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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

推理 胡永年作

儿时的塑料凉鞋

生活散记 ■

母亲的微信

回村，走在田地里，一尺多高的玉

米苗翠绿可爱，新修的水泥路纵横交

错。我掏出手机，拍了几张照片发到微

信朋友圈。吃饭的时候，刷朋友圈，看

到点赞留言的朋友很多。母亲好奇地

凑过来看，对微信产生了兴趣。

父亲十年前病逝，母亲退休后独自

在农村生活。让她跟我进城住，她说不

自在，村里舒坦。看母亲对微信感兴

趣，我就帮她申请了微信号，把智能手

机给了她，教她如何使用微信。母亲戴

着老花镜，学得很认真，母亲有文化，又

有使用博客和相机的基础，很快就学会

了玩微信。母亲高兴地说：“这好，随时

随地能拍照上传，还能语音聊天不花

钱。”我忙附和：“是呀，是呀，妈，您可要

随时刷新朋友圈啊。”我心里打着小九

九呢，母亲一个人住在村里，我没办法

时时陪伴她，若她能时刻更新图片，我

就知道她的情况了。

没有一个月，母亲把微信玩得溜

熟。我点开微信，总有母亲的语音留

言：“辉，天热，你胃口肯定不好，多吃

饭。”“我说小子，你快点找个女朋友吧，

都30多岁的人了。现在男的比女的

多，抓紧了，要不就剩下了，我退休没事

等着抱孙子呢。”“今天预报说有雨，记

得带雨具。”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聆听着

母亲的唠叨，是一种莫大的幸福。在福

建上班的弟弟也经常收到母亲的微信

语音，弟弟来电话说：“哥，我现在有点

眼气你，你离家比我近，能经常看见咱

妈，我有时候夜里听咱妈的那些语音，

听得直流泪，却没办法见咱妈一面。”

母亲的微信朋友圈更新很快，我有

空都要看母亲发的图片和文字。昨天

母亲上传的图片是一群小鸡，配发的文

字是：赶集买了一群小鸡，真可爱。下

午母亲上传的图片是一片野菜，文字

是：蒸英英菜吃喽。今天早上母亲上传

的图片是一群大妈跳舞，文字是：看姐

们儿跳《小苹果》呢，真美！刚才母亲上

传的图片是一幅“家”字十字绣，文字

是：在外上班的俩小子，要争气，记得你

们是家里的骄傲……

我和弟弟有时候直接用语音与母

亲聊天，聊完天，再从头放一遍，感觉很

有意思，像母亲在身边一样，心里很踏

实，满是温暖。母亲有时候会在我和弟

弟发的图片下评论一番，有时候弄得我

哭笑不得。前不久微信圈有个“友谊的

小船说翻就翻”很火，我转发了。母亲

评论：这话我在你上小学二年级时常

说，你那时和你弟弟一起睡，你老是尿

床，每次你弟弟指着床和你发脾气，我

就说：“看，又发水了不是，友谊的小船

说翻就翻。”

在单位我和同事们说起母亲的微

信，他们都很羡慕，像母亲这年龄的人

很少有会玩微信的。微信不但给母亲

的晚年生活带来了很多欢乐，也给我和

弟弟带来了温暖。

作者档案：焦辉，省作家协会会

员。河南小小说学会会员。在国内外

报刊发表作品1600多篇。小说作品入

选过中招试卷。作品多次入选各类选

本。

小刘是我的好朋友。

昨天，我去小刘家串门。刚进他

家，就见他正在训斥他的儿子和女儿。

我好奇地问：“小刘，你为什么要教训你

的儿女呢？”只见小刘怒气冲冲地指着

他的女儿说：“她太不知廉耻了，才上初

中就搞对象！”

听了小刘的解释，我觉得小刘教训

他女儿是有道理的。接着，我又问小

刘：“那你为什么又要教训你儿子呢？”

只见小刘叹着气说：“我儿子都上

初中二年级了，连个女朋友都没找到，

真是一个没用的东西！”

