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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影响人生 文字，抚摸心灵

□高自双

霜降是美丽秋天的最后
一个节气。整个秋天，给人
最深切的感受，莫过于一个

“凉”字了。从立秋时的一早
一晚有了难以觉察的一丝凉
意，到处暑时的暑热渐退，白
露时的凉风习习，秋分时的
凉爽宜人，再到寒露时的凉
而微寒，始终贯穿着一个

“凉”字。可是，到了霜降，天
气就不仅仅是凉，而是似乎
有点儿冷的意味了。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草叶上的露水，晃来晃去，晃
到此时，终于晃不动了，凝结
成了白白的霜花。

如果说“凉”是差不多整
个秋天的主调，那么，到了霜
降，在我儿时的记忆里留下
的多是瑟瑟的寒意。

那往日遍地蓬勃的绿油
油的红薯叶子，到了这时候，
霜一打，也都蔫巴了。太阳
出来一晒，立刻由青绿变作
焦黑。小冷风一刮，焦黑的
红薯叶子沙沙响。这时候，
就该出红薯了。

红薯可以贮藏。那时，
家家户户都挖有红薯窖。竖
着挖一个两米多深的井筒，
在井筒的下部横着掏出长长
的拱形的洞穴，把红薯一篮
子一篮子地放进去，贮藏起
来，可以吃到来年的春天。

红薯都出完了。该窖藏
的也窖藏了。这时候，就该
溜红薯了。

溜红薯，就是在出过红
薯的地里，刨掘翻找人们不
小心遗留在地里的红薯。天
不是凉了，甚至有点儿冷了
吗？大清早，我们穿着小破
棉袄，袖了手，缩着脖子，挎
着篮子，扛着抓钩，踏着小路
上薄薄的霜，嘴里不时呼着
热气，哼哧着鼻子，迈着轻快

的小碎步，很快就来到了出
过的红薯地里。出过红薯的
土上，蒙了一层若有若无的
薄得不能再薄的霜。

溜红薯需要技巧，也需
要经验，更需要气力。如果
是在麦茬红薯地里溜红薯，
我们就会挥动抓钩，看准出
过的红薯坑儿，一个坑儿一
个坑儿地掏。因为麦茬红薯
是收了麦子后栽种的，生长
时间比较短，薯块往往紧偎
着生长。我们只需把出过红
薯的坑儿再往外扩大一些，
稍微往红薯坑儿的下面刨深
一点儿，就行了。如果有落
下的红薯，就刨出来了。

红薯越溜越少，越溜收
获越少。你刨一遍，他又刨
一遍，想要溜到一块红薯，越
来越难了。我的同伴里头，
有人觉得抓钩不好使了，就
干脆换成了铁锨，掘地一尺
有余，挨着翻土，过筛子一
样，但凡有红薯遗留在土里，
就一块不少地被掘翻了出
来。这样的笨法儿，虽说事
倍功半之又半，毕竟也是一
个绝招儿。翻掘半天，总不

至于空着篮子回家。
这时候，尽管四野飞霜，

大葱仍然长得旺旺的，丝毫
没有怕冷的意思。“冰凌响，
萝卜长。”越冷，萝卜越长得
旺。此时，虽然寒凝大地，但
毕竟还没有结冰呢。

小燕子已经飞往温暖的
南方去了。喜鹊，在落叶缤
纷的杨树枝头缩着脖子有一
声没一声地叫唤。鹌鹑，在
脱了水分、叶子暗红的棉花
棵子里歌唱。乌鸦，在出苗
不久的麦田里一跩一跩地寻
觅食物。恶老雕，在空旷的
田野上低空盘旋，瞪大眼睛
搜寻躲藏在胡萝卜地里的野
兔。

清晨，成群的麻雀，叽叽
喳喳，在落满霜的草垛上跳
来跳去，觅食，嬉闹。人们不
是太喜欢的蚊子的哼哼声，
不知什么时候，销声匿迹
了。嘎，嘎，嘎，月明星稀的
夜晚，大雁从遥远的北方往
南飞。秋深霜重，雁阵惊寒，
冬天不远了。

（作者系河南思客签约
作家）

□张荣枝

我的儿子于文峰，今年36
岁，在银行上班，多次被评为

“先进工作者”“业务能手”和
“优秀共产党员”。我和儿子
分别住在长葛铁东路的两个
小区里，儿媳是小学教师，孙
女在上小学，虽然只有星期天
一家人才能在一起吃顿饭，总
是不能长相聚，但也其乐融
融。

我今年64岁了，人老了，
容易得病，有时大病到身也不
知道。2015年 10月的一天
晚上，我睡觉时还好好的，半
夜两点钟，忽然心口闷得喘不
过气来。我挣扎着拨了儿子
的手机，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醒过来时，已经躺在了医院的
病床上。

医生说我患的是心梗，幸
亏发现及时，若再晚来10分
钟，就很危险了。儿子告诉
我，那天晚上他翻来覆去睡不
着，听到手机响，接通了没声
音，觉得不对头，连外衣都没
穿就跑了过来，赶忙打了120
急救电话。

