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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印象里!父亲从没有午睡的习惯"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村里家家户户栽烟

叶"午饭后!父亲并不休息!总是挟一捆烟叶!

坐在大门过道里或是堂屋门槛旁拣烟叶" 地

上铺着塑料布!父亲赤脚坐在木墩上"西间地

上散放着一大堆没拣的烟叶! 东间床板上垛

着用破被单包裹的已拣好绑成把的烟叶" 整

个夏天! 堂屋里都弥漫着呛喉咙眼儿的烟草

味"每当我午睡醒来!总是看见父亲坐在门槛

旁!仔细地分拣烟叶"

麦忙季节!午饭后!我又累又困!刚躺下

睡一会儿!便被父亲叫醒!催着去翻场" 我极

不情愿地戴上草帽!拿湿毛巾搭在脖子上"父

亲给两头骡子上好套!要打场"打麦场里摊了

一地的麦秆! 麦场边垛着一垛小山一样的麦

子" 打麦场南边便是树荫!凉风阵阵!如果此

时能够睡在树荫下!那真是神仙般的享受"但

此时我必须站在烈日下!拿着铁叉翻场"趁着

日头毒! 父亲赶着牲口打场" 两头骡子低着

头!并排拉着石磙!从麦场的一边开始!一圈

挨着一圈!一圈收一圈放!最后又回到起点"

场北边是一小片菜地!有大葱#茄子#辣椒等!

宽大的笋瓜叶#南瓜叶上落满了麦糠"

小时候我感觉从没有睡够过! 什么时候

能大睡一次!那该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午后

睡得正香!父亲便催促着$快起来!下地打烟

叶%" 七月的午后!屋外日头正烈!像火窑一

般" 父亲已经绑好了架子车!准备下地" 我把

褂子放到水盆里浸湿!穿到身上!湿衣贴着脊

梁!不一会儿便被晒干"我不情愿地跟着父亲

下地! 我恨父亲的残酷! 但走到田间小路上

时!见田里已经有人在劳动"宽大的烟叶有几

尺长!在烟垄里互相交叉密不透风!人蹲在烟

叶地里!非常闷热!汗水扑嗒扑嗒直滴!不一

会儿便要拧一次毛巾! 眼睛被汗水腌得火辣

辣地疼"

算起来! 我已经很多年没和父母住在一

起了"现在老家不再栽烟叶和棉花!农活也少

了"已经年迈的父亲每天午后无事可做!仍然

没有午睡的习惯"

暴 雨
小时候的每年暑假! 我的固定工作是给

家里的骡子割草"

那天下午! 我骑着自行车带着箩筐刚走

到半路!天色忽然暗了下来!只见贾家坟南边

的田野上空积了黑压压的乌云! 正气势汹汹

往这边赶来"乌云中仿佛隐了千军万马!刀枪

如林!人喧马嘶"刚才还明亮的天空霎时暗了

下来!仿佛有一场大难就要降临"田野里正在

忙碌的人们忙放下手中的活计! 惊恐地拉着

架子车小跑着往家赶"

起风了!冷飕飕的风吹到身上!让人直打

寒噤" 玉米苗被吹得俯下腰!泡桐树#杨树也

弯下腰!树枝在狂风中拼命舞动!扑嗒扑嗒从

树上落下很多细小的干树枝#树叶!土路上的

碎麦秸被狂风高高卷起"

从远处传来一个奇怪的声音!由远及近!

非常急促!越来越清晰" 是雨声& 这更增加了

路上行人的惊恐"天色阴暗!如近黄昏!忽然!

$咔嚓%一声!一道弧形闪电从天际划过!仿佛

用鞭子把黑色天空抽开一道明亮的缝隙"

雨来了!骡子和羊还拴在院子里!要赶快

回家"

暴雨像醉汉出酒!终于忍不住倾泻而下"

我迎着雨点往家跑! 被淋湿的衣服紧贴在身

上" 推开大门!只见骡子被淋得水汪汪的!正

围着木桩打转!拼命想挣脱缰绳!再晚一会儿

木桩非被它拽倒" 拴在枣树上的老水羊咩咩

地叫着!声音凄惨尖厉!传出去很远!一副受

难的样子"

虽然老水羊叫得非常凄惨! 但我得先去

牵骡子"骡子可是家里的顶梁柱!家里十五六

亩田地全指望它耕作呢!我每天下午割草#淘

草#铡草!全是为了它" 拴在桩上的绳结被骡

子拽成死疙瘩!怎么也解不开!我急得冒火!