一瞬间，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张喜武

为什么教训他俩

■段子

真好，上班的路上有这么一个小村。它安闲

地躺着，不声不响，在喧闹的马路躁动的城市旁

边，就如一汪深沉的潭水，或是一个素朴的老农，

就那样静静地坐着。它太朴素了，太平凡了，会让

很多人忽略，也会被一些人鄙夷——现代化的高

楼旁边有这样一片小村，实在有碍观瞻。

小村的人却安然自得。是的，小村的好只有

小村的人才知道，外面人哪里能懂得？走近去，喧

闹全然不见了，街道平静从容，像一个梦。一处处

院落，就是一户户人家，藏着整整齐齐的日子。悠

闲的村人，家里烦了，就在巷口街边站着，聊聊天，

发发呆，晒晒太阳。小村的太阳也迥然不同，是那

么美，那么温暖，那么耀眼，就像小村街头那面迎

风招展的旗帜。

小村是松散的，稀稀落落的布了半道街巷。

小村又是一个结实的整体。谁家里有了事，不论

大小，小村人都会关照。特别是红白喜事，不消

说，一村人老早就到了。个个喧嚷着，谋划着，参

与这，比自己的事还上心，比过节还热闹。曾见过

小村葬礼，一道街全部出动，纸幡飘扬，唢呐声声，

除去逝者亲族，其村年轻力壮的小伙抬棺木、挖墓

穴、搬桌椅；年轻的妇人给厨师打打杂，年高德劭

的长者就座礼桌，执事在那一板一眼地书写；而在

旁边，总有几个人，叨了烟卷，在那说着什么。这

些人就是村里的红白理事会成员，这些可是村里

的头面人物，通常都是生活有办法、辈分高、年龄

长、阅历丰的人担任。可别小看这些人，小村人在

外面再能耐，回到家，都要朝这些人恭恭敬敬地道

声好、让支烟。而这些人看来，不管你是什么长、

什么大款、什么教授，都是这小村里出来的人，在

他们眼中也都是小孩子、小妮子。这就是乡村的

传统，这就是乡村的规矩。若是谁自认为混得好，

牛气冲天了，小村人就不屑了，这货，不知个天高

地厚，我看他不回家嘞！是啊，树高千尺也忘不了

根。小村，就是漂泊游子的根啊。

小村平常的日子是平平淡淡的，一到年节，就

热闹起来了。平日打工的人们回来了，就像鸟儿，

扑棱棱地回到家园。小村就像一棵大树，枝丫纵

横，藏着他们的窝巢。趁着年节，好好地放松一下，

尽情地释放，尽情地舒展，尽情地欢乐，小村就热闹

起来了，沉醉在酒肉的香气和鞭炮的声响中。空寂

的街巷扯起一道道艳艳的彩灯，挂起一盏盏鲜亮的

灯笼。家家门上贴了新春的对联。待夜里，灯笼亮

起来，红红的一片光焰，逼人眼目，映了家家户户门

上的红对联，小村就映在一片红晕之中，像喝高酒

的老人，面颊飞红；如娇艳的新嫁娘，艳若桃花。

村庄外就是高大的白杨，像道坚固的栅栏，栅

栏外就是绿油油的麦田，像一汪海，小村就是这海

中的小岛。过了春节，处处绿意蓬勃，生机葱茏，

花香四溢，微风起处，“海水”泛动朵朵美丽的浪

花。小村诗意悠然，俨若一个个世外桃源。自在

安然，波澜不惊，在世界发狂浮躁的同时，小村人

却吃花食草，做着恬淡的梦。

房舍、黄狗、老鸡；矮篱、窄墙、小巷，这是小村

的意象，也是深深嵌入游子生命的基因。不管得

意失意，穷通悲喜，小村永远是他们生命的巢穴和

慰藉，从这里开始，又向这里回归。他们不管在哪

里，心中都揣着一个小村，放在心里，藏在怀里，就

好像大树，纵高千尺，也忘不了那个老根。

作者档案：王自亮，就职于长垣县委宣传部。

那天逛街时，在各种花样繁多、制作精美的儿

童凉鞋中，我竟然看到了一双塑料凉鞋。是的，就

是80后的我们小时候常穿的那种透明的塑料凉

鞋。此刻，它就静静地待在毫不起眼的角落里，如

同那些被我们搁置起来的儿时的回忆。

我小的时候，塑料凉鞋特别流行，透明的塑料中

带着淡淡的粉色、紫色、黄色等颜色，特别好看，很多

女孩子还把它叫做“水晶鞋”。塑料凉鞋好看又便

宜，自然赢得了很多父母的认可。可是，当身边的小

伙伴都穿上塑料凉鞋时，我的脚上还穿着姐姐去年

的泡沫鞋子。我知道，如果脚上的这双鞋子不坏，节

俭的父母是绝对不会给我买新鞋子的。

为了能穿上觊觎已久的塑料凉鞋，我只好在

脚上的旧鞋子上“下功夫”。上学放学时，故意撇

着脚蹦蹦跳跳；专拣坑坑洼洼的路面走；总是有意

无意地扯凉鞋带子……终于有一天，凉鞋带子裂

开了一个很大的口子，我按捺住内心极大的兴奋，

在跑到父母面前时，“不小心”摔倒了。当然在站

起来的时候，凉鞋带子如愿断掉了。因为本来就

是姐姐穿过的旧鞋子，父母便也没有像平日那样

再修修补补。

父母带我去挑选新凉鞋时，我激动得心脏都

快跳出来了。最后，父母给我买了一双紫粉色的

塑料凉鞋。穿上新凉鞋，我越看越觉得喜欢，感觉

自己一下子像白雪公主一样漂亮了。一回到家，

马上迫不及待地跑到小伙伴中间炫耀起来。

然而，刚刚跑了一圈，我就感觉到了不舒服。

塑料凉鞋的材质很硬，很硌脚，尤其是跑起来的时

候，磨得脚生疼。但我不敢和父母说，怕他们因此

不让我穿新鞋子，或者干脆把鞋子退掉。于是我

硬忍着疼，继续和小伙伴玩耍。

晚上，母亲帮我洗脚时，突然惊呼一声“你的

脚怎么了。”这时我才看到，我脚上的小拇指和脚

踝已经被凉鞋磨得血肉模糊，轻轻一碰就钻心地

疼。“傻丫头，脚磨成这样子都不知道说一声吗？”

