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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情不散场

□冯志普
家园菊花香
□郝向阳

儿时的蜂窝煤
□王文莉

碗若有情
□石广田

群芳之首 徐杨绘

富有的农民工
□夏学军

洒满阳光的田野展开一幅流光溢彩

的画卷，一簇簇金丝菊迎风怒放，宛如一

张张灿烂的笑脸，跳动着金黄，摇曳着芬

芳，让人不由心旌摇荡，轻舞飞扬。

张亮凝视着这片充满生机的土地，沉

醉在自己亲手绘制的这幅菊花长卷里，眼

角忽然有些湿润。

从小在泥土里摸爬滚打的他，对土地

怀着深厚的感情。麦苗青青菜花黄，是他

看不够的美景；鸟雀喳喳小河淌，是他听

不厌的歌声。他陶醉于田野里沁人心脾

的瓜果香，迷恋着狗吠鸡鸣羊儿跑的农家

乐，习惯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慢时光。

然而，有限的几亩地只能解决全家的

温饱，却提供不了美好的未来。为了让万

家人过上幸福的生活，他和几名伙伴一起

依依不舍地辞别了亲人，拋下了土地，踏

上了南行的列车，在水泥森林里四处飘

荡。无数个寂静的夜晚，他拖着疲惫的身

体，坐在简易宿舍前，望着满天星斗发

呆。他觉得自己就像一棵水土不服的移

植树，根仍在农村，魂还在田间。

土地流转的消息，如一缕春风扣开了

他虚掩的心扉，让他眼前一亮：热爱农村、

喜欢土地的自己何不做一个种植专业户？

在妻子的支持下，回乡之后，他没再

像候鸟一样踏上迁徙之旅，而是毅然留在

了家乡。

然而在土地里掘金并非易事，自己资

金有限，承包不了多少土地，种植传统作

物必然前景渺茫，唯一的出路就是搞特色

种植，但一时又不知道该种什么。他和妻

子商量了好多天，也没理出个子丑寅卯。

正在一筹莫展时，忽然传来一个好消

息，一家著名的制药公司计划在本地建立

一个怀菊花规范化种植基地，公司供应菊

苗、培训技术、回收产品，农户只需负责栽

种、管理和采摘。

他大喜过望，与公司签订好合同，承包

了20亩土地，然后按照规程精耕细作，用

心管理。日升月落，寒来暑往，这一年他的

菊花获得了丰收，每亩净赚3000元。第二

年他将承包面积扩大到40亩，收入远远超

过了外出打工，更重要的是，在此过程中，

他学到了不少新的农业技术。

冬闲时节，村里的青壮年大都在外打

工，连个聊天的人都没有，于是，他经常跑

到村文化中心读书看报。一篇关于某地

农民自主创业的报道引起了他的注意，其

中提到的金丝菊，市场价竟高达每朵25

元。

他暗自琢磨，金丝菊的利润应该不

小，自己具有一定的种菊经验，为什么不

试种一下？但他没有贸然行动，而是先咨

询了几名农技人员，又联系好制药公司，

才在继续种植怀菊的同时，试种了一小块

金丝菊。在他的精心呵护下，金丝菊长势

喜人，丰收在望。

望着金浪翻滚的菊田，嗅着沁人肺腑

的菊香，张亮坚定了进一步扩大金丝菊种

植面积的决心。其实，他的心中还有一个

更加绚丽的梦想，那就是带动更多热爱农

村却仍在城市漂泊的乡亲，钻研农业技

术，创新生产方式，用才智和汗水，在这片

希望的田野上挥毫泼墨，勾勒乡村更加美

好的明天。

她17岁那年，母亲突然离世，就在

她还沉浸在失去母亲的伤痛中无法走出

时，父亲却在短短的三个月后携着另一

个女人的手走进了婚姻殿堂。父亲的做

