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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扫一扫，关注中原风融媒体，更多精彩内容线上呈现

“纵使思忖千百度，不如亲手下地锄。”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曾经
引用的一句爱尔兰谚语。这句谚语的意思是，我们的思维活动要
贴近现实。在不久前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
讲话每一句都很接地气，真正讲到我们文艺工作者的心里。

向土地深处扎根
爱尔兰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西默斯·希尼在谈到《挖

掘》这首诗时说：“我感觉我已掘进到现实生活中去了。”他的语
言稚拙、淳朴，充满乡土气息。

冰冷的土豆霉烂的气味，潮湿泥炭的
咔嚓噼啪声，一把锹刃粗率地划过
活的根茎的切痕在我头脑中觉醒。
如果没有对乡土事物的切肤认知和体察，不可能写出这么具

有质感和鲜活的诗句。当然，这些“划过活的根茎”的“切痕”，能够
穿过体肤上细微的觉察，以至于在“头脑中觉醒”，则不是一般人所
能做到的，是一种独家绝活儿，需要功力。

希尼还有一首诗，是写圣徒凯文的——由于虔诚，他在狭小
的房间双腿跪地，两手伸出窗外成为横梁，引得一只乌鸫落下来在
上面筑巢、定居并下蛋孵出飞翔的鸟来，他以自己整个身体的祈
祷，创造了出人意料的结局，故事极具说服力。

文艺创作又何尝不是如此？习近平说：“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
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
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方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

上面凯文的那则故事，恰巧就是一个有关写作的隐喻：抱
着一颗虔诚之心，我们深入生活，把你的根须蔓延到人间，播
撒到所有能够延伸到的领域，把你的神经系统接通到每一个
人的内心，触摸他们的忧伤或隐痛，感触或接收他们传递给你
的所有能量和信息，然后更迭自身……作家，不正是把腿插进
土里，让自身变成根茎，靠一股定力汲取土层里的养分，灌注
全身——直至生长出枝叶吗？让一只鸟在相对安稳和安静中
搭窝孵化，生出各式各样的小鸟——文艺作品来。

让生活在头脑中觉醒
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指出，文艺工作者“要虚心向人民学

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
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发现和美的创造”。

深入生活，不仅仅是在某个地方住上一阵子那么简单。它
是一个不断内化和深省的过程，甚至需要创作者用一生的时间
慢慢去思索和品味。尤其是那种童年的记忆，时间和环境无一
不浸透了你的生命和年轮，一举足，一抬手，一招一式全都携带
着某种生活的印痕。这是一个人骨子里的东西，一种深入骨髓
一辈子再也无法根除的血脉联系。正如美国现代诗歌大师威
廉·卡洛斯·威廉斯所言：“作品的卓越之处是与生活的一致，像
长在一棵树上的叶子一样，真实而充满生命力。”

文艺工作者“必须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
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的孺子牛”。你关注的是
人类，视野就开阔，心胸就博大，作品就厚重和大气。习近平总
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见到作家叶辛时说，你在贵州当知青，
我在延安插队。当时，风一吹，简直是 PM250。风趣、幽默。总
书记的话一下子也把我拉回到 1976年在河南邓州穰东明寨村插
队当知青的生活。忆起在田间地头割麦子、刨红薯、摘棉花，夜
晚油灯伴人到天亮……我的感觉是，短短两年知青生活，奠定了
我的生命底色，不管以后经历、遇到或看到什么，都有一个参照
系——从农村入手，那是我的依托或靠背……在一个地方住久
了，自然就有了感情，不自觉地就有了一个观察事物的独特视
角。在一个地方，“如果你能看，就会看见；如果你能看见，就会
仔细观察……”我想说的是，观察久了，思考产生了，经历过的一
切都将变成你身上的机能，过往生活都会在你的头脑中觉醒。

在一个地方住久了，写出杰作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情。
《瓦尔登湖》的作者梭罗，就在瓦尔登湖边住了 3年，把生命浸润在
这片土地上，与水相伴，与鸟为邻，思考人生，最终写出了自然风光
和人生感悟于一体的传世佳作《瓦尔登湖》。美国另一位诗人弗罗
斯特则是一位走进树林再也不愿走出来的诗人，一生的作品皆与
森林相关，看似与人群相去甚远，但没有一字不与它所处的这个时
代和人类有所牵系。也就是说，深入生活是一个由浅入深、由现
象到本质的探索过程。