母亲心疼地说。我连声说：“没事，也不是很疼。

不要把鞋子退掉。”母亲又好气又好笑地回答：“为

啥要退掉？包块布就行了。”后来，母亲在塑料凉

鞋的绑带处和系扣处包上了一层布，再穿起来就

一点儿都不磨脚了。

直到现在，我仍能想起当时对塑料凉鞋的那

种期盼、欢喜、紧张、珍惜的心情，一双小小的塑料

凉鞋，承载了多少幼时的小心思。而这些情愫，在

我们逐渐成长的过程中，恐怕早就如散落的时光

般一去不复返了。

大壮麻溜地从脚手架上下来的时候，小秋正

在上面举着蘸了白浆的细刷子，左一下右一下，往

墙上刷白漆呢。

小秋脑后的那条马尾辫，跟着身体的小幅晃

动，轻快地摇来摆去。大壮的眼睛，又一次被那条

马尾巴给黏住了。

俩人第一次见面，马尾巴的辫梢，只是无意间

扫到了大壮的鼻子，大壮的半边脸，立马就触了电

一般，麻酥酥的。那是二婶陪着他，到小秋家去相

亲。当晚，马尾巴在大壮的梦里晃来晃去，直到天

亮。

二婶那张巧嘴一撮合，亲事便成了。结过婚，

大壮就把小秋带进了城。

大壮在装修公司做墙壁粉刷的活儿。大壮的

手艺好，老板给了他高工钱，还留了小秋给大壮打

下手。看多了，小秋觉得，这活儿自己也能干。瞅

个空儿，就向大壮说了。没想到，大壮答应得很爽

利。

说起来，小秋也是读过两年高中的，再坚持一

年就成大学生了。不像大壮，初中还没毕业就出

来打工了。小秋心气高着呢，要不是看大壮模样

好，脾气也不坏，又在装修公司做大工，小秋指不

定会看上谁呢。

小秋身上也确实有股子味，令大壮着迷。什

么味呢，小秋这人吧，干什么事儿都那么热情，好

学，要强。就拿学刷墙来说，有次半夜，大壮在被

窝里找不见小秋的人影，原来小秋自个躲在毛坯

房里练刷墙呢。

只是，小秋第一次上手就出了丑。那次干活儿

的人家，业主夫妻偏偏都是喜欢挑刺儿的主儿，一看

小秋是生手，立马让停工。老板费了不少口舌，大壮

也陪着说了一箩筐的好话，事情才算了结。

三室一厅的房子，宽敞，明亮，只是批了一遍

墙面腻子，就亮堂得像村里的打麦场。但女人偏

要指着男人的鼻子骂，嫌房子小，仿佛受了天大的

委屈似的。

小秋的心里就堵了一口气。哪怕一分一毛地

攒，她和大壮，也要在村里把楼房竖起来，不行就在这

城里安个家，也买这么大的三室一厅。小秋还不信

了，凭她和大壮两双手，还挣不出一套房子。

大壮临走的时候，专门检查了一遍脚手架，嘱咐

小秋注意安全。小秋摆摆手让他走，婆婆妈妈的，腻

歪死个人。大壮就笑了笑，打了一个飞吻，跑了。

干完活儿，小秋收拾好东西，下到楼底层的储

藏室。这是他们在城里的临时住所，大壮给老板

说了多少好话才换来的。里面没床，用纸盒子搭

了个地铺，捡个砖块就是枕头。比工棚里强多了，

关起门来，就是潇洒的二人世界。

天色暗下来，小秋拉开门，失声叫道，呀，蛋糕！

一个大蛋糕，亮闪闪摆在地铺上。上面，还铺

了一层小秋没有见过的几样稀罕水果，插了几根

细小的蜡烛。蛋糕的周边，粘了一圈金黄色的细

碎颗粒。看上去，整个蛋糕黄灿灿的，那么温暖，

那么明亮。

但小秋的脸，很快变得阴沉沉的。她一句话

