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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浩（河南郑州）

父母亲来到郑州后，虽然
在农村几十年养成的生活习惯
没有改变，但父母也做到了随
遇而安。

用父母的话说，现在不愁
吃、不愁穿，有钱花，和过去比
已经是天上地下了。其实，我
知道，给父母物质上的东西很
容易做到，并且他们也没有什
么特别的奢求，但如何能让他
们在有生之年，精神上丰富一
点、心情上愉悦一些，才是最重
要的，也是最不容易做到的。

常听人讲，孝敬老人就是
要养老人之身，顺老人之意，敬
老人之心，做老人之乐。在心
里也常想，父母现在的每一刻
都是自己有生之年陪伴他们的
倒计时，有时间会刻意与他们
一起聊些有趣的事，节假日会
刻意带他们去游览一些景区，
观看一些文艺演出和戏曲表
演。

有时候，我们做儿女的真
的不敢说，真正了解自己的父
母。或许，我们许多人及时尽
孝的想法一直在脑海里浮现、
存在，一些孝敬父母的愿望一
直在规划、在设计，但却一直没
有去表达、去实施、去实现，从
而让许多事情一直在路上，成
为了永远的遗憾。

2013年1月起，央视多个
频道分别播出了“关爱老人”系
列公益广告。其中一则《打包的
饺子》公益广告，讲述了一位智
障老人慢慢失去了记忆，甚至连
自己的儿子也不认识，但身为父
亲的他却没有忘记在餐厅打包
一份儿子爱吃的饺子。一句“他
忘记了一切，但从未忘记爱你”
引起观众强烈共鸣，让许多做儿
女的心头一酸，泪流满面。

父母老了！母亲没有读过
书，操持家务、养儿育女，成为
了她生活的全部，占据了她一
生的大部分时间。而高小毕业
的父亲，却总是在念叨、感叹逝
去的岁月，总想把过去、现在甚
至将来，一切都记录下来。那
种感觉，就好像很想抓住什么，
但却又抓不住，很想留住什么，
但却留不住。于是，回忆，追
忆，记忆，成为了他现在生活的
一部分，或者准确地说，成为了
他生命的一部分。

这一天，读小学二年级的
儿子正在写作业，桌案上，透过
窗帘的细小缝隙，一道刺目的
阳光照射到白色演算纸上。有
意无意间，儿子在映射纸上的
那道阳光上重重地描了几笔。
不一会儿，儿子惊喜地发现并
叫道，原来阳光是这样走路的
啊！随后，他又在阳光即将照
射到的前方，重重地描了几笔，

并郑重其事地说，阳光，我可不
愿意你追着我走，我要在你的
前面等着你！

这时候，我多想告诉儿子，
移动的是阳光，而流逝的是时
光，你用笔随手画下的是简短
线条，而人的一生经历所留下
的却是时光的全部印记。

其实我们每个人一生所有
的经历，都可以称得上是陪伴
时光一起走过的印记，如果亲
情没有了爱的滋养，真不敢想
那将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想起父亲与儿子这两种血脉相
通、情感相连的心境时，我不禁
一下子理解了父亲，也读懂了
儿子。或许，这也是年过七旬
的父亲在喝酒之余，喜欢写些
东西的一个主要原因。于是，
我也情不自禁在内心深处不停
地呼唤，时光啊，请你慢点走，
请给我们祖孙三代人多点时
间，留住关于你的美好记忆。

我不知道父亲到底想留住
什么，但我有一个极简单的想
法，那就是为了不让记忆流失，
就将父亲这些顺口溜、打油诗，
以及我们祖孙三代人一些说不
上是诗词或文章的文字，作为
我们一家人血缘情缘诗缘的结
晶，作为永远留存的回忆，以爱
的名义，以时光印记为题，结集
成册，以示感念、留念、纪念。

□陈静（河南郑州）

一次在旅行途中，大家搭
话闲聊，不经意间说起了河南
光山话的趣事。大家的打趣，
倒激起了我对光山话的怀恋。

出来这么些年，经常被人
们问起是哪里人，当我说是光
山人时,他们都很诧异。因为
光山话在河南话中实在很另
类。为了证明，我总会来一句：

“我说一句话看你能不能听
懂？”接着来一句：“列过（这个）
小女子呀。”那个“女”字发音非
常奇怪，一般人都学不来。看
他们一脸迷惑，我便恶作剧似
的笑起来。

光山处于河南、安徽、湖北
三省交界处,其语言属江淮官
话。我姥姥是商城人，距光山
不远，两地语言吐字声调却差
得远。有一次她评价说：“光山
话好听，像北京话。”乍一听很
可笑，但细细品味却有一定道

