&

再次拿起那把花伞$咦$它怎么变小

了呢" 撑起这把小花伞$走在乡间的小路

上$继续听雨& 不止一次地感叹$雨中漫步

是多么浪漫的事情啊+ 不止一次地想象$

多希望成为雨巷中那个丁香一样的结着

愁怨的姑娘啊+ 哗哗$哗哗$雨水流进小

河$欢快地流淌$流进我的心里$流向无尽

的未来&

现在$我感觉雨就是牵挂&

突然乌云翻滚$狂风骤起$路旁的小

商贩们连忙收摊儿& 玩具被风吹走了$鞋

盒子被风吹翻了$小吃摊上的不锈钢盘子

在地上%当当'地蹦跳着$不知哪里的广告

牌%咣当'一声掉下来了$路旁的柳枝%咔

嚓'一声断裂了**

儿子兴奋地喊)%妈妈$妈妈$要下雨

了+ '我拉起儿子立即往家跑$狂风裹着泥

沙$吹得人睁不开眼睛& 一路上$儿子兴奋

不已$我却满心担忧&

雨姑娘带着闪电( 雷公一起来了$头

顶闪着金光$打着响雷$空中挂着长长的

雨帘& 那大大的雨珠落在儿子的身上$却

砸疼了我的心&

%避会儿雨吧$宝贝儿" '我问&

%不要$不要$我可以冲回家+ '儿子一

脸快乐& 我理解那样的快乐&

我站在窗前$看雨把天地相连$听雨

%啪啪'地敲打着窗玻璃$也敲动着我的思

绪& 我的爱人还未归来$不知被雨拦在哪

里&我那年迈的双亲$此时可在家里"若是

外出$是否带了雨具"

雨一直下$从昨天到今天$从过去到

现在$从遥远的古代到无法预测的未来&

听雨$我是在听雨吗" 还是在聆听自

己的声音"

$陈娜 周口市开发区陈营学校%

这样才算真正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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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边不知什么时候钻出一颗嫩绿的

脑袋& 四周除了光秃秃的土地$连根草都

没有$所以那个绿脑袋特显眼& 只是猜不

出她的名字&

每次经过$那个绿脑袋都会在眼前一

闪而过& 不记得闪了多少天$绿脑袋不见

了$ 几片大大的叶子像帽子似的盖住了

她$纤细柔弱的身躯似承受不住那几片大

叶子而左右摇摆& 真担心她会一头栽倒&

一场急雨噼里啪啦砸下来$绿脑袋终

于栽倒在泥土里& 她像个无助的孩子$期

待帮助和保护$没有谁为她撑把伞或披件

雨衣& 不知道她还能撑多久&

时间被飞快的车轮碾过& 当所有的花

草树木都披着夏装登台表演时$绿脑袋竟

蹿出一米多高$只是叶子变小了$身子变

粗壮了& 一场雨好像使她明白了---只有

改变自己$才能保护自己&

夏天的脸$说变就变& 太阳还未完全

躲进云层里$狂风就铺天盖地地卷来& 许

多的花草树木倒的倒$断的断& 绿脑袋也

未逃过这一劫$被拦腰折断& 没有人过去

扶她一把$或试着给她把断枝接上,没有

人给她剪断残枝$清理伤口$希望她长出

新芽& 折断的枝干渐渐枯萎$生命的迹象

很是渺茫&

某日黄昏$再独步到那条小路$一颗

开满红花的小树屹立在眼前& 哦$那不是

树$是绿脑袋& 绿脑袋在断裂处又发出很

多的枝杈$枝杈上长满了叶子$一片叶子

开一朵花$蓬勃热烈$像天边的朵朵云霞&

看着她从一个尖尖小牙$经历一次次

狂风暴雨的摧残$而坚强地存活$并长成

一道枝繁叶茂花朵如云的景观$心$为之

震撼+

一个人成家立业后就以为长大了$一

个人出外闯荡了几年就以为成熟了$一个

人经历了一点风雨就以为坚强了$ 其实$

像绿脑袋那样$从尖尖小牙$到头顶天脚

踏地$ 不依靠任何外援而长大并存活$才

算是真正的长大&

$马艳丽 川汇区电厂老家属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