也没说，就在大壮惊愕的目光里，决然而去。门重

重地摔了一下，跟着是死寂一般的沉默。

这个小秋，好心好意给你买个蛋糕过生日，居

然还摔门走了。大壮觉得，自己挺委屈。不错，小

秋是告诫自己，一定要省吃俭用，攒钱，哪怕一点

儿一点儿地攒，也要在村里盖楼或是在城里买房，

活出个人样来。

但这买蛋糕的钱，是上次老板给的几盒烟，大壮

拿来跟人换成钱，就等小秋过生日，给她个惊喜。

小秋说过，自己长这么大，还没吃过生日蛋

糕。上次老板过生日，有人送了他一个大蛋糕，名

字叫黄金满地什么的。大壮就记住了，这名字喜

庆，小秋肯定喜欢。大壮专门跑了好几家店，照那

个蛋糕的样子，做了一个。

大壮出去找小秋。其实，小秋也没跑多远，就

在小区中心广场的木长廊里坐着。大壮很快便找

到了她。对面的高层住宅楼里，业主大部分都已

入住。小秋静静地坐着，抬头看对面楼里的万家

灯火，看累了，就看天上的星星。

大壮没敢打扰小秋，只是在她身边悄然坐

下。俩人谁都不说话，只是那么默默地坐着。大

壮合着小秋的目光，一起抬头看星星。

第二天，大壮正弯腰调和墙面漆呢，小秋忽然

慢悠悠地问，买那个蛋糕，花了不少钱吧？大壮赶

紧直起腰来说，真不多，还不到100元呢。

100元还不多？小秋剜了大壮一眼，那蛋糕

呢，还有名字来着？

有，有，黄金满地。

小秋听了，再也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笑声

就是命令。大壮试探地一把搂住小秋，咬着她的

耳朵小声说，老婆，生日快乐！

作者档案：王伟锋，鄢陵县第三高中教师。

我请一个农民朋友下饭

馆吃饭，他感慨道：我们好不

容易吃上了肉，你们城里人

又改吃青菜了。一语惊醒梦

中人，每次城里朋友聚餐时

的一个细节让我记忆犹新：

酒醉饭饱之时总会有人来一

句“上个青菜吧，最好是带叶

子的那种”。

青菜，平凡而又普通的

青菜，曾经是贫富、城乡之间

的一道分界线，曾经是餐桌

上价值昂贵的鸡鱼肉蛋中的

一个小配角，微不足道、身份

低微，但现在人们越来越热

衷于青菜，成为生活中不可

或缺的菜肴。

有一次，朋友问我：“你

知道青菜的味道吗？”我感到

莫名其妙，戏谑道：“青菜的

味道？有谁不知道青菜的味

道呢！”

朋友却一脸认真地说：

“我不久前去了成都一趟，给

我印象最深的不是名山大

川、高楼大厦，也不是餐桌上

久负盛名的川菜，而是极为

普通的青菜的味道。那是一

家并不起眼的小馆子，餐馆

的名字也很有意思，叫‘青菜

人家’，土得像一个裹着头巾

羞涩的村姑，更像一把随处

可见的泥土。进得店来，迎

面一张屏风上写了一句‘你

知道青菜的味道吗？’”

我问道：“吃过后到底有

什么特色？”

朋友说：“那味道其实很

平淡，有些涩口，带点草香，

下肚后淡淡雅雅、清清爽爽，

就像割草机修剪过草坪之

后，空气里流淌的那种味

儿。问过后才知道，这是一

道水煮青菜，不加任何调料，

在滚水里过一遍，撒上盐、浇

上香油，就端上桌。吃起来，

是地地道道的青菜味。”

