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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中秋节假日袁我来到乡下亲戚家遥久未
谋面袁一阵寒暄后袁他们跑前跑后忙起了午饭袁
我便悠闲地环顾四周袁欣赏起久违的农家院落遥

亲戚家是 7 字型楼房袁 三间白墙灰瓦主屋
坐北朝南袁门前是条静静流淌的玉带般的河流袁
清悠悠的河面上漂浮着一趟懒洋洋的白鹅尧灰
鸭曰河岸边的鸡舍内外袁一群肥嘟嘟的草鸡袁有
的在低头觅食袁有的抬头咯咯地叫着袁有的在使
劲拨拉着泥土曰胆大的公鸡袁竟然昂着头尧竖着
眼袁跑到我面前怒视着曰两间厨房坐西朝东袁老
式土灶像是昔日的老友显得亲切尧友爱曰厨房对
面的东侧是一棵高大的枣树袁在秋阳的照射下袁
婆娑的树影遮掩了半个晒谷场遥 屋后有一大片
果园袁翠绿的果树上不是挂着黄澄澄的梨子袁就
是镶嵌着红艳艳的石榴曰 果园旁是五颜六色的
菜园袁大白菜尧韭菜尧辣椒尧南瓜尧茄子袁应有尽
有袁让人目不暇接袁成了农家时令菜篮曰漫步田
埂袁枝叶摇曳尧鸟语果香袁温漉漉尧甜丝丝的空气
直往鼻腔窜袁亮晶晶的露珠不时滚进衣领尧浸润
着鞋祙袁多彩的田园风光袁令人流连陶醉遥

太阳爬过枣树头袁 农家的烟囱里冒出了一
道道炊烟袁在村庄上空袅袅升起遥亲戚家的土灶

锅台上也不时传来野噼里啪啦冶一阵阵油炸声袁院场上空飘逸
起浓浓的菜香遥 野快来袁吃烧棒头浴 冶姑太太兴冲冲地从厨房锅
门口跑出来袁麻利地从火叉头上取下黑乎乎的玉米遥接过滚烫
的烤玉米袁心中顿涌一股暖流袁这是儿时期待的美食袁是母爱
的深情表达遥 我把玉米棒掰成三截袁让大家分享着袁嚼着香喷
喷的玉米粒袁叙说着童年的故事袁真是别有滋味在心头遥 掉落
地上的玉米粒袁诱得一只芦花鸡野咯咯冶叫着飞奔而来袁正躺在
屋檐下睡觉的花狸猫被惊醒后袁不屑一顾地野喵噎噎冶了一声袁
像是在说院野为了吃的袁竟一点形象都不顾遥冶几乎同时袁一只大
黄鸡刚生下蛋袁得意洋洋地迈着阔步袁一路咯咯地叫着袁生怕
别人不知道袁惹得大黄狗不高兴地野汪汪噎噎冶叫起来袁好像在
告诫它院野低调些袁不就是做了该做的事吗浴 冶

午饭点到了袁我们兴致勃勃地围坐着一个大圆桌袁男人们
面前都倒上满满一碗自家酿的糯米酒遥农村人喝酒袁和其性格
一样质朴尧爽快遥野来袁干掉浴冶随着一声吆喝袁大家站起来袁仰起
脖子袁野咕嘟冶一下一碗酒就倒下了肚遥野哈哈噎噎冶野真厉害袁再
来一碗遥冶门外响起了爽朗的笑声袁有几个中年妇女端着碗袁边
往嘴里拨拉着饭袁边为我们吃酒喝彩遥她们都是左邻右舍过来
看热闹的遥 农村人吃饭袁一般都不是坐在自家饭桌上吃完的袁
常常是端着饭碗串门拉呱尧闲扯袁三五个人聚在一起袁看对方
碗里堆的什么菜袁 有的主动把自己碗里好吃的袁 往对方碗里
夹袁有的不等对方同意袁自己的筷子已伸到别人碗里袁她们相
互夸着厨艺袁一番家长里短尧闲言碎语后袁待饭碗都见底了袁才
打散回家遥