开出灵魂的花朵
生活之于作品有多么重要，换一个角度来看也许更为清晰。

一部艺术作品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如果我们知道了一部作品的内
部构成，也就找到了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源头活水”，否则，“文艺
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多年前获得诺
贝尔文学奖的爱尔兰诗人叶芝，对此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看法，他
引用西蒙斯先生的话说，作品是“用砖头和泥巴在一本书的封面内
进行建造”。由此可见，无论写诗或其他门类的艺术创作，并非人
们想象的那样是脱离实际的阳春白雪，说穿了，不过是把我们立足
的土地掺上水变成泥巴，把由泥土烧制成砖的物件，一块一块堆砌
起来形成建筑物的粗糙活儿，作家或诗人不过是建房盖屋的泥水
匠。法国诗人勒韦尔迪也有一段非常类似的精彩表述：“诗人是瓦
工，他砌筑石块；散文家是水泥工，他浇铸混凝土。”他还说，“生活
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应该攀登……”作家的唯一不同之处在于：“当
笔绕了那么多弯后，仍在笔端留住了感觉的滋味。”

按照什么蓝图建造，这很重要——就跟蜘蛛织网一般，无
论看见或是看不见，都有着内部严格的规程，这就要尊重艺术
规律，要有精品意识。习近平说：“精品之所以‘精’，就在于其
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文艺创作尽管是一桩力气活
儿，却并非粗糙。它涉及人的灵魂，关乎人类千秋大业。习主
席这么概括文艺作品：“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
灵魂的工程师。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
的清风一样，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的确，文
艺作品就是灵魂上开出的花朵，它所散发的一定是源自生活的
生命体香。④6

文艺创作
是接地气的活儿

近200年前，世界上有了摄影术，它
在极短的时间里，就和人类巨大的创造
力融会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全新的艺术
门类。在摄影领域中，最为突显的一个
分支，无疑是艺术摄影。艺术摄影促使
我们寻求世界上万事万物最美的一瞬，
永久定格，让人们从审美的愉悦中悟出
久远而深刻的道理。

前 不 久 ，笔 者 高 兴 地 看 到《花
语》——这一四大册的“明星”艺术摄影。

这里所说的“明星”，可不是那些风
风火火的“歌星”、“影星”，而是一位实实
在在的“明星”——它的作者就是河南电
子音像出版社社长高明星。

明星是位工作狂。他和同事们创办
的海燕出版社，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取
得了出色的业绩，在全国同类出版机构
中走在前列。而从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
开始，他又着手创办了河南电子音像出
版社。出版圈儿内的人都知道，音像出
版实在是太难做了——做好了，盗版纷
起；弄砸了，前功尽弃。他这个人的特点
就是勇闯敢当，在既无专业人员，也无办
公场地的困境中，仅凭借贷的一点款项，
他就干了起来，一干就是18年。在他的
带领下，河南电子音像出版社已由当年
单一的音像出版发展为集音像、电子、报
纸、期刊、图书、网络为一体的现代全媒
体出版传播平台。

这位明星出版家却不喜欢张扬，总
是默默地置身于团队背后。长期操劳的
他有着严重的肠胃病，饭吃不下几口，烟
酒一概不沾，他唯一的爱好就是忘情流
连于大自然的美景之中。

明星爱花，他把镜头对准了中华大
地上的各种各样的花朵，以花表现中华
文化，展现祖国新貌与民族精神。

他没有沿袭传统，将镜头聚焦“梅、
兰、竹、菊”这自古颂扬的“四君子”，而是
选择了“牡丹、梅、荷、菊”为对象。为了
拍出花的神韵，他可以在花海中弯腰盯上
一整天；为摄取最美的瞬间，他能从黎明
到入夜守候着一朵将要绽放的娇艳的花，
或蹲、或站、或席地、或卧倒，以最佳的光
线、最好的角度、最妙的构图、最神的影
调，抓住那一瞬，使其成为永恒。问他为
何如此执着，他说：“你看啊，就说牡丹吧，
它在多少年前不过是几株山间野花。几
千年来，经过我们中国人一代又一代培
育、改良它，如今才有了一千多种啊！”“多
么大气，多么华贵，沉鱼落雁，国色天香！
可这后面有着多少心血和工夫啊！你能
说它不是一种文化、不是一种追求吗？”

