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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申凤梅老师逗趣 !

杜鸣钟

!!!!!!

说起申凤梅老师!不知有多少听

众被她那声穿江河的唱腔所感染!也

不知有多少听众被她那洒脱倜傥的

舞台形象所折服!如果说到她的另一

面!比如说逗趣取乐!所知道的人就

为数甚少了" 我就有幸亲自#享受$了

一回%

那是
399:

年的春天! 周口电视

台要拍一期申凤梅老师的专题节目!

因职业原因!我也随同前往" 在风景

秀丽的沙颍河堤岸上忙活了一上午!

吃饭的时候!被安排到地委小所&现

迎宾馆
;

! 离上菜还有半个小时的时

间! 大家都忙着和申老师合影留念!

我也和申老师合影!之后就坐在桌前

闲聊% 我说'#申老师!你这么大名气!

我能和你合影!简直像在做梦% $申老

师哈哈一笑!说'#这有啥!我也是人

哪( 新中国成立前被人叫做戏子!要

过百家饭% $我一怔!吃惊地问'#你也

要饭) $#可不!唱戏唱到哪儿!要饭要

到哪儿 !受的苦 !挨的饿 !简直没法

说% $#你能不能细讲一段) $我问%

#我印象最深的是
39"8

年!三年

困难时期!刚散了大伙!老百姓家里

啥都没有!树上的柳絮子*榆钱子都

已经撸吃光了!接着吃榆皮!人都得

了浮肿病!腿一摁一个坑% 我记得在

一个乡里演出!基本上不安排武打戏

了!演员都快饿倒了% 我一想!这不

中!得想办法% 那一天晚上!刹了戏!

我和司鼓商量着!就出去找吃的% 在

村东头的暗影里!有一个人在那里站

着!扎着裤腿!就像舞台上演员的灯

笼裤% 司鼓上前弯腰用手一拍! 问'

啥) 豆% 啥豆) 落生豆% 多少钱一斤)

两块% 司鼓用手一挥!说!走吧!回家

去% 哪儿有家呀( 我们来到临时住的

家!司鼓说!上床吧% 那人往床上一

站!解开裤腿!落生豆嘟噜一下子散

落在了床上%人瘦!啥都瘦哇(司鼓用

手一抄!说!不中!小% 那人一听!以为

不要了!要是不要!怕是他装都装不

起来!急了!结巴着说!看看看!咱不

是说好了价钱吗) 也来到家了!都上

到床上了!裤子也脱了!就差给钱了!

又嫌我的小哩!这还小吗) 能想望多

大哩)

申老师说着! 仰脸大笑起来!一

桌人也跟着哄笑% 我没有笑!不由陷

入沉思%

往事
追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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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载这样一个故事%

几个年轻人一同外出度假! 在海边看见一个小旅

馆!他们决定在这里过夜%

旅馆门卫对他们说!我们这个旅馆一共五层!每一

层都立有一块告示牌! 上面写明这一层楼有些什么设

施%但是要记住!一旦决定住某一层!不要反悔%几个年

轻人明白这规则后! 都很感兴趣! 他们走进了这个旅

馆%

第一层楼上的告示是'这里房间床板很硬!地毯也

是旧的!而且没有上门早餐服务% 看了这个告示!几个

人笑了起来!他们立即上了二楼% 二楼告示上写着'这

里房间还好!床板不太硬!地毯半新不破!但没有上门

早餐服务%他们几个人看了这个告示!二话没说又上了

第三层楼!告示牌上写着'这里的房间很舒适!床板很

软! 而且还有上门早餐服务! 唯一不足的是地毯有些

旧%

这层楼看起来不错!几个人议论着%可是上面还有

两层呢!于是他们决定到第四层!一看告示上写有'这

里不仅住房舒适!而且各种用品都是新的!明早又有上

门早餐服务!我们还给旅客送新鲜水果%

几个年轻人商量了一会儿!却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因为有人想上五层看看% 他们几个人又一口气上到了

五层!一看!都傻了眼!这一层楼空空荡荡!连一个房间

都没有!告示牌上写着'设置这一层的目的是为了和您

开个玩笑!看谁是被玩笑捉弄的人%

看了这个故事!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在现实生活

中!不仅那几个年轻人上到第五层被玩笑捉弄!上当受

骗!徒劳无益!就是在老年人当中!也经常发生这样的

事情%比如一些老年人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本应当好

好休息!锻炼身体!注重养生!欢度晚年!可是总有些老

同志觉得自己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干了一些不是力所

能及的事!最后落了个后悔莫及%

我们这里就有一个老同志! 退休后和别人一块儿

做生意!开始赚了几次钱!有知心者劝他说!赚的钱够

一辈子享用了!不要再操那么多心了%可是他心里越想

越大!就又贷款与别人合伙干了换卖药材的大生意!结

果赔了一百多万元!把一生的积蓄全部赔光!还欠了几

十万元的贷款%这样一来!家里人埋怨!外边人说闲话!