秋老虎真是厉害遥 饭后袁我们不得不钻进空调房间午休遥
空调驱赶了炎热袁送来了清凉袁但也吹走了童年摇着大蒲扇的
味道遥儿时袁大人们在午休时袁正是我们撒野的好时光袁不是扛
着鱼叉去叉鱼袁就是下河洗澡翻菱角噎噎醉意朦胧袁不一会就
在忆起的陈年旧事中沉沉睡去遥

野下来袁快下来袁不要摔着了遥冶亲戚大嗓门的呐喊声袁将我
唤醒遥走出门外袁只见一群男男女女的孩子正围着枣树遥树上袁
两个男孩吃力地将摘下来的枣子往下扔曰树下袁有的正打高肩
往树上爬袁有的捧着双手接树上扔下的枣子袁有的蹲在地上抢
拾红枣往口袋里装袁有的干脆将捡起的红枣直接朝嘴里送袁旁
若无人袁忙得不亦乐乎遥

夕阳西下袁 农人们乘晚凉开始下田劳作遥 不时有扛着锄
头尧 推着木板车的农人从门前走过袁 还有多年没看到的老水
牛袁拖着木犁袁在主人的野喽喽冶吆喝声中袁精神抖擞地向洒满
阳光的田野走去遥 亲戚也拿着扳手在拧紧手扶拖拉机上的螺
丝遥为了不耽误他们干活袁我们打了招呼袁走向小车遥亲戚们再
三叮嘱要常来玩玩袁 大黄狗摇晃着尾巴袁 有一声没一声地叫
着袁归栏的鸡鸭野吱吱嘎嘎冶喊个不停袁河边的芦花也频频点
头袁院里洋溢着热烈尧祥和的氛围遥

离开亲戚家很远了袁回头望去袁小小的农家院落袁静卧在
绚丽的霞光中袁显得那么恬静尧娇美遥

野暧暧远人村袁依依墟里烟遥 冶现时代的农家袁不仅有宁静
温暖袁还有幸福富足袁以及吸引着城里人回归纯真质朴的乡野
生活的不尽魅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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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姜建国袁1959 年 10 月 1 日出生袁那天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国十周年袁普天同庆袁因此袁父母亲便为我取名
野建国冶遥

我的少年时代袁正处于开国之后的建设期袁物资匮乏袁
一穷二白遥 为此袁我们基本上是在贫穷尧挨饿之中长大遥 然
而袁我们对自己的祖国充满希望袁尽管置身困顿袁但时时感
到总有一缕霞光照耀我们成长遥 由少年而成为青年袁在穷
乡僻壤长大袁纵然平凡不起眼袁总也感到自己是社会主义
大家庭的一员袁实实在在感觉到自己的存在袁并立志要做
一个有益于国家尧有益于社会的人遥 1976 年高中毕业后袁
我别无选择地回乡务农袁在农村长大的我袁对野土地冶是有
依恋的袁对城里青年虽有野羡慕冶袁但也心甘情愿地回乡当
了农民遥

1977 年袁高考制度恢复袁我满怀希望地参加了高考并
幸运地踏进了高校的大门袁成了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遥 进
入高校殿堂的我袁带着美好的期盼袁憧憬着未来袁孜孜不倦
地吮吸着知识的营养袁我相信知识就是力量袁知识能改变
命运遥四年后袁我以较为优异的成绩学成归来袁成为一名普
通的高中语文老师遥 那一年袁我刚满 24 岁遥 我执教于当年
的合德中学袁如今的射阳县第二中学遥 八十年代初袁全县各
个学校的办学条件都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善袁教书育人这个
职业其地位不高袁收入也较低微遥然而袁我始终记得巴金曾
经说过的一句话院野我们的祖国并不是人间乐园袁但是我们
每一个中国人袁都有责任把她建设成人间乐园遥 冶我坚信袁
祖国是我们生命的源泉袁也是我们智慧和力量的源泉遥 真
诚地把祖国赋予我们的聪明才智毫无保留地奉献给祖国袁