在他和笔者的这番说道之后，我蓦
然想起了冯梦龙笔下的秋翁，那个养花、
护花、赏花，能为花豁命的老人，好像在
明星身上附了体。

于是恍悟，他以这四种“中华之花”
作为主题，所寄寓的是文化、是精神、是
气节、是民族与国家之魂。

艺术摄影，特别是花卉摄影，极讲章
法，因为这是一百多年来摄影实践总结
出的规律。讲究构图、光线、角度、虚实、
色彩、配饰、取景、色调、瞬间抓拍等等。
比如构图一项，常用的就有黄金分割法，
二分构图法，垂直、水平、曲线构图法以
及对角线构图法等等。而每一种还可细
分为诸多项，相当复杂严密，是一门相当

深入的学问。
明星不但对此烂熟于心，难得的是，

他不拘泥于成法，而是把自己的主题、艺
术理想和寓意融为一体，先行创意，尔后
才是创作实践。这样，他所摄画面就有
了独特的感染力和穿透力。

他镜头下的牡丹“白鹤羽”，以三朵
不同姿态绽放夺目的白色，亮出了性格
的高洁；“百花魁”，以通红炽热的群芳覆
盖整个画面，一种现实生活蒸腾日上的
场面呼之欲出；“合欢娇”下，透出羞赧含
韵的情人私语；那珍稀的“姚黄”、“魏
紫”，为世界带来了美丽和惊喜。

那梅花“玉蝶龙游”，幻化的斑黑景
衬和覆于红梅上的白雪相映，虚实有致、
点面洽和，完全是中国传统国画的布
局。但又超越了绘画，完全把写意与写
实融为一体，形成强烈的视觉感染力、穿
透力。

从大到小，从整体到局部，从全貌到
小品，明星的每幅作品都是用尽眼、心、
神一次次地捕捉，所以耐看，经得起推敲
琢磨，引发遐想。他的“徽州骨红”，在一
段饱经沧桑的老干上滋出了不同比例的
几多小梅，生发出多少新意，多少余韵！

把唯美的摄影投入与深刻的思想融
为一体，形成了明星摄影的精髓和风格。
他的任何作品，都是从这个起点出发的。

在他的镜头里，那千姿百态的莲荷
圣洁、飘然、肃穆、无华，令人心旷神怡。
与社会、人心的向往，“廉”与“和”，不谋
而合！那清晰的脉络、芯蕊和通透的纯
净感，不就是最好的借喻、比附吗？“金
帅”一幅，莲荷白到无瑕，又金黄到极致，

浑然一体，极美且蕴含着极妙的寄托。
而细细品味着“双娇”，难得的并蒂，柔美
的光影与线廓，在暗沉的背景衬托下我
们仿佛能听到悠远的琴瑟声。应该说，
作者的每幅作品，都是一而再、再而三构
思研磨中、苦苦追寻中的妙手所得。

最富有爆发力、想象力和表现力的，
要数《菊花》这一册，菊花多彩、绚烂、五
光十色、千姿百态。“垂龙腾云”一幅，能
让我们穿越时空，仿佛看到冲天大将军
入主长安时的狂傲；“飞珠散雾”、“古水
流霞”、“玉龙飞舞”、“碧云松针”等作品，
立时会幻化出欢庆的礼花，奔放且热
烈。“中华雄风”应该是明星的优秀代表
作之一，这幅以满版的特大幅面以及超
常的特写镜头，以艳丽的色彩、明亮的光
线和极佳的构图而造就的唯美作品，展
示出作者特立独行的摄影艺术手法和深
刻主题思想的完美结合。它像团龙，有
如拳头，亦似狂卷的风暴眼，紧密地拥抱
在一起。而画面中心的层层花瓣，是那
样挺秀，那样俏丽，构成了夺目的视觉核
心，呈现着呼之欲出的主题效果，点明了
中华形象的主旨。作者为表现他的创作
意图，不知跑了多少里路，弯了多少次
腰，才能在万花丛中寻觅到这么有着强
劲表现力的一朵啊！