朋友的一番高论让我不

禁想起小时候常吃的青菜。

母亲把水烧开后，将择洗干

净的青菜放进滚水里一焯，

捞出来放进盘子里撒上一小

勺盐，滴两滴香油，就是下饭

的菜了。那时吃的青菜，没

有酱醋作料的掺杂，没有油

锅里煎炸炒烹，不走偏，不失

真，吃进嘴里、咽进肚里，是

青菜的原汁原味。

而如今，我们盘中和嘴

里的青菜，都被旺火炙烤过，

被油盐酱醋浸润过，其味都

被各种杂味抢了风头，遮盖

了去，清淡寡味的青菜早已

失去了原有的真味。

咀嚼一道道青菜，品味

其中的滋味，禁不住想起，青

菜的味道，换一个角度看，不

就是微版的人生吗？——酸

甜苦辣，百味杂陈。

人生之初，如同我们在

吃寡淡的原味青菜，平平常

常，清清淡淡。当然，谁也不

愿意长久地这样平淡清苦下

去，于是不断地树立自己远

大的人生目标，苦苦奋斗，孜

孜追求。功成名就之后，再

回望当初，才发现人生的道

路上走着走着，不知不觉把

自己走丢了，迷失在欲望、惊

喜、烦恼、痛苦和悔恨的人生

多味中。这就像我们吃那些

被各种调料包围的青菜，原

味道在种种干扰、混杂中，模

糊了、失偏了。

此时再回味人生，感慨

万千，老之将至，诸事放下，

心头了无牵挂，经过百般滋

味的磨炼，终究回归至原

味，就像我那朋友从“青菜

人家”那里所尝到的原味青

菜，就像我儿时吃的那滚水

里焯一遍的青菜。

每到夏天，当我返回故

乡在田间漫步时，我最喜欢

看天上的云彩了，故乡这时

候的云彩别具韵味。记得小

时候的我特别喜欢去山上，

独自站着看天边的云彩，那

时我的家乡是一个没有污染

的净地，天地间都美得十分

的纯粹。将思绪闲庭信步于

天际，徜徉在那遥远的天边，

如痴如醉地欣赏着那些幻化

的云朵，那一幅幅以天空作

背景的云彩画廊始终不曾在

我的记忆中褪去色彩。

记得看见天边有一片姹

紫嫣红的云层，色彩缤纷，红

得耀眼，灰得深沉，黄得炫

目，蓝得清雅，白得洁净。轻

轻的、柔柔的，一片一片。层

层叠叠的构出了一幅云湖的

画面，湖面红霞连绵，波光粼

粼，湖的周围仿佛是茂密的

芦苇丛，远处那芦苇依稀在

随风轻摇，摇曳着的芦苇穗

也被染成了金黄，肆意地在

岸边舞蹈，从芦苇丛那边渐

渐飘过来一叶小舟，小舟上

那戴着草帽、撑着竹篙的艄

公微驼着背，满载着希望，心

里好似在丈量着归家的行

程。天边层峦叠翠的群山像

似云湖里的倒影，也披上了

一层美丽的霞光，变得朦胧

而妩媚，湖光山色异彩纷

呈。引人入胜，呈现出一幅

水乡绮丽壮观的景致。渐渐

的，晚风起，艄公归，唯一遗

憾的是天地之间的距离太过

遥远，没能听到那艄公归去

时喊出的是什么样的号子。

还有一次，我邂逅了一

片云彩，看起来就像一只火

凤凰，她的色彩就像烈火一

样的耀眼，火红中透出些许

的金黄，那欲飞的身姿显得

十分的灵动和飘逸，像是在

凌空轻盈的翩翩起舞，翻飞

出独特的婀娜，她那望向苍

穹的灵秀的头，还有头顶上

那顶瑰丽的王冠显得特别

生动和高贵，长长的羽毛和

翩跹的翅膀全被落日染红，

红得像似披上了橘色的火

焰，还有几道霞光隐约投射

下来，让人由衷地感叹她的

神圣和惊艳，周边的天空斑

斓似锦，堂皇得使人不舍转

眼。

故乡的云彩曼妙多姿，

呈现给我的是一幕幕美轮美

奂的视觉盛宴，时至今日我

依然能够清晰地回想起那些

云朵的模样，它们有的像洁

白的羊群放牧于天空，有的

像腾空跃起的雄狮张牙舞

爪，还有的像展翅高飞的雄

鹰，准备搏击于长空，也有的

像亭亭玉立的少女，羞涩得

不敢抬头。

如今云彩依旧存在，依

旧美丽，而那曾经迷恋看云

彩的我已再难有那份看云的

闲情，但是，记忆里那缤纷绚

烂的云彩画廊却永远镌刻在

我灵魂深处。

■小小说

□王伟锋

脚手架上的爱情

□朱文杰

故乡的云彩

■乡村印象

■

漫
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