理。比如光山话的声调，不像
正宗的河南话“上”声居多，也
不像四川或武汉话，把“阴平”
多读成“阳平”。光山话，在声
调上与普通话有更多的同一
性。更有意思的是，与北京话
一样，光山话居然也有大量的

“儿”化音。想想也不奇怪，与
光山相邻的安徽人，在100多
年前“徽班进京”，结合汉剧创
制了京剧，并使其风靡大江南
北，这多少还是有些语言上的
渊源的。现在，京剧韵白中的
台词，还经常让我们听起来耳
熟呢。

但光山话却很难懂。为什
么，一是方言俚语多，二是吐字
与普通话差别太大，三是语速
快。这些又具有南方话的特
点。我的老家在潢川县城，记
得小时候回潢川，我大妈见了
便说：光山的“小蛮子”回来
了。光山距潢川县城直线距离
不足 20公里，却是一“蛮”一

“侉”。更奇的是在它们的交界
处，没有任何过渡，便形成了
字、调完全不同的两种口音。

我一直很奇怪，光山话不
知和哪里同宗。比如听我讲
话，有人说有安徽口音，也有人
说带天津味儿(后来我才知道天
津话也源自安徽)。去年，我去
了一趟九江，我惊异地发现，九
江话与光山南边乡镇的话尤其
是毗邻的新县话特别相似，我
就与当地人说起了新县话，河
南居然有人说和九江“差（读
CUO）不多”的话。一个地域语
言的形成，一定有它的渊源，它
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群迁徙的产
物。我真希望有一天，我能顺
着这种语言的经脉去寻求一段
历史，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去触
摸那寂静深处的细流涌动。

虽然我很多年不再说光山
话，但每每听到光山话，还是那
样亲切，那样让人心动。

□张正义(河南永城)

麻将本来有一个很响亮的名
字，它的大名叫“中国牌”，国家体
育总局颁发有专门的比赛规则，
是一种可以公开的娱乐工具。可
是，自从它和赌博联姻之后，名声
就坏了。

麻将桌坐得多了，睡眠的机
会少了，身体锻炼的机会少了，眼

花了，手麻了，颈椎酸了，腰肌劳
损了，严重影响身心健康。

麻将桌坐得多了，势必分散
管理家庭的精力，尤其是上有老、
下有小，承担子女教育义务的人，
麻将摊的“呼啦”声会影响孩子的
学习。常言说得好：“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有的孩子经过耳濡目
染，学习成绩直线下降，作业不会
做没人管，对子女教育有百害而

无一利。
麻将桌上,三个女人一台戏，

那四个女人呢？更热闹！话题经
常会逗留在东家长西家短，婆婆
妈妈，流短蜚长，说者无心，听者
不一定无意，再加上有那么一两
个喜学话、爱串言，挑拨是非的长
舌妇，经常会搅得邻里不睦。

论了输赢，友情就淡薄了。
麻将桌上，每一个人都有三个敌

人，你要时刻防人，经常会为一些
鸡毛蒜皮的事儿争吵，造成朋友
之间的关系在麻将的搓来搓去中
淡薄。

论了输赢，就会有赢有输
的。输了本钱事情还小，有的还
以没到手头的钱作赌资抵押，或
挪用公款做赌资，最终被绳之以
法的不乏实例。

最可怕的是，一旦染上了麻

将牌“瘾”，黄赌毒很快联姻，意志
消沉，精神空虚，倾家荡产，妻离
子散，家破人亡，即使金盆洗手也
来不及了。

所以，善良的人们啊，没有这
种经历的，千万不要因好奇而擅
入麻将赌博；有这种经历的，人生
没有后悔药，“金盆洗手”来得
及。像戒色那样，戒赌吧！

□闫婕（河南郑州）

石聚彬董事长创业初
期，慕名找陈国创设计红枣产
品商标和包装。陈国创与石
聚彬的缘分因枣而结。石董
做枣制品做成了上市公司，陈
国创画枣树则成了枣树迷。

陈国创约会枣树，承诺用
五年时间，遍访祖国“枣树
王”，把“枣树王”的英姿、故
事，展示于世人。

今年7月，骄阳似火，我陪
他赴约“唐枣王”。树王生长
在山东庆云县庆云镇周家村
南，我曾看过清代康熙元年，
庆云知县卢元培的赞诗：“半
亩清阴俯碧川，沧桑历尽势参
天。繁枝自抱风云色，贞干宁
辞冰雪缘。高士结庐容啸傲，
将军屏坐寄流连。聊珠而后
知盈箧，绝胜南华第一篇。”诗
歌告诉我们，千年前，这棵树
就可以遮阴凉达半亩之多。
根据卢知县的诗推测，这棵古
枣树至少植于南北朝齐国时
代的公元479年～502年间。