在科技高度发展的当今，摄影技术
和手段日新月异。人们早已不满足画面
的平面展示，更需要立体的、全息、全景
的表现。作为出版家和摄影家的明星，
将推出更多摄影佳作，以诗、以歌相吟相
咏，给这个世界更加美好的享受和启
迪。我期待着。④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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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形态
天地之间，我钟情于水。人有人的个性，水有

水的品性。人有人的风度，水有水的形态。
我喜欢液态的水。液态的水，从善如流。液

态的水总能因势而变，在高高低低、曲曲折折间，
表现出淡泊、从容。但液态的水，不能随波逐流，
而要始终保持自己的方向，自己的节奏。

我喜欢固态的水。固态的水，有棱有角。固
态的水，有自己的骨节，有自己的形体，碎则玉碎，
不为曲折。但固态的水，不要只是冷冷冰冰，不要
只是板着冷酷面孔。固态的水，遇到阳光，也能折
射出自己的七彩，面对风浪亦能心如明镜。

我喜欢气态的水。气态的水，超凡脱俗。显，
可以是云，隐，可以是风。但气态的水，不要玩虚，
不要玩空，不要玩无影无踪。

人，有人的个性，水，有水的形态。但不论表
现出哪种形态，水，都要保持水的纯净，水，都要表
现出水的透明。

水的形态，其实就是人的心态。

停 顿
一次叫一个老兄出去吃饭。他说，最近太累

了，天天忙于事务，天天忙于应酬。他问，有什么
事情吗？

我说，没事就不能吃饭？叫你吃饭就是因为
没有任何事情，没有任何理由——就是吃个闲饭，
喝个闲酒，聊个闲天，说个闲话。

在生活和工作中，我们早已像一个陀螺，一直
在旋转，一刻都不曾停顿，没有时间做沉思和默想。

但有一个多么好的词，叫顿悟。
只有停顿才能有所悟，有所思，才能喘口气，

才能扭头环视一下身边的风景，才能欣赏到生命
的滋味，才能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对自己进行一次
整理。

我们可以关掉手机，拔去电话线，在雨打芭蕉
的天气里，躺在床上看一本与眼前工作毫不相干
的书。然后再翻身下床，洗把脸，冲出门去，与时
间赛跑，为生活奔波。

也可以放下手头工作，去上学，去充电，去积
蓄能量，继续更艰苦、更遥远的跋涉。

停顿并不是停止。
停顿，是一个顿号。
如果我们把生命当作一篇长长的文章，那么

要想品读生命这篇漫长的文章，就不能少了这逗
号和顿号。

老兄那天参加了我们的聚会。饭吃得咋样已
不记得了，但大家谈得很开心，无关工作，有关人
生，悟到很多，穿透一生。酒喝得不少，却感觉还
不够尽兴。

雪中的兰花
梅兰竹菊“四君子中，兰是属于春天的。
看惯了飞雪中的冬梅，烈日下的夏竹，冷风里

的秋菊，突然会感觉兰是最纤细、最柔弱，也最被
娇惯的了。兰能称之为君子，似乎就因了它修美
的体态，俊逸的清香吧。住在春天里的兰是应该
最安逸的。

不料一次即兴的踏雪，却彻底改变了我的看
法。去岁 1月 18日，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下得铺
天盖地，密不透风，酣畅淋漓。更酣畅的还有干燥
了一冬的心，于是满地的跑。天地白茫茫一片真干
净，竟就发现了雪中的兰，以及兰那高洁的花。