才能体现自身的价值遥 我和其他教师一样袁身处和平年代袁
仍将自身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悬在一起袁我们在春天里耕
耘希望袁在金秋中收获喜悦袁用心血浇灌田园袁用汗水当好
园丁遥我执教鞭十年袁见证了教育事业的可喜进步袁国家实
行九年制义务教育袁 对教育事业进行了非常大的人力尧财
力和物力的投入袁办学条件明显得到改善袁校园的环境优
美怡人袁教室里安装了多媒体袁老师们使用上了现代化教
学设备遥 教育部门实行了一系列的教育教学改革袁素质教
育作为高标准追求袁在我们身边涌现了一大批优秀教育科
技人才袁有许多教师获得了省尧市级乃至国家级大奖遥 我从
自己的求学生涯和从教经历中袁深切感受到教育事业的崇
高尧教书育人的重要袁我坚信袁教育教学的理念虽不断进
步袁但教师世代相传的工匠精神不会改变遥

一个偶然的机会袁我改行从政走进了县人大常委会机
关袁在那里一干就是 20 年袁我先在办公室干起袁后在农村
工作委员会和财经委员会任过副主任和主任等职务遥

在农村工作委员会工作期间袁我接触了野三农冶工作袁
对农业尧农村尧农民有所了解袁党的农村政策给农民带来了
巨大的红利袁农业税的免征尧种子直补尧农机直补等惠民政
策袁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遥改革开放之后袁我县
同其他的农业县份一样袁实现了由单一以种植业为主的传
统农业向农林牧渔全面发展的现代农业转变遥 农村基础设
施建设方面的一系列成就袁为农民的生产生活提供了强有
力的支撑遥 绿色生态农业建设尧农村水利建设尧农村人居环
境建设尧农村公路建设等袁这些均可纳入城乡一体化建设
的范畴袁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的面貌袁使之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袁真正实现了人们向往的野耕者有其田袁居者有其
屋冶的社会理想遥

我在任人大财经委主任期间袁 曾对我县的 野一产尧二
产尧三产冶的经济结构和运行情况作过调研袁并对全县县镇
两级财政运行情况进行过较为详细的调研尧 分析和思考袁
可以负责任地说袁我县财政运行状况越来越好袁税源结构
不断优化袁可用财力越来越多袁每年都有重点项目和实事
工程开工建设袁始终坚持以全力服务全县经济发展大局为
己任袁千方百计统筹财力袁科学运转袁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了全方位的资金保障遥

以小见大袁以一斑而窥全貌遥 我县各个领域各个层面
长足发展的轨迹袁 足以佐证了共和国 70 年风雨兼程由弱
变强的巨大变化袁可以自豪地说袁我们的祖国袁是一条冲天
腾飞的东方巨龙袁是一头威风凛凛的雄狮袁是一只昂首高
吭的雄鸡袁傲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遥 我为我们的祖国歌唱袁
祝福祖国永远充满生机活力袁祝福祖国的明天更加美好浴

我跟着祖国的步伐成长
姜建国

秋分了遥
秋分是与春分相对应的一个节气遥 分袁意即一分为

二遥春分日袁秋分日袁是一年中太阳直射地球赤道的两个
日子袁节气于此袁则阴阳相半袁昼夜均分袁寒暑平衡遥

近两日白昼气温却意外地高袁正午简直就是盛夏的
样子袁屋里坐着袁不开空调而又无风进出时袁会有微汗沁
出前额后背遥 然而终究不是夏季了袁那深深探进南窗里
来铺开在水池里尧地板上的阳光袁其光其热袁早已敛却逼
人的锐利袁弥散出安恬柔融的意味袁如果细加品察袁甚至
可以从中嗅闻出篱落花朵与枝头果实的甘甜与芬芳遥是
的袁此一时节的田野袁绿的稻叶间袁黄的谷穗半隐半藏遥
此一时节的树木袁叶多是绿着一半黄着一半遥 街道旁矗
立着的棵棵栾树袁叶沉绿花娇黄果艳红袁尤是惹人眼目遥
更兼桂子飘香袁菊英绽放袁饱满尧缤纷尧丰富尧圆融袁比起
春分时的蓬勃昂扬袁此一时节的大自然袁更具一种菩萨
低眉般的从容安详遥