恨不得踢它一脚"终于解开了!骡子连跑带蹦

地冲向牲口棚!我差点儿被带倒在地"

把骡子拴上槽! 我冲进雨里再去牵老水

羊"怀有身孕的老水羊肚子鼓着!伸长脖子朝

向羊棚!我刚解开绳子!它一点儿也没有$淑

女%的矜持!急不可耐地冲进羊棚"

天空像被捣了个大窟窿!暴雨倾盆而下!

透过雨幕!我看到村人一襤一滑地往家跑!都

被淋得像落汤鸡"

编辑
!

程文琰
!"#$%&'()*+,-./012345#

607

版
!

"#$ %&$

"#$ %#&

!"#$

年
8

月
02

日 星期三铁水牛

秋夜喜雨
!

马朝辉

秋雨从昨夜启程

淋湿今晚蟋蟀的喉咙

吐出大口大口的凉气

穿透绿窗纱! 跌进

寂静深裹的梦里

夏与秋的界河划在天空

夏在南岸! 秋在北岸

风一过河就被染凉

雨一过河就被浸冷

一下隐没了三个月的时光

我在三个月后! 张望

旧事如天远

比如夜雨涨秋池

比如夜色凉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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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条路上

反反复复

走了四十多年

我熟知它每个微小的细节

每一步都镌刻在记忆深处

起先

父母牵着我的手

每天从不间断

在这条路上

从这头到那头

路边的小草

唯恐被人遗忘

总是顽皮地

伸出纤小的手

用指尖偷偷触碰我

漫过田野的花香

来自大地和生命

来自母亲打开的身体

最早把春天的温暖带给我

让我陶醉和流连

我仰望着天空

每一颗调皮的星星

夜空中瘦了的弯月

还有从身边经过的风

都那么熟悉

后来

我和爱人搀着父母带着孩子

在这条路上

无论春夏秋冬

从这头到那头 其乐融融

现在

我挽着爱人

抛开了白天的喧嚣和繁杂

感受着彼此的温暖

依然走在这条路上

楼上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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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田住五楼"老田下楼走到四楼!看到

西户大门上贴着一张$劝告书%!内容是'新

来的邻居!你家的小狗连续叫了三天三夜!

是不是疯了 ( 如果疯了 ! 咬了人 ! 人也

疯" 即便小狗没疯! 也会在你屋里传染狂

犬病"三楼邻居老牛劝告你!赶快和小狗说

$拜拜%吧&

老田知道!老牛的失眠又犯了"犯了失

眠的老牛!精神上遭受极大痛苦!成夜成夜

睡不着觉"为了消磨时间!他有时打开灯看

会儿报纸!有时关了灯数会儿数!熬来熬去

熬到天亮!天亮以后就更睡不着觉了"别看

失眠病不大!还真折磨人"

老牛原住市里万金园小区! 因为小区

临着人民路!路两旁有初中#高中#医院#菜

市场!商铺一个挨一个!路上车辆成灾!一

到放学时间!喇叭那个响啊!嘀嘀嘀!嘟嘟

嘟!惊天动地!震耳欲聋" 住在嘈杂声的旋

涡里!不失眠才怪哩&老牛只好随儿子一家

搬到东新区的新欣花园"

新欣花园是个新建小区!三面靠山!南

面临河!小区里鸟语花香" 老牛搬来后!吃

得饱!睡得香!没过多长时间失眠就好了"

可最近!老牛的失眠又犯了"四楼西户房主

把房子租给了师范学院的一个黄头发小青

年" 小青年喂条小狗! 他在家时小狗很老

实! 他一离家小狗就汪汪乱叫" 中秋节放

假!小青年外出旅游三天!小狗连续叫了三

天三夜!叫得满楼嘈杂混乱"老牛的失眠咋

能不犯哩&

老田把$劝告书%揭了下来!对老牛说!