那里曾经是一片树林和草地，但现在，树的叶
子已经落了，鸣叫的虫子遁了，柔弱的衰草也被雪
覆盖了，而唯一没有被雪覆盖的，却是兰。

兰的叶子还是那么纤细，但在雪地中却仍是
那么葳蕤，那么从容，在洁白雪花的衬托下，显得
更加亭亭玉立。俊逸的叶子上甚至还透露出一种
坚强的绿，一种蔑视寒冬的锋芒。

更可敬的还有兰的花。花梗挺直，不折不弯，
高高地把干硬的枯花擎在头顶。

那一刻，我被深深地感动了。我蓦然感悟到，
兰之所以成为花中的君子，除了它修美的体态，俊
逸的清香，原来更在于它遇寒更坚韧、风摧仍从容
的态度和品格啊！④6

随笔三题

姥姥姓燕，小时候，便觉得这个姓与
众不同。后来，学历史，知道战国时期有
个燕国，在北京一带，便觉得这个姓一定
与这个燕国、与北京有些渊源，并认定姓
这个姓的人一定是贵族的后裔。有了这
种联想，便觉得自己与别人有些不一样
了。后来，不知从哪儿听说了一些关于
遗传学方面的粗浅知识，由此推断出自
己从姥姥身上继承了四分之一的血统，
便很得意，好像自己一下子也成了四分
之一的贵族，从而与别人有所不同似的，
小小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

现在想来，小时候，我一定是很受姥
姥疼爱的。最早能记起姥姥好的，便是
挨了妈妈的打，总是姥姥给自己出气。
因为，我偶然发现只要到了姥姥家，一
向强悍的妈妈一般不会打我，在姥姥跟
前她总是很小心的样子，毕恭毕敬喊姥
姥叫“大大”，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妈妈为
什么这样叫，因此，感觉很神秘。又在
潜意识里盼望这种不同寻常的叫法是
贵族才有的气息，也好像一下子找到了
发泄自己怨气的秘密渠道——那就是
找姥姥诉苦。当再次挨了妈妈打的时
候，我赌气凭着记忆，一口气从城里跑
到乡下找姥姥。

由于不能判断自己是否迷路，我一
路急急跑着，心里直发毛。直到看到村
口那个挂着一长条黑不溜秋的磨刀布的
剃头铺子以及坐在门口晒太阳的那个瘸
子师傅，心里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庆幸
自己没有走错路。我沿着村边那条小河
往前跑，看到了那个窄窄的小桥，我知
道，只要稍稍往北一拐，便是姥姥家了。

我喊了一声“姥姥”，便满脸是泪。
姥姥从屋里出来，听了我的话，便从窗台
上拿起一根棉花棵子：“你看我不打她，
给她说了多少遍了，不让她打头，不让她
打头，她就是不听，把俺妮儿打傻了可咋
办，你养她一辈子？嗯？”姥姥在当院子
便大喊起来。接着，她拉起我的手，“走，
吃好吃的去”！说着，姥姥便把我领进
屋，把我抱上了炕，自己进到黑暗的、只
透进来一束阳光的里屋，拿出一个小瓶
子，拧开盖，往我手心里倒几个已剥了皮
的北瓜籽。接着，又转身到里屋盛了一
些面，舀了一瓢水，便和起面来。看着姥
姥擀面条的背影，我便迷迷糊糊地睡着
了。不知过了多久，在妈妈的叫声里，我

醒了。当晚，在我的再三坚持下，妈妈终
于同意我留在姥姥家过夜。

那个冬天的夜晚，寒冷刺骨，但月亮
却是那般清清亮亮的，挂在姥姥院子里
那棵老椿树的树梢上。

姥姥拉着我的手，蹒跚地从屋里出
来。银色的月光很明亮，简直可以在月
下看书写字。这时，一阵笛声从远处传
来，更觉得那月光下的村庄美丽得犹如
仙境。

这时，同在一个大院子里的一个年
轻女子从屋里趿拉着鞋手里拿着半块黄
面窝窝儿出来，看到了我们，有些吃惊：

“这是去哪儿？一老一少的。”说完，便笑
了起来。姥姥应了一句：“河南边的老左
芹儿后脊梁沉得不行了，让我去拾掇两
下子。”说完，姥姥好像突然想起什么来：

“给你介绍的对象人家可催了，你想着
点，都老大不小了。”“知道，让他急急，杀
杀他！”姥姥假装嗔怒道：“就你心眼多。”
停了一刻又说：“你的事我也说了，话呢，
我也捎到了，不管啦，不管啦。”说着，便
笑起来。