2016年年底，我患上了
带状疱疹，就买了盒药膏涂在
疱疹上，又吃了点消炎药，心
想着不会有什么，就没告诉儿
子。因为我知道他年底是最
忙的，不想让他分心。可是没
几天，我的左半边头部及脸上
就长满了疱疹，眼也肿了，左
眼看东西也模糊了，疼得难以
忍受。儿子在电话中听到我
说话的声音不好，就回来赶紧
带着我去医院。

医生用药止住了疼，但对
大面积疱疹的治疗束手无

策。儿子急忙又四处电话联
系，得知长葛一家诊所专治疱
疹。经过医生一段时间的精
心治疗，在儿子的细心照顾
下，我的病治好了。

儿子常对我说：“每天只
要见你一面，虽然只是看一
眼，就会看出来你的身体是不
是有问题。有时候见不了，通
个电话，几句话就能品出你的
心情，知道了你的心情，你的
一切基本上就了解清楚了。”
儿子对娘真细心。

文峰心地善良，有一次，
他陪我散步，看到路边一个老
太太在卖小白菜。他知道我
非常喜欢吃青菜，拿了两大
捆，给了她10块钱，老太太找
了5块，文峰说什么都不收。

“老人家卖点菜不容易，这5
块钱你买个包子、喝碗豆腐脑
吧！”

老家的邻居老祥婶，一个
人在家，下雨时路上的水往院
子里流，生活十分不方便。文
峰看到后，花了600元钱，雇
人拉土，把她院子外边垫得又
高又平，再也不会往院子里灌
水了。老祥婶拿钱给文峰，但
他接住钱又塞给了老祥婶：

“这钱你买件合身的衣服，只
当是我给你买的。”老祥婶高
兴得不得了。

“根本看不出来你60多
岁了，神态气色看上去像50
岁左右的人。”退休的同事见
了我都是这样说。我知道，这
都是儿子孝顺，照顾我照顾得
好啊。

我是不是夸儿子夸得太
多了？有儿子的这份孝心，我
心满意足了。

插图 李庆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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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广告中心
1.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2.中原路与大学路交汇处向北50米
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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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
分类广告

房地产

●老房改造四合院18637123478

公告

●河南热火商贸有限公司拟注
销，望债权人速到公司办理
相关手续。

●注销公告:河南省明大摩托车

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即日起

解散公司(注册号410000200
4887)本公司已成立清算组进

行清算,请各债权人自接到本

公司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
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司此公

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家政服务

●好心家政保姆13783610628

声明

●滑县新区筑元装饰行营业执

照正本92410526MA4254W
91Y遗失，声明作废。

●信阳坤浩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公章,财务章遗失,声明作废。

●编号Q410265928,姓名任若

兮,出生日期2016年6月23日
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郑州小六汤包餐饮服务有限

责任公司丢失郑州万达广场

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惠济分公

司开具的以下收据：单据号20
16110365，装修押金，金额贰

万元整，特此声明。

●河南合益家居有限公司遗失

空白收据17份（已盖财务专

用章），收据编号3926244-
3926260，声明作废。

●河南省明大摩托车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

4100002004887声明作废。

●吴泽尧，00100395号税收缴

款书办证联丢失，声明作废。

●中牟县艳丽孕妇装服装店营

业执照正副本不慎遗失，注

册号：410122600167665，
特此声明。

●郑州大学武毅20162210122
学生证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大学刘称心学号201853
030215学生证遗失声明作废。

●赵松梅座落于巩义市白云山

路西、政通路北2号楼1单元

18层1802房产的预购商品房

预告登记证明（号2016000
1663）丢失声明作废。

●解志强遗失郑州博颂置业有

限责任公司开具的康桥悦城

三号院三号楼一单元501号
购房发票一份(银行按揭贷款)
发票号码03780084.金额

1089000-00元,声明作废。

●张海青，于2019年10月14日
遗失身份证(证号4103111981
02260021），特此声明。

●蒋勉遗失郑州豪森利尔商贸

有限公司开具的优学派小天

才租金保证金收款收据号00
00000000000328金额3500
元(开票日期2017年9月19日),
质保金收据号3216430金额50
00元整（开票日期2017年7月
12日），履约保证金收款收据

号0000000000002109金额

175元（开票日期2018年8月
27日），声明原件作废。

●遗失声明:编号为:L411267033,
姓名为:颜沫沫，出生日期:20
11年09月03日的《出生医学

证明》丢失作废。

●郑州师范学院刘云飞1641111
21020学生证遗失，声明作废。

●马牧笛遗失信阳职业技术学

院护理专业专科毕业证书，

证书编号137841201806000
167，声明作废。

●河南省煤田地质局物探测量

队于2019年9月6日开具的增

值税普通发票,金额469740元，

发票代码041001900104，发票

号58238500遗失，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