法让她难以理解，更无法接受，为表达自

己心中的不满与抗议，她毅然选择了外

出打工。

幸好，她很快在另一座城市找了一

份包吃包住的工作。虽然就此稳定了下

来，不用为生计发愁，但只身漂泊在异

乡，那种无依无靠的感觉的确很悲凉。

就在那年冬天，她认识了一位在街头卖

唱的流浪歌手，并被他的歌声深深打动，

于是，她把口袋里仅有的80元全给了

他，她想反正自己在厂里包吃包住，怎么

也不至于冻着饿着，而他就不同了，流浪

街头随时都可能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善

良的她选择了慷慨解囊。而他，显然也

被这个穿着朴素的姑娘的善良所打动，

满怀感激地向她连连致谢。

那以后，她经常到他唱歌的地方听

他唱歌。收入好的时候，他也会请她去

路边摊吃一碗热腾腾的鸡蛋面或是辣味

十足的麻辣烫。渐渐地，两颗年轻的心

越贴越近，最终顺理成章地成了恋人。

那年春节，她欢天喜地地领着他回

老家见父亲，谁知他们的恋情不但遭到

了父亲的坚决反对，甚至还无情地把他

们赶出了家门。那个时候，她就在心里

暗暗发誓，此生再也不回来，再也不要见

那个曾被她称为父亲的男人。

随后的多年，她跟随丈夫辗转许多

城市，以街头卖唱为生。尽管生活一直

很拮据，她却从未抱怨过，更不曾后悔

过，因为丈夫始终把她当手心里的宝，对

她呵护备至、疼爱有加，有这样一份爱情

守着，生活中所有的苦对于她来说也不

再是苦，能与相爱的人患难与共、风雨同

舟，于她而言，便是最大的幸福。

后来，眼看街头卖唱不足以维持生

计，他们又改行给人擦皮鞋。渐渐地，两

个人有了一些积蓄，也迎来了他们的爱情

结晶。按说，他们的婚姻也算美满了，她

应该倍感幸福才对。然而，每每抱着幼小

的女儿，她的心里就柔软无比，而那些小

时候被父亲驮在肩上、抱在怀里的温暖场

景也总是在不经意间窜进她的脑海。亲

情的温暖渐渐减淡了她对父亲的怨恨，随

即而生的是深深的惦念。如今父亲怎么

样了？过得好不好？……每当想起这些，

她就寝食难安。丈夫看出了她的心事，也

鼓励她回家看看，他说虽然他们现在并不

富裕，但足以给她父亲一份亲情的温暖。

回到阔别十多年的村庄，看到背已

微驼的老父亲，她失声痛哭。而父亲看

到这个“从天而降”的女儿，更是老泪纵

横，一个忘情的拥抱驱散走了彼此心中

的所有芥蒂，横在父女两人之间多年的

坚冰也在瞬间融化，只有那一种叫作血

脉亲情的东西在彼此的心中温暖流淌。

是啊，在血浓于水的亲情面前，无论

彼此之间曾经有多少隔阂，历经多少伤

害，但最终也会因为爱而选择原谅，因为

亲情不散场！

天心庙
那些红色的记忆

□肖遥

近期，考古学家马世芝在新郑考古时

发现，新郑市新村镇杨湾村有一座距今

1000多年历史的古庙遗址，这座庙叫天

心庙。据新郑市党史记载，这里也是新郑

县第一次党代会召开的地方。

据考证，天心庙最早叫洪福寺，繁衍

清朝初年，自山西洪洞县迁来。迁至杨湾

村西200米处，建立一个相当规模的洪福

寺，据当地村民传说，当时的寺院内住着

一男一女年轻美貌的外乡人，这对恩爱夫

妻长期住在寺院内，他们经常为附近村民

做好事，据说有魔力，附近村民到寺院求

福避难，这对夫妇都会帮助排忧解难。村

民说：有一次闹灾荒年，周围村庄的地里

都出现了蝗虫吃掉了庄稼，唯有杨湾村地

里没有蝗虫。后来这对年轻美貌的夫妻