任凭白昼的气温如何按捺不住地高扬袁此一时节的
夜凉已不容动摇地分明着了袁凉到足以慰人好睡助人好
眠遥分明的袁更还有清秋那惹人牵怀与留流的月色遥连续
三夜袁夜夜都要到千鹤湖边去走一走看一看袁都是专挑

游者散去少有人声清风明月重又为自然主人之时袁像一
尾水中游鱼不事打扰地轻悄探访遥凉蟾光满袁玉宇澄澈遥
月色斑驳在长而曲折的木栈道上袁月色轻拥着道旁沉默
而丰茂的绿植袁蝉声止了袁虫声低了袁梦中的鸟儿偶有呓
语袁 蕴在空气里的轻而薄的雾更为月夜增添了几分迷
离遥 微微的风从遥远的地方吹来袁吹皱一湖秋水袁将水
中的一抹光斑轻轻抚漾袁然后袁将月的凉尧水的凉一并送
与我的发肤与心房遥 当此天空地净袁一时间袁烦思顿解袁
万虑齐除袁何尝不是一次悄然的自我蜕变钥 秋分时节的
此等妙处袁岂可容它轻易滑过身边钥

秋分袁一切全都刚刚好袁真正所谓人间好时节遥 不
过袁自然的这一种平衡袁接下来很快就会被打破遥秋分三
候院雷始收声尧蛰虫坯户尧水始涸遥 古人以为雷是因阳气
盛而发声袁到了秋分袁暑气终结寒气渐盛雷应时噤口曰天
气变冷袁虫儿重又蛰藏到穴中并用细土封好洞口以防寒
气侵入曰气候变得干燥袁水汽加快蒸发袁河流湖泊水量减
少袁有些沼泽尧水洼呈出干涸之态遥与春分相反袁秋分后袁
昼一点点地变短而夜一点点地变长袁暑渐行渐远而寒步
步移临袁自然界的种种物事袁应和着生命的节拍袁各自都
做起了应对寒冷的准备遥

那么袁作为万物之灵的人呢袁经历过
热闹繁盛的春生与夏长袁 立于秋分这样
一个由此而彼的联结与过渡点上袁 面对
秋分之后必然的凋颓萧寂之势袁 又当如
何寻求与把握内心的平衡呢钥

野人到秋分袁心境大约也如旷野里的
一棵树袁一半在尘土里安详袁一半在风中
飞扬袁一半洒落阴凉袁一半沐浴阳光遥冶诗
词天地公众号如是说遥 野大则天地阴阳袁
小则功名荣枯袁以及吟篇琢句袁皆是随分
触情袁偶得之不喜袁失之不悲遥冶脂砚斋于
宝玉悟谈叶庄子曳篇处这般注遥 野物来顺
应袁未来不迎袁当时不杂袁既过不恋遥 冶曾
国藩有此智慧语遥 处于生命之秋分节气
点的人袁 应更能品得个中真味袁 而知辨
识尧珍享当下之点滴美好袁回首抑或前望
间袁悉皆野也无风雨亦无晴冶遥

秋 分
鲁声娜

满枝尽带黄金穗袁八月寻香当桂花遥 金
秋袁田野铺金袁大地溢香袁人们习惯于用八月
桂花香来赞美这个季节遥 秋雨洗尽袁枝赭叶
绿袁椭圆对生袁纹理如犀遥 凉风徐徐袁阳光亮
亮袁天空蓝蓝袁心情畅畅袁在此季节无论如何
别忘了默默无闻的桂花袁寻香问桂袁诗意秋
浓袁何不乐乎钥

