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战友
!

赵佩佩

战友

你脱下了既爱又恨的绿军装

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你努力抑制

却依然汹涌

战友

你爱她的执着

爱她的信仰

你恨她的不自由

恨她的不服输

有时候你调皮

有时候你倔强

有时候你坚持

有时候你疯狂

三公里越野她看到了你的坚强

军营比赛她看到了你的张扬

战友

还记得食堂的芝麻饼和咸菜吗

还记得机台操作吗

还记得春节包的饺子吗

战友

你是不是依然怀念嘹亮的军号声

你是不是看到军人依旧很崇敬

你是不是整装待发时刻准备着

战友! 你现在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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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怀念焦裕禄
!

焦银庭

!!!!!!

敬爱的焦裕禄同志啊

我们的贴心人!我们的好书记

您离开我们已整整半个世纪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

五十次寒暑变迁

五十次春秋更替

五十年日出日落

五十年晨昏交替

无论是兰考人的每一颗红心

还是兰考境内每一寸土地

时时刻刻都没有把您忘记

难忘那一年您拖着病体

为兰考人民埋下改变命运的种子

奠定了幸福大厦的根基

正当兰考人民迫切需要您的时候

您年仅四十二岁

带着对兰考这片热土的眷恋

带着兰考人民的热切希望和无限痛惜

向另一个世界走去

半个世纪里 兰考人民

在"焦桐#的浓荫下

看着丰收在望的滚滚麦浪

回忆您的忙碌身影 暖心话语

仰望您的背影 牢记您的功绩

心里泛起一串串甜蜜$悲伤和敬意

兰考人民怎能忘记

您初到兰考放眼眺望

兰考大地啊 黄沙漫天

不是撒哈拉更像大戈壁

还有那白茫茫的盐碱滩

一望无际的不毛之地

枯草在寒风中瑟缩

想诉说兰考人民的痛苦凄迷

面对灾情您不退缩不回避

身先士卒深入灾区

为了摸清灾情

您拖着沉重的病躯

走遍了整个兰考大地

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

每一个风沙口

都有您伫立的身影

每一处盐碱地

都有您踏下的足迹

困难群众的茅草屋里

回响着您关切的话语

田间 地头 饲养室

是您与人民交心取经的圣地

兰考人民怎能忘记

炎夏的一天雷雨交加

同志们担心您病弱的身体

劝您不要再下去

"吃别人嚼过的馍没有味道%

您的回答是那样铿锵有力

怕什么雷雨交加

怕什么倾盆大雨

怕什么泥泞路滑

怕什么水深过膝

突然肝部一阵剧烈疼痛

您用手使劲按住肝区

冷汗像滚珠一样往下滴

随行的同志心疼得落下眼泪

再一次劝您回去休息

可您坚决不同意

您心里总是装着百姓 唯独没有自己

焦裕禄同志啊 我们的好书记

人民想念您

您视人民如衣食父母

根始终扎在人民的土壤里

百姓的冷暖您常记在心里

哪怕他们的一星点困难

您都不会忘记

一个寒冷的风雪之夜

您披着一件破棉袄

推开一个孤寡老人的门

老人双目失明 神色惊奇

夜深严寒谁会来我这里

"大娘!我是您的儿子

是毛主席派我来看望您老人家哩%

老人用颤抖的双手

上上下下抚摸着您冰凉的身躯

激动的泪水顺着面颊往下滴

五十年啦 祖国日新月异

兰考大地林荫密布花香蝶飞

困难时您和人民在一起

如今人民生活好了

您却一个人静静地躺在沙丘里

兰考的父老乡亲

怎么能不悲痛惋惜

人民永远不会把您忘记

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悼念您

生活遇到困难

想到您坟前说说讲讲

心中有了委屈

想到您坟前诉诉冤屈

您在他们心中永远是最贴心的知己

您永远和人民群众在一起

焦裕禄同志啊 我们的好书记

人民永远怀念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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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我们老干部摄影协会一行三十余

人驱车前往栾川采风" 此行的老君山地处栾

川城郊!是伏牛山三大主峰之一!世界地质公

园核心!国家
96

级景区" 这里山势雄伟!层

峦叠嶂!云雾升腾!溶洞优雅!是生态旅游之

胜境"老君山又名石景山!因道教始祖老子归

隐修炼而得名!自古被称为天下名山#道教圣

地 "

坐落在景区内的老子文化苑综合展示了

博大精深的道家文化!墙上的$道德经%由内

地及港台书法家联袂书写" 高大的老子铜像

耸立在文化苑内! 这位春秋时期伟大的哲学

家# 思想家# 道教学派的创始人表情坚毅沉

着!手捧$道德经%!双目睿智有神!展现了数

千年的道家风范"

山高林密!路隘苔滑!我们沿着悬崖峭壁

上的栈道登上了老君山! 当来到玻璃观景台

时个个气喘吁吁! 但看到千山万壑尽收眼底

的壮观!愉悦之情溢于言表"观景台立于悬崖

边上!放眼望去!群山环抱!千峰争秀!云蒸霞

蔚!白云脚下飘!青霭近可掬" 三潭湖水点缀

其中!这就是三才湖!也是老君山的标志" 大

家不住地按动相机快门! 将自然景观尽收其

中"