不见了，当地村民为了纪念他们，把洪福

寺改为天心庙。

现在这座天心庙依然坐落在新郑双

洎河北岸，背靠陡崖，面向大河，河岸上是

高低不平的陡坡，庙内古柏繁密，异常隐

秘。殿堂破旧，人烟罕至，多少年来，里面

仅供着几尊佛像。

据新郑市党史记载，1933年秋，河南

省工委派人到新郑土桥寨这一带发展党

的地下组织，开展农民运动，点燃农民革

命斗争的火焰，发动长期受压迫和缺吃

少穿的贫苦农民站起来。第一代党员魏

子琳、李柳塘、胡兴礼、赵景川等几位党

员秘密分头来到这座旧庙，召开和成立

了第一次党员会议，并且在这座旧庙里

组建了秘密办公室，后来，党员们积极动

员群众参加读书会，并广泛吸收有觉悟

的农民入党，进而壮大党的队伍和党在

当地的影响力。同时，在这一带创办了

第一所学校——育英小学。

几个月下来，中共新郑县委在土桥寨

地区迅速发展成立了12个党支部，共54

名党员，成立了9个团支部，共33名团员。

这座旧庙，承载过光荣的历史使命，

留下过深深的革命印记。

人在他乡

乡愁

朋友圈

真情世界

你像空中飞舞着的羽毛

轻轻地舞 轻轻地落

就要落入我的掌心

我紧张地合住我的手掌

要让你落在我的掌心

你又轻轻地舞 轻轻地落

你舞动着大自然的灵魂

在我的心里飘逸着洁白无瑕的美丽

你的柔情带给我一份纯真

你的馨香带给我一份迷醉

你的轻盈带给我一份憧憬

你的灵动带给我一份茫然

多想轻轻地把你捧在手心

让你尽情地翩然起舞

留住你所有的美丽

不奢望你天长地久的飘逸

只需要你一刹那的繁华

足以让我深深铭记

我的世界闪动着温馨的光

你婀娜的身姿缓缓降落在我的心里

湿润了我的眼角

降落
□任天驰

珍闻

新时代

他是我单位的临时工，三十八九岁

的样子，身体粗壮，皮肤黝黑，那口笑起

来闪亮的白牙齿，有着明媚的光泽。

他干的是力气活儿，又脏又累，本单

位的人没有愿意干的，才找临时工来

干。没几天工夫，大家就说：找他找对

了，他真能吃苦。不久，大家就喜欢上了

他。

和他聊天，他总是快乐的，从不怨天

尤人，总有本事从不利的因素中看到希

望。我问他，你每天打工，赚不到多少

钱，能养家糊口吗？他笑着说，比在家种

地强多了，还能见世面。他有一个手机，

但很少听见他打电话，却常常用空闲的

时间，躲在一边发短消息。他说，给老家

的妻子发的，她在家种地和照顾孩子，想

家的时候，就发条短信，长途电话费挺贵

的。有时候我们就和他说，办公室的电

话可以打长途，你打吧。他总是谢绝，笑

着摆摆手：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公家的便

宜不能占。

为省钱，也是为多赚些钱，领导照顾

他，晚上他就住在单位的传达室当更

夫。单位经常加班，吃工作餐时，也给他

带一份。他记在心里，不忘回报，谁家有

个大事小情的，大到搬家，小到换液化气

罐，他知道了，总是出手相帮。

不忙的时候，他就静静地坐在我们

旁边，看我们工作。看我们熟练地摆弄

电脑，发传真，羡慕得很，但从不碰一

下。他感慨地说要让儿子好好学习，将

来也要像我们一样，有份体面的工作。

一说到儿子，他自豪极了。他儿子

今年16岁，聪明懂事，学习成绩又好。

他说他不能给儿子大富大贵的生活，但

一定要供儿子上大学，让他有个好前程，

等到自己老了，干不动了，就回老家去。

然后他又无限憧憬地说：“也许将来儿子

有出息了，会把我们接到城里享福呢！”