桂花香满城袁仿佛一夜之间连空气都是
香甜的遥 寻着秋天的味道袁走进市区主要街
道袁穿行于两旁的林荫绿树袁游至千鹤湖公
园袁活动于市民广场袁不经意间一片橙黄即
刻映入眼帘袁单株摇曳袁丛桂怒放袁绿底黄
花袁团团簇簇袁留得满目灿烂遥 阳光洒下袁橙
黄尧金黄尧银白噎噎影影绰绰袁明媚如夏花袁
令人神往遥 然而袁桂花最引人入胜的还不是
她的颜值袁她的野气质冶才叫人流连忘返袁有
道是 野好花偏占一秋香冶袁 花香是桂花独有
的袁中秋时节袁连空气缝儿里都是沁人的芬
芳袁人们走过路过袁都会不自觉地驻足游玩尧
赏景尧拍照袁完全沉醉其中遥 野绿玉枝头一粟
黄袁 碧纱帐里梦魂香冶袁 由于季节的温差效
应袁在这个前前后后长达月余的时段袁桂花
渐次盛开袁十里暗香如瀑袁美了乡村袁醉了游
人遥

野不是人间种袁移从月中来遥 冶杨万里神来之笔让人佩
服院野广寒香一点袁吹得满山开遥冶在所有香味中袁最能勾起回
忆的袁便是秋日限定的一袭桂花香了袁清甜尧活力尧温润三重
特质平分秋色遥因它还与月宫传说有神秘的野联姻冶袁天上人
间共明月袁连吴刚都要捧出桂花酒袁神仙凡人都爱桂花香袁
人们岂有不爱之理钥 桂花树早已遍植神州袁香满华夏遥 橘红
色的丹桂和浅黄色的银桂均已在金秋绽放袁 不用问桂花树
的具体位置袁寻着花香你就可以找到桂花树了遥

一年秋意浓袁十里桂花香遥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袁桂花
也倍受历代文人墨客们的青睐袁留存传世的名人大家袁不乏
咏桂尧颂桂尧赞桂的名篇佳作遥不妨摘录二三与大家分享袁白
居易在叶东城桂中曳曰院遥知天上桂花孤袁试问嫦娥更要无遥
月宫幸有闲田地袁何不中央种两株遥 李清照则称赞其院何须
浅碧深红色袁自是花中第一流遥李峤却写道院枝生无限月袁花
满自然秋遥 当下袁年年都有无数人抒写长文短句袁同样是出
于对桂花的喜爱袁 不仅是踏秋寻其香袁 更是折桂于它的品
质遥 正如宋代邵清甫所言院流入人间次第开袁馨香曾达九天
来遥

未植银宫里袁宁移玉殿幽遥 过去是一桂难求袁今天随处
可寻香遥 桂花袁既可观赏袁又能采集制香袁蜜制作为调料剂袁
能用能食袁做出带有桂花香甜的各种糕点食品袁在传统美食
中占有相当位置袁人们用智慧等于把桂花的生命无限延续袁
桂花受宠也就是情理之中了遥

一年一度秋光美袁又到桂花盛开时袁沁人心脾的花香犹
如一首深情的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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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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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袁我回老家袁在爷爷生前住过的老屋里袁又看到了
那把熟悉的太师椅遥我的脑海中立刻浮现出昔日的情景院爷爷
捧着一把白色陶瓷茶壶袁一边往杯子里倒水袁一边笑着给我和
表妹讲故事噎噎

爷爷是个地道的农民遥在我的记忆里袁他每天起早贪黑地
下田劳作袁带着一身泥土回来时袁最喜欢靠在这把太师椅上休
息遥 奶奶深知他的习惯袁也会在忙着做饭的间隙袁提前在他心
爱的茶壶里倒上温热的茶水遥 爷爷喝一杯茶袁 在椅子上歇一
歇袁脸上的疲惫便会很快消失遥