栾城县城西三公里小双堂沟内有一处天

然溶洞!名曰鸡冠洞!进入洞中!犹如到了一

个梦幻般的世界" 映入眼帘的是石幔#石柱#

石笋#石花#石坊#石林!洞顶吊的钟乳石!像

冰雕般林立"活灵活现的飞禽走兽#惟妙惟肖

的亭台楼阁#栩栩如生的人物造型!使人眼花

缭乱!目不暇接!惊叹地下宫殿的雄伟!惊叹

大自然的神奇" 曲径通幽!前方看似无路!转

弯上个台阶!却柳暗花明别有洞天"一路上只

见相机的闪光灯忽明忽暗!大家收获颇丰!都

觉得不虚此行"

晚上!我们住宿在山村的农家乐!这里四

面环山!风光秀美!空气清新!远离了城市的

喧嚣!倍感山里的宁静" 时值盛夏!山外酷热

难耐!而这里却清风习习!凉意阵阵" 望着落

日的余晖#归巢的飞鸟和农家的袅袅炊烟!我

忆起久违了的乡村生活! 甚至觉得连这里的

鸡鸣犬吠都透着一丝亲切! 有种回归自然之

感" 这是大自然的馈赠!我们要善待自然!善

待历史的遗存"

壮哉!八百里伏牛&

美哉!老君山胜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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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振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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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悠悠飘着!凉风轻轻吹着!鸟儿婉转

叫着!麦苗微微摇摆着!油菜花灿烂开着" 大

自然呈现着绚烂无比的动人画面! 天地间祥

和宁静"

蛇一样弯弯曲曲的乡间土路上! 我哼着

小曲儿!笨拙地骑着自行车"我的怦怦乱跳的

心!早飞到了那个叫杨家集的村子"

看到从前面蹒跚着走来一位老人! 我慌

乱地按着车铃!嘴里喊着!快躲开!我骑得不

熟练&

老人怔怔地站着!车子不偏不倚撞向她!

老人'哎哟(一声倒在了地上"

尽管凉风轻轻吹着! 但我的脸上还是盈

满了汗珠"

老人在地上痛苦地蜷缩着"我停好车子!

蹲下身子!忐忑不安地问!老人家!你没事吧)

老人喘息着说!没事我能倒在地上吗)我

的腿啊!哎哟!疼死我了&

小鸟儿停止了鸣叫!路上不见一个人影!

四周静得像是子夜时分的坟场" 我赔着笑脸

说!老人家!我等着相亲!就不陪你了"你大人

大量!让我走吧"

你这孩子! 把我撞倒了总该说声对不起

吧) 总该把我扶起来吧) 总该把我送到家里

吧)

老人不停地呻吟着! 刀刻斧凿般的皱纹

里全是汗水"

我吃力地扶起老人"她盯着我问!你说你

去相亲) 你骑着自行车! 你的家庭条件不错

吧)

我哭丧着脸说!自行车是队长家的!我平

时很少骑车子!骑得不熟练才会撞到你"我快

08

岁了! 要是家庭条件好能到现在才去相

亲)

在我和老人说话的时候! 一辆自行车停

在了我们面前" 骑车的汉子扯着嗓门儿问

道!娘!你怎么不走) 你身上咋都是土)

我心里一惊!把老人撞成这样!这个胡子

拉碴的壮汉准不会善罢甘休"

我这就走"老人说着就向前面挪去!刚挪

两步就又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是你把我娘撞成这样的) 汉子说着一把

揪住了我的上衣领子"

快松开手& 老人喘息着说!他是个好人!

看我倒在了地上!就把我扶起来!还要送我回

家"

汉子说声对不起后! 把老人扶到自行车

后座上!骑车走了"

在杨家集后面的打麦场上! 我见到了媒

人给我介绍的杨仙枝" 杨仙枝长得跟仙女一

样!我真不知我这个丑小鸭能不能配得上她"

汉子在第二天就找到了我家里! 是拿着

7

个鸡蛋来的" 汉子紧紧握着我的手!激动地

说!太谢谢你了!我娘让我来感谢你!家里穷!

只能拿几个鸡蛋了"

在汉子来我家三趟!给我家送了
07

个鸡

蛋后! 我终于良心发现! 吞吞吐吐地对汉子

说!实在对不起!其实应该感谢的是你们!是

我把你娘撞倒的!你娘看我家穷!就没告诉你

真相"在汉子离开我家时!我让汉子拿走了那

07

个鸡蛋"

和杨仙枝见了第一面后! 杨仙枝对我不

冷不热的! 没想到在汉子拿走
07

个鸡蛋后!

杨仙枝对我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我们

的关系也如掉进火堆里的温度计一样! 感情

直线升温! 很快就将婚嫁摆上了重要的议事

日程"

后来我才知道被我撞倒的老人原来是我

未来的岳母大人! 而那个胡子拉碴的中年汉

子就是我的大舅哥" 老人本想去我庄上打听

我家的情况!没想到在半路遇上了我"老人看

我一表人才!心眼实诚!就心生欢喜!对这门

亲事心存厚望"为试探我的人品!老人就让儿

子去我家送鸡蛋"老人曾对儿子说!我只麻烦

你跑三趟!咱家只破费
07

个鸡蛋" 要是那小

子还执迷不悟!不检讨自己做了错事!这门亲

事就黄了"

好险啊!在接了
07

个鸡蛋后!我终于良

心发现!做了该做的事!从而成就了自己美满

的姻缘"

小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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