我常常被他的乐观感染，他总是那

么快乐，我想除了性格，心态起了决定性

的作用。

从某种程度上讲，贫穷净化了人格，

也振奋了精神，在真正的勇者眼里，艰辛

也是一种快乐。他看似一无所有，没有

世俗意义上的车和房，没有金钱和事业，

但在我眼里，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富

有者，他拥有快乐与希望，他懂得感恩并

知足常乐，那种直面人生的勤勉，是不屈

的抗争，是对贫穷的不妥协！

元旦那天，一身为厅级干部的文友给我发来了每日心语：岁末低
头思己过，年初昂头好前行。不要把低头看成吃亏，不要把让步当成
懦弱。肯低头的人终究吃不了亏，肯让步的人最后都会得幸福。低
头是谦虚，让步是智慧。在朋友面前低头，是宽容；在亲人面前低头，
是感恩；在同事面前低头，是聪明。低头，会让感情稳固；让步，会让
矛盾减少。肯低头的人，永远不会输，赚得了真情，赢得了尊重；肯让
步的人，永远不会哭，让出了小善，得到了大德！认真阅读完，我当即
给了文友一个拇指点赞。(童其君)

“低头”也是一种生存智慧

拿起漂亮的保温杯，忽然想起小时

候用碗喝水的情形：在村子里玩耍得口

渴了，就近拥进某个小伙伴家的厨房，拿

起一只碗，掀开缸盖舀起半碗凉水，咕咚

咕咚倒进肚里。一个人喝饱再把碗让给

下一个人，要是十多个人的话，小半缸水

就没了。

碗是青灰色的粗瓷饭碗。我们用饭

碗喝水，来了客人也用饭碗喝水，每个人

家里除了碗，就是葫芦瓢，根本没有专门

喝水的杯子。

饭碗也用来喝酒。把半瓶酒倒在碗

里，一桌子七八个人挨着喝。想多喝就多

喝、想少喝就少喝，谁也不计较。这样子

喝酒，也有捉弄人的时候。村里的老七爱

喝酒，坐在他下首的人就开始端着碗往下

轮，等轮到老七面前，酒已经喝干了。三

圈下来，没喝上一口酒的老七急得直跺

脚，夺过酒瓶倒上半碗一口气喝去大半才

往下轮，等再轮到他面前，酒又喝干了。

如此往复，每次老七都喝得烂醉。

奶奶对饭碗看得特别重，要是谁不小

心打碎一只碗，她得唠叨上大半天。我七

八岁的时候，父亲弟兄五个除大伯分出去

单过，一大家子18口人还挤在一个大锅里

吃饭。我们小辈儿有七八个，年龄相差不

多，一到吃饭就乱哄哄的，打碎碗似乎很

难避免。可是赶着毛驴车到村里卖碗的

人来得并不勤，甚至到了碗已经不够一人

一只轮着吃饭的份上，也不见他来。每次

买碗，奶奶都要禁不住叹气：“别说给他们

吃饭了，碗都买不起啰……”

后来，搪瓷碗成了奶奶的“大救星”。

也许是搪瓷碗太贵，奶奶只给我们几个小

辈儿一人买了一只，她再也不用担心打碎

碗了。新搪瓷碗很漂亮，我们都喜欢，可

是磕磕碰碰中，搪瓷碗上的瓷一块块掉下

来，时间一久就锈出窟窿不能盛饭。奶奶

舍不得买新的，就让补锅匠补一块铁皮。

补了铁皮的搪瓷碗很难看，我们谁也不愿

意再用，奶奶就骂我们。

我10岁的时候，一大家子分开单过，

又用上了粗瓷碗。

19岁那年，我考上了大学，报到时，

学校发了两只搪瓷碗。看着搪瓷碗，想

起当年奶奶骂我们，觉得很对不起她。

大学四年中，我和同学们的搪瓷碗几乎

都换成了不锈钢的多层餐杯，掉了瓷的

搪瓷碗丢在寝室的角落里，落满了灰

尘。毕业前最后一次回家，妈妈交代我

说：“饭碗要记得带回来。饭碗，饭碗，吃

饭的家什，咋能扔了呢！”