山西武乡，是东渡黄河抗
日的八路军前线总司令部所
在地。武乡的八路军总司令
部旧址有好几处，最著名的是
王家峪。这里有两棵非同寻
常的树，一棵是八路军总司令
朱德种的杨树，另一棵就是一
二九师政委邓小平拴马的枣
树。

我们来到了王家峪，看到
了拴马树下一块“枣树泣血祭
邓公”的石碑，上面记载着一
段神奇而又耐人寻味的故事：
1997年，曾在太行山上运筹帷
幄、叱咤风云、新中国改革开
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去世了，
八路军总部王家峪旧址门前
的这棵枝繁叶茂的“拴马树”，
也随之泣血枯死。然而，不知
什么时候,有人说是2004年清
明节前后，有人说是邓小平百
岁诞辰那天，人们忽然发现，
在这棵枯死多年的老枣树的
根部，又长出了一棵神奇的小
枣树。

河北沧州崔尔庄是纪晓
岚的故乡，也是金丝小枣的故
乡。枣树种植面积198万亩，
驰名天下。纪晓岚在《阅微草
堂笔记·槐西杂志》卷三中写
道：“崔尔庄多枣，动辄成林，
俗谓之枣行。”1737年，清乾
隆巡幸崔尔庄，见路旁风摇枣
树，果实累累，上前摘食，甜如
蜜，龙颜大悦：“沧州自古草泽
之地，然金丝小枣风味殊佳，
如是者鲜矣！”遂亲口御封为

宫廷贡品,自此沧州小枣名动
京师。纪晓岚把这繁华的情
景记录下来：余乡产枣，以车
运供京师，南随漕舶以贩鬻于
诸省，士人多以为恒业。在市
枣树研究所刘所长带领下，我
们见到了期待已久的“金丝枣
树王”。尽管它已有1300多岁
高龄，仍苍翠茂密，果实累累。

曾在微信中看到，冬枣属
于转基因，所以，很久以来，拒
绝吃冬枣。这次寻找“枣树
王”的行动，疑惑大解，冬枣原
来是我国的古产品。在天津
太平镇崔庄村，种植着冬枣
1500 亩，仅古冬枣就有 928
亩，是我国冬枣产地之一,现
存 600 年以上的冬枣树 168
棵，400年以上的冬枣树3200
余棵。还有河北黄骅市聚馆
村古贡枣园也是冬枣树成林
……

为了寻找那棵“应该‘见
过’曹雪芹的”古枣树，我们费
尽了周折。在北京西单周围，
转了一圈又一圈，询问着“石
虎胡同”。传说曹雪芹先生是
在胡同内一家人家任教，然后
到了右翼宗学做“邻曲”，在这
里结识了好友敦敏、敦诚，时
有唱和，并开始构思撰写《红
楼梦》，院内有一株明时的古
枣树。在复杂的摊摊店店中
钻来钻去，终于看到了“小石
虎胡同33号院”。院落中间用
铁栅栏围起一棵树，上面钉了
个红铁皮牌，写着“古枣树”三
个字。枣树枯了一枝，但基本
还蓊蓊郁郁。树下坐着一位
卖糖葫芦的小贩儿，他大概不
会想到，庇护着他的这棵树，
当年也曾荫庇过曹雪芹。

频频和枣树相会，我们渐
渐有所开悟。老枣树的过人
之处，就是慢慢活。慢，代表
着一种境界，表现出超凡的定
力，是难能可贵的品质。正因
为慢，才根深根广，才能汲取
大地更多的营养和水分；正因
为慢，才有时间发根、壮骨、长
身体，才能战胜千年的风吹雨
打，旱涝冰雪；正因为慢，木质
纹理才足够细密结实。白居
易在《杏园中枣树》一诗中写
道，“君若作大车，轮轴材须
此。”

不知何时起，老枣树的周
边，呼啦啦长出无数棵枣树。
几百年近千年的枣树子孙绕
膝，把老枣树层层围住。

《枣 诗 意》是 一 本 集
画、诗、摄影为一体的文化
作品……

寻找“枣树王”

请远离麻将赌博

品味光山话

爱的时光印记

西南北东

我不知道父亲到底想留住什么，或是想留点什么，或是在留恋
什么……

频频和枣树相会，我们渐渐有所开
悟。老枣树的过人之处，就是慢慢活。
慢，代表着一种境界……

光山话却很难懂。为什么，一是方言俚语多，二是吐字与
普通话差别太大，三是语速快……

麻将本来有一个很响亮的名字，它的大名叫“中国牌”……

水流年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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