前边，就是那座小桥了。银色的月
光下，有几个路人耐心地赶着小毛驴晃
晃悠悠地从村西向村东头的小桥走来，
然后，走过我们身边，车头，坐着一位穿
着破棉袄的男人，他声如洪钟，吆喝着，
一位穿着小红碎花偏襟的妇人，抱着一
个孩子，那孩子两眼亮得像星星，抿着嘴
笑着。只一会儿，那毛驴脖子上挂着的
小铃铛发出清脆的响声，便在寂静的乡
村传得很远，随之，我便看到了那匆忙的
赶车人壮实的背影，慢慢融入远处蒙蒙
的雾里……

姥姥拉着我走进那户人家的院子
里。院子是个三跨院，门口堆着一堆打
好捆的柴火。屋子里的煤油灯下，全家
大大小小正在糊着火柴盒。屋子里乱成
了一锅粥。见到我们进来，他们赶紧站
起来欢迎姥姥。那个坐在里头正端着碗
喝粥的名叫左芹的女主人赶紧站起来，
十分热情地把姥姥让到离煤火最近的地
方坐下。然后，扭身把屋里的几个人都
打发走了，随之便脱了上衣，趴在炕上。
那两个快滴溜到腰的乳房露出来。姥姥
看了一眼：“你是一点也不讲究了，别让
孩子们看见。”“这有什么，大孩儿也闹着
吃，小孩儿也闹着吃，能不成这样吗？”

“你呀，都一辈子了，还是这副德行。”说
着，两人便哈哈大笑起来。

在笑声里，姥姥从棉袄的衣襟上拔
下一根大针，在火上晃了晃，又在左芹的
后脊梁上摸索了一阵儿，然后，便用力

“蹦蹦”掇了几下。不一会儿，后脊梁上
有几处渗出黑红黑红的血来。姥姥趁势
挤压，于是，一个个比大米粒还大还硬的
东西被挤出来了。姥姥拿在手心里让女
主人看了看。“这都是劳气，‘羊毛疔’出
来了就好了。”停了好大一会儿，姥姥站
起来：“你就势躺着吧，盖上被子，睡上一
觉就好了。”在女主人不断地道谢声里，
姥姥拉上我的手便走出了院子。

我和姥姥走在明亮的乡村里，感到
月亮离我很近，就像是姥姥拉着我的手
一样近。这种感觉，好像只在乡下才有，
在城里是绝没有的。这一点连我自己也
很奇怪。现在想起来，大概是因为乡下
有我姥姥的缘故。所以，乡村对于我来
说是静谧而美丽、柔润而温暖的，使我还
在十分幼小时，就对乡下产生了十分的
好感，包括月光，包括乡村景色，包括那
群生活在蓝天白云之下，整日面朝黄土
背朝天的可爱又可亲的人儿。在我的印
象里，不管是男是女，是老是少，在他们
全身周围，都拥着一个光环，发着光，透
着亮儿，在乡村里进进出出，生在村头，
埋在村尾，村子也在这种缓慢而鲜活的
进程里慢慢演变着。

后来，长大了一些，碰上爸爸妈妈出
差，姥姥便从乡下来到城里和我们姐弟
三个做伴。

那是个夏天，她上身穿一件黄色的
绸布衫，下身穿一条黑绸子裤子，一双小
脚上穿着自己缝的白生生的布袜子，自
己缝的尖尖的黑口布鞋，用一方灰蓝格
子手帕兜着一斤花生米就来了。那几
天，我们姐弟三个想干啥就干啥，疯得都
快把房子闹塌了，姥姥却纹丝不动，像个
新媳妇似的，坐在炕上，抿着嘴儿笑着看
着我们疯，她一点也不着急，宽容着我们
的胡闹。可以说姥姥在的那几日，是我
童年当中最快乐的时光，我真恨不得爸
妈晚几天回来才好。

深夜，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姥姥
戴着老花眼镜，正在煤油灯下悉心地拿
着鞋样，比划着，给我们做鞋子。她那慈
祥、专注的样子，至今如在眼前。④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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姥姥的乡村

投稿信箱：hnrbzyf@163.com责任编辑 冻凤秋 2014年 12月 12日 星期五HENAN DAILY 1中原风中原风 3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笔谈笔谈

微信公众号 新闻客户端 新浪微博 腾讯微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