银行里天天催欠款%经济负担和思想压力过大!觉睡不

着!饭吃不香!不久他就病倒了%

人在一生的旅途中!不论干什么事!都要有个度!

要学会适可而止!要知足!就是老年人在一起玩!也不

能无限度地玩!比如打麻将*打扑克*玩象棋*喝酒*吸

烟等等!都要适可而止!坐的时间长了!就会腰痛!酒喝

多了伤胃*伤肝*损身体!烟吸多了就要伤肺%

老年人不管什么时候!要尽量做到自己教育自己!

自己管理自己!时刻记住!干啥事都要适可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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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初访人易老!

六十春秋苦匆匆"

犹记南亩稼穑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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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发耀眼退无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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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母亲常常告诫我们说'#吃

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那时懵懂稚嫩

的我还没有真正理解这句话的要义!只

是眼看着母亲为了我们劳苦奔波!而无

半点怨言% 再苦再累的母亲!面对我和

妹妹时! 总是露出一副灿烂的笑面!带

给了我们心灵上无尽的慰藉%母亲时时

刻刻都在践行着她的那句人生格言!她

拼搏奋斗了一辈子! 吃了一辈子苦!受

了一辈子罪%而今!我们长大了!生活条

件变好了! 该是母亲尽享天伦的时刻!

可母亲却依然爱吃苦%已过花甲之际的

母亲! 总是笑呵呵地说'#人生苦短!学

会吃苦!才能珍惜幸福% $母亲的文化不

高!可生活的磨砺让她所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那么富有哲理!让我汗颜%

那一日!我下班回家!看着母亲正

在用力地将一袋五十斤的大米分装在

三个袋子里!艰难地提着其中的一袋颤

颤巍巍地扶着楼梯扶手慢慢攀爬%顷刻

间!我的泪水涌满了眼眶% 我急步走向

母亲!夺下她手中的袋子!并喋喋不休

地数落起了母亲!质问母亲!为何不告

诉自己家中没米了% 母亲却笑着问我'

#你这段时间忙得两头不见天! 今天咋

回来这么早) $母亲对她的举动只字未

提!这让我的心里更加难受% 我继续埋

怨母亲! 怪她不该自己干这么沉重的

活! 怪她为何不让卖粮的人送货上门%

面对我一连串的质问和埋怨!母亲不气

不恼!笑着对我说'#送货上门得花五元

钱呢(五元钱我又能给我的孙子买点吃

的了% $我一时无语!看着母亲满头的银

丝*苍老的面孔!我此刻才真正读懂了

母亲!明白了母亲的心%

一辈子吃惯了苦的母亲!在穿衣吃

饭这些事上依然保留着她一贯的作风%

饭吃七分饱!衣穿旧的好!这是她的标

准% 想想我们自己!一件衣服动辄几百

上千!穿不过一两年就丢弃一旁% 一日

三餐!胡吃海喝!伤身又伤胃!高血压*

高血脂*高血糖和脂肪肝不断地蚕食着

身体%母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可她从

不训斥质问我们!她用她的做法逐步影

响着我们%

一次!我从外地出差归来!饥渴难

耐%母亲递给了我一杯水!我狂饮而下!

瞬间又喷出了水% #好苦呀) $我一脸疑

惑地看向母亲%母亲说'#这是我让你四

姨从浙江寄过来的苦丁茶!据说可以降

三高% 你看看你!年龄不大!满身是病!

从今天起我陪着你喝苦丁茶% $听完母

亲的话!我心里飘过暖暖的爱意% 我下

意识拿起了母亲制泡的苦丁茶茶壶!添

满了水杯!慢慢品了起来% 一股清香扑

鼻而来! 苦水在嘴里竟泛起了丝丝甜

意!我知道这甘甜是母亲带给我的% 从

此以后!母亲真的陪我吃起了苦%

母亲不仅陪我一起喝苦丁茶!还在

饭食中增加了一道苦瓜菜肴%在母亲的

坚持下 !我的 #三高 $指标逐渐恢复正

常!我也逐渐关注起了自己的健康% 母

亲曾说过'#好的身体最为关键!没有好

的身体!一切都是空谈% $

当我问起母亲!这辈子还没吃够苦

吗) 母亲慈祥地笑着说'#儿呀!吃苦才

能记住苦!知道苦才会懂得珍惜% $母亲

的话久久地回荡在我的心尖!也时刻警

醒着我的人生%

母亲!我知道了!吃苦不是坏事!吃

苦是一种福气!吃苦其实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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