我正准备和小青年谈心哩! 劝劝他好好读

书!不能因为家里富有就虚度光阴"

星期天中午!全家人都去公园了!老田

备好一桌饭菜!把小青年请了过来"小青年

惊得目瞪口呆" 老田说!咱这个单元!我家

搬来最早!对晚些搬来的!我都要请吃一顿

饭!说说话!熟悉熟悉!邻里之间嘛!就是一

家人"小青年感激之情油然而生"楼下的小

狗叫了起来!汪汪汪#汪汪汪))

老田让小青年坐下"老田边斟酒边问!

你租这套房子每月多少钱( 小青年没有回

答" 老田说!我们这房子是
09:

平方米!租

金最少也得
0:::

多元" 小青年不想回答"

老田又问!你买这条小狗花多少钱(办养狗

证没有(检疫没有(小青年没有回答"老田

说! 你遛狗时我见过! 你的小狗是德国黑

贝!估计最少也得
;:::

多元" 小青年不想

回答"老田说!也许你家条件不错!很富有!

但很富有也要注意节约! 国家最近反复讲

节约!我们每个人更应该讲节约#讲节俭#

讲节省! 现在你还是个学生! 不能贪图享

受!要好好读书!毕业了你还要教书哩& 你

还要带学生哩& 楼下的小狗一声连一声地

叫!汪汪汪#汪汪汪))

老田说!来!喝几杯吧" 小青年端起酒

杯一饮而进" 突然!有人敲门" 老田赶紧开

了门" 只见门口站着一位老人!裤管高卷!

背心湿透!花白的头发支棱着"老人看见小

青年!勃然大怒!我可找到你啦& 小青年惊

慌失措!不由叫了一声$爹%" 老田一愣!恍

然大悟!笑了!说!老大哥!来来来!喝酒!喝

酒" 楼下的小狗歇斯底里地叫!汪汪汪#汪

汪汪))

老人坐下来 ! 停了一会儿 ! 对老田

说! 这孩子开学来时! 我给他准备的钱!

能用一学期 ! 可刚过一个月 ! 他就打电

话! 说没钱了! 叫送钱来" 我卖
0:::

多

斤小麦! 得
0:::

多块钱! 就赶来了" 我

为省几个车费! 就骑着自行车! 跑
7::

里

路!整整跑了一天一夜"老农民弄钱不容易

呀& 可我到学校一问!他同学说!他不在学

校住!说他又租房!又玩狗!还跟什么 $驴

友%一起去旅游!败家子儿啊& 老人的泪水

流了下来" 老田对小青年说!从明天起!你

把房子退了!把狗卖了!立即回学校住" 你

往后生活上有了困难!就来找我!我可以帮

帮你" 楼下的小狗越叫越凶!汪汪汪#汪汪

汪))

小青年望着苍老的爹!哭了"

老田说!来来来!咱们有缘相见!喝酒!

喝酒&

文竹!外二章"

!

刘忠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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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朴雅致的朱砂花盆里! 在我的书柜

顶上!它像一片缥缈的云!像一株婷婷的竹!

像一曲悠扬的轻音乐!像一首优美的抒情诗!

像一帧立体的写意画"

有时候我又觉得它太纤弱!太稚嫩了些"

但母亲对我说' 不! 它不是花中的弱女

子" 它不仅有竹的风韵!也有松的挺立"

我爱文竹"

山

山!是可爱的" 爱它的葱茏( 不是" 爱

它的矗立( 不是" 我爱它在任何外力的冲击

下!都站稳脚跟!毫不动摇" 风吹!它不摇*雨

打!它不动"

山对冲击它的外力!既不点头!更不哈

腰&

但是!哪怕一点儿飞扬的尘土!山都要拥

抱*哪怕是一根细嫩的野草!山都要哺育" 于

是!山才不断地壮大!而且永葆青春"

风来!它梳头*雨来!它洗脸" 山!永远以

年轻而矫健的姿态挺立于天地之间&

盆景

山水浓缩于尺寸间!立在我的案头"

这是我从大山里采来的$渗水石%!置放

在彩色的瓷碟里!水漉漉#湿淋淋的!点缀着

一些青苔般的小草!绽出翠生生的芽儿"

还有几块河边拾来的鹅卵石!还有几簇

青青的水仙"

不知为什么!每当我读书写作倦怠了#困

乏了的时候!望一望它!总会心旷神怡#情思

悠悠!引起许多对春天的绿色的回忆))

我把它永远置于心头!我就是一片常青

的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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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

小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