后来结婚有了女儿，怕她打碎碗就

去超市专门给她买碗。超市里的碗花样

可真多，瓷的、塑料的，甚至还有木头的，

挑来拣去，考虑到安全实用买了一只小

木碗。如今女儿已经18岁了，她从没用

饭碗喝过水。在她眼里，喝水用水杯，吃

饭用饭碗，一切似乎天经地义。

也许，生活好了以后，我们都讲究起

来、细致起来，若是家里来了客人再用饭

碗倒水，怕是很不礼貌。碗还是碗，变得

很精致，用处却只是用来盛饭，也没有多

少人再去过分珍惜。就算过年时打碎碗，

也只是笑着说一句“碎碎平安”就过去了。

碗若有情，它还能把你带进从前的

记忆里吗？

岁月印记

小时候，冬天取暖用的蜂窝煤都是

自家做出来的。

做煤球之前，需要先拉一些黏土回

家。记忆里，父亲总是拉着架子车到村

前的黄土崖上取土，俗称“胶泥土”。这

种土能增加蜂窝煤的黏性，是制作蜂窝

煤不可缺失的原料。

“胶泥土”拉来以后，父亲用筛子将一

大堆散煤和土全部筛上一遍。清理出里面

的煤石和杂质，过不了筛子的碎煤块，则被

父亲用铁锨拍烂，重新铲到煤堆里待用。

做蜂窝煤是个力气活儿，父亲先把

散煤、“胶泥土”、水按比例用铁锹和成煤

泥，双手掂起煤球机往煤泥堆里使劲儿

一砸，再左右旋转碾轧几下，直到下端的

铁筒被煤泥完全填满。然后，父亲把煤

球机在石板上蹭一蹭，再走到平整的空

地，双手上下合力按动手柄，一个成品煤

球就落在地上。

刚打出来的蜂窝煤还是湿漉漉的，

圆圆的腰身渗出些许水润，断面上有9个

通心孔，看起来就像蜂窝一样。连续打

上几个煤球之后，父亲会将煤球机放进

水盆里，提着上手柄反复冲洗铁筒，将残

留的煤泥清理出来，这样打出来的煤球

个高体圆，外形也非常漂亮。

虽然天气寒冷，父亲却越干越热，身

上只穿一件薄薄的线衣在挥汗如雨。随

着煤球机与煤泥的不断撞击，一个个煤

球像士兵一样在院子里整齐地站立。把

一大堆煤泥全部做成蜂窝煤，父亲往往

需要花半天时间。吃晚饭的时候，院子

里一大片乌黑圆润的蜂窝煤，足够我们

用到第二年开春。

打好的蜂窝煤需要晒上几天，等到

彻底干透以后，才可以搬到屋檐下码好，

再一层层地摞起来储存。为防止被雨淋

到，母亲会用一些石棉瓦和塑料布细心

地盖在上面。在那些缺吃少穿的日子

里，家里一冬天正是靠着这些蜂窝煤烧

水取暖，陪着我们度过漫长的寒冬。

如今，冬季的取暖条件得到很大改

善，充足的暖气让室内温暖如春，再也不

像过去那样烧蜂窝煤了。每当想起当年

父亲打煤球的场景，我的心间总会涌出

一股暖流。

农村版

中午和同事在办公室休息，她刷微博我看微信朋友圈，突然，她
惊呼了一声：“好励志！”我被吓了一跳，忙问怎么了？同事举过手机
指着上面的微博告诉我说：“一个脑瘫男孩竟然考过了托福，每天学
习12个小时。”

我也被这个消息震惊了，细细读过才知道，原来是这个男孩出生
后不久患上脑瘫，可是他不肯放弃自己，凭借异乎常人的努力坚持学
习，不仅考上了大学，还被保送读研究生，在去年的托福考试中取得
了高分。同事突然放下了手机，很决绝地说自己不能再把时间放在
刷微博上了，她要重新学习一直念念不忘的外语。我也从书桌里翻
出当初那些写作书，准备好好努力一次。

有时候成功就是一种坚持，用水滴石穿的精神一步一步朝前走，不
管路途多么遥远、有多少坎坷，总会实现理想，到达成功的彼岸。（张展）

有时成功就是肯坚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