那时袁我和表妹最喜欢缠着爷爷讲故事遥爷爷会在晚上讲
鬼故事给我们听袁屋子里的煤油灯本就不亮袁我和表妹被吓得
连声尖叫遥 这时袁奶奶会走过来干涉院野死老头子袁就不能讲点
别的钥 看把孩子吓的! 冶爷爷听后袁笑眯眯地停了下来袁我和表
妹不依不饶袁跳上椅子去挠爷爷痒痒院野坏爷爷袁爷爷坏噎噎冶
此刻袁小屋里顿时充满了欢声笑语遥

记得有一次袁爷爷一大早便满脸怒火地坐在椅子上袁他在
一张纸上反反复复地写着野忍冶字遥一向乐观的爷爷如此生气袁
可把我吓坏了袁缩在床上的角落里袁一动也不敢动遥 过了好大
一会儿袁爷爷把那张纸揉成一团丢进火炉袁然后拿起扁担挑水
去了遥 等到他挑着满满两桶水回来袁嘴里又哼起了小曲袁那满
面春风的样子袁跟之前简直判若两人!

后来袁我从奶奶跟父亲的聊天中得知袁爷爷那天生气是因
为村子里的一个妇女很爱占便宜袁 她不止一次从爷爷的菜地
里偷菜袁爷爷念她家孩子多袁日子过得不容易袁一直没有计较遥
可那天袁她竟然把还没长成形的嫩黄瓜全都摘了遥爷爷是个做
事精细的庄稼汉袁他每天精心呵护着那些菜袁一不留神袁被偷
了个精光袁能不生气吗钥

但爷爷还是忍了遥他坐在太师椅上反复写野忍冶字的情形袁
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遥不论在工作还是生活中袁我都很少
和别人有利益方面的纷争遥野忍冶字袁就这样成了爷爷留下来的
家训袁让我受益终生遥

爷爷已故多年袁老屋早就无人居住遥我轻轻拂去太师椅上
的灰尘袁再次重温童年旧时光遥 正是因为那些美好的往事袁让
我拥有了五彩缤纷的童年袁 这也是值得我一生珍藏于心底的
宝贵财富遥

岁月深处的太师椅
江正

上周五一大早袁儿媳来电话让我去幼儿园接上大班
的六岁小孙女回家遥 正常每天早晚都是他们自己接送袁
那天他俩要出门办事袁得知我在家休息袁在电话那头叮
咛几遍袁生怕我到时忘了遥

下午三点袁我就到了幼儿园门外车内守候遥 几分钟
后袁因秋老虎耍余威难以忍受袁便下车走进校门旁的宣
传画廊下面乘凉遥 抬头间发现一张熟悉面庞袁陈二姐就
站在画廊下面遥 她是我小时候同村一起长大的姐妹袁各
自成家后就很少见面了遥 我俩寒暄过后袁得知她的孙女
和我的孙女同班袁不经意间便到了孩子放学的点遥 我俩
各自挽着孩子向门外走去袁忽然袁陈二姐很是感慨地像
是对我又像是对着孩子们说:野现在孩子过的是天堂日
子袁哪像我们小时候放学自己跑回家袁到家还要去挑猪
菜呢遥 冶还未等陈二姐话完袁我孙女使劲摇着我和她相
挽的手袁天真带着稚嫩的声音说:野奶奶袁什么是天堂呀钥
挑猪菜又是什么呀钥 冶我随口道:野奶奶马上要开车袁等有
时间再讲给听遥 冶她非常乖地应了一声野哦冶遥

车开到她家门前刚停下袁 她在后座快速地下了车袁
来到我刚打开的车门前袁 满脸笑容地朝我小心翼翼地
说:野奶奶现在可以讲你小时候的故事了吧遥 冶我把这茬
都忘了袁她却记着未放遥

于是我就对孙女讲起了陈年往事院小时候每家兄弟
姐妹很多袁那时农村没有工厂袁父母都在家种田收入不
高袁所以每家只有靠养头猪卖钱过年袁买布做新衣服袁还
有买点好吃的遥不像你们现在的孩子不愁吃袁不愁穿袁日
子过得非常幸福袁 和古时候神话故事里的神仙一样袁就
叫天堂日子遥

那时还没有分田到户袁 大人都要到生产队集体出
工袁所以挑猪菜喂猪食的活计都落在小孩身上遥 奶奶像
你这么大时袁都已经会烧火做饭尧刷锅洗碗尧洗尿布尧带
小弟了遥 说着我有些激动了袁便伸手把小时候挑猪菜时
留下来的疤痕给她看遥 突然袁她起身一个雀跃跑到我面
前袁好像有重大发现似的大声对我说:野奶奶我知道一个
大秘密了袁你一定不是老太亲生的遥冶我被她突如其来的
举动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袁 便问她怎么有这种想
法遥 她随即振振有词地说:野我在抖音上见多了袁只有后
妈才会虐待小孩袁总是叫小孩做这做那的遥冶我一时被她

弄得啼笑皆非袁于是觉得有必要把我小时候的一段经历
讲给她听噎噎

那年我十岁左右袁因夏季受台风影响袁生产队里水
稻几乎失收遥 下半年就靠队里分的山芋度日袁我们兄弟
姐妹又多袁分的食物刚入冬基本就吃完了遥 后来我爸妈
他们向人口少的人家去借了一些口粮袁也只能解一下燃
眉之急遥那时谁家都不富裕袁都很贫穷遥后来有天我妈临
上工时嘱咐我袁做饭时粮食要少放一些袁说她最近胃口
不好吃不下饭遥 当时我也是懵懂无知按照她的嘱咐办
事袁后每到吃饭时袁她总是让我爸和我们先吃袁说她一点
胃口都没有遥 但最后锅里剩多剩少都被她吃了袁并没发
现她有哪不舒服袁倒是发现她憔悴了不少遥 长大后才知
她省吃忍饿都是为了我们兄弟姐妹们浴

临近年前的一个晚上袁那一场景使我终生难忘遥 冬
夜袁茅草房尧土墙尧棉油灯搁在四方桌上袁灯火不停地乱
跳袁 室内的家具在土墙上投下或长或短或深或浅的影
儿遥我妈在灯下坐袁手里拉出长长的白线袁野哧冶野哧冶一声
接一声袁她在纳鞋底袁风在窗外呼呼地吹遥那时我们又都
处在竹笋一样拔节生长的时节袁一双新鞋往往穿不了多
长时间就被蹬破了遥 又因近年底了袁我妈就必须不停地
纳鞋底能给我们每人一双新鞋过年穿遥

我们起初还在被窝里睁着眼睛看老妈纳鞋底袁后来
我们困了袁在野哧冶野哧冶声中都沉睡了遥我妈她也困了袁不
知什么时候倒在了地上睡着了遥 我一觉醒来睁眼一看袁
一连叫她几声她都没反应遥后来我慌忙起床拽着她的胳
膊使劲拉袁大声喊她还是没有反应袁这时吓得我哇哇大
哭袁哭喊声惊醒了家里所有人袁后左邻右舍亲朋好友殊
途而来袁有人按住我妈人中穴袁有人抓住她头发袁有人烧
开水袁有人回自家拿红糖袁最终袁我妈在我们的哭声中袁
在亲友们的呼唤中袁在大家的施救中袁从死神那里奇迹
般回来了遥 讲到此袁我声音开始哽咽袁泪水模糊了视线遥
孙女见状袁她神情也变得肃然起来袁拿来面纸一边帮我
擦泪袁一边喃喃地说院野老太太辛苦了袁我差点错怪老太
了遥 冶接着像大人般地叮咛我院野奶奶你和舅爹他们现在
都有钱了袁 都住着楼房袁 你们以后一定要好好孝敬老
太遥 冶孙女的一席话在我耳畔回荡了许久许久噎噎

我和孙女拉家常
汤静

无艳无妖别有香袁
菊花片地待重阳遥
莫嫌醉眼相看过袁
百草摧时它却黄遥

咏 菊
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