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场大雪悄然无声地来临。晨起，

整座小城已是银装素裹。也许是周末的

原因，路上匆忙赶路的行人少了许多，街

道的一座小公园里倒是聚集了不少人，

他们纷纷举起手里的手机和相机，记录

下这洁白美好的景色。

一些爱美的姑娘早已在挑选好的景

色前站定，一边摆造型，一边忙着指挥男

友替自己拍照。于是，“咔嚓”声便不断

响起，中间还夹杂着各种“往左一点儿”

“头再歪一点儿”之类的“指令”。

在大部分都是年轻人的人群中，有

一对花白头发的老人特别显眼。两位老

人小心翼翼地互相搀扶着来到公园。看

得出来，他们是专门为了拍照而来。老

奶奶的脖子上系着一条丝巾，是那种很

鲜艳的大红色，衬得她的脸色格外红

润。老爷爷手里还有几条其他花色的丝

巾，肯定都是用来给老奶奶“凹造型”的。

在大庭广众之下摆出姿态各异的造

型，对年轻人来说大概习以为常了，可对

老奶奶来说，就有点难度了。十几分钟

过去了，老奶奶似乎还是放不开，动作扭

扭捏捏，表情也很不自然。拍了几次，两

个人都不太满意。

“我说不来吧，你非让来，咱这么大

岁数了跟年轻人凑什么热闹呀！”很显

然，老奶奶有些不耐烦了，她坐在小亭里

轻声唠叨起来。老爷爷也不恼，只是赔

着笑脸说：“就因为咱年纪大了，才应该

多出来走走，到时候走不动了，想拍也没

人给你拍了。”

即使老奶奶有再大的脾气，面对这

样的笑脸也发不出火来。何况老奶奶并

不是真的生气，也许她只是想用抱怨的

方式来化解自己内心的局促和不安。果

然，老奶奶又站起身来，走到一株腊梅树

前，示意老爷爷给她拍照。景色是没问

题，可老奶奶的表情还是很严肃。

老爷爷举起相机，笑着说：“3、2、

1……”接下来，我以为他要说“茄子”或

者“笑一笑”了，没想到老爷爷却看着老

奶奶，突然说了一句“我爱你”。那一刻，

老奶奶笑了，那笑容里有难为情、有不好

意思，但更多的是甜蜜和娇羞。

我不知道老奶奶平时是怎样笑的，

但此刻她的笑容深深地打动了我，那是

我见过的最美的笑容。而老爷爷认真地

帮老奶奶定格下她的笑容的样子，让我

看到了最美的爱情。

作者档案：张君燕，博爱县月山镇乔

村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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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印象故乡的春“茶”

真情世界

杂谈随感

小小说

朋友圈

懂得感恩的人最快乐□王长顺

父母的“薄情”
□刘亚华

最美的爱情
□张君燕

春耕

□熊立功

诗歌
嫘祖故里创辉煌
□聂晓光

岁月印记

传
承

李
昊
天
摄

那日从老家返城，父亲在客厅里看电

视，母亲和一群亲戚打牌，我收拾好东西准

备上车，抬起头看见母亲依然坐在那里，兴

致勃勃地和牌友说着话，打着牌，父亲在客

厅，连身都没起，只远远地抛出一句：“开车

慢点。”我不由得嗔怪妹妹：“你看看，我走

他们都不起身送我一下。”妹妹笑了笑，回

我：“是呢，我觉得爸妈越来越薄情了。”

想想上大学那会儿，每次离家，母亲都

是送了又送。村子到镇上有十多里路，明

明我可以一个人走，她还是帮我拎着行李，

跟我一块儿挤车。一直到长途汽车发动，

她这才不舍地下车。我参加工作后，每次

返家，她也必定送我到村口，对我嘱咐了又

嘱咐，目光里尽是温柔的疼爱。再后来，她

也是看着我关上车门，然后目送我离开。

只是，这些年，父母似乎都“薄情”起

来。前几次回家，他们虽然没有放下手里

的活儿，但会认真地叮嘱几句，这几次，却

似乎更加“薄情”，父母依旧忙着自己的事

不说，连叮嘱、目送都省了，貌似我们的离

开和他们没啥关系似的。我和妹妹对父母

越来越不能理解。

昨天回家，我收拾完东西，父母依旧坐

在客厅里看电视，他们边看电视边吃着水

果，很享受的样子。关上车门，准备出发，

我突然想起手机充电器忘了带，便折身回

去拿。刚走到大门口，就听见父亲和母亲

在聊天：“你干吗不去送送她？”“不敢送，最

怕送她们了，心里难过，又不能让她们看

见，她这次走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

来。”“也是，这样不让她们看见我们难过，

她们才能安心上班。”

我听见了父母的对话，知道了他们其

实不送我背后的真正原因，才理解了他们

的“薄情”，其实是一种无奈。因为年纪越

大，越不喜欢离别的场景，因为年纪越大，

越不想给子女增加思想负担。

站在门口，我哽咽着叫了一声“爸、

妈”，他们很意外，都转过头来，定定地望着

我。我强忍住内心的激动，钻进房内，将充

电器装进包里。母亲这才说：“好好工作，

不用担心我们，我们会好好的。”

我“嗯”了一声，快步出来，钻进车内，

一瞬间，眼泪轰然而下。

每年的正月十五，是闹花灯的日子，也

是母亲做面灯的日子。这天，母亲一大早就

开始忙碌起来，忙着给我们做面灯。我们兄

弟姐妹5人，大姐属猪，大哥属小龙，二姐属

猴，二哥也属小龙，我属鸡，母亲给我们每人

做一盏属相灯和一盏幸福灯。面灯用的是

玉米面或红薯面掺和小麦面做的。看着母

亲捏成的栩栩如生的属相灯，有时我也闹着

要和母亲一起捏面灯，母亲就让我洗干净

手，和她一起做。母亲让我捏个鸡属相灯，

我捏的那个叫四不像呀，母亲看到我捏的面

灯，笑着说我手笨，重新给我捏了个鸡属相

灯，我摸着母亲捏的大公鸡面灯，心里乐开

了花。看着满面板上的龙灯、猪灯、鸡灯煞

是好看，我由衷赞叹母亲的手艺高超。面灯

捏好了，父亲开始拉风箱烧火蒸灯。有时父

亲也会用高粱秆给我们做个纸灯笼，但是我

只喜欢面灯，因为面灯好看，还可以吃，而纸

灯笼容易着火。面灯蒸熟了，我看着母亲从

锅里拿出来的面灯，热气腾腾的，高兴得就

要跳起来，总是嚷着想要吃一个。母亲告诉

我，面灯要等点过之后才能吃。傍晚时分，

母亲挨个在面灯里装上一根用棉絮做的灯

芯，浇上香油，挨个点着，昏暗的屋内霎时明

亮起来。小村里各家的孩子有的端着面灯，

有的挑着纸灯笼陆陆续续在村里成群结队

地开始串门，很是热闹。不经意间，有年长

我几岁的小伙伴，看着我端的鸡面灯，惊讶

地对我说，我的面灯底下有虫子，赶快弄走

它，我倾斜着面灯，看了看，随后听到周围小

伙伴的嬉笑声，原来，面灯里的油洒在了我

的棉袄上。我顺势用嘴吸着面灯上洒的香

油，再吃一口面灯，真香啊！忽然，又有小伙

伴的纸灯笼着了火……之后我们常用这个

办法拿比我们小几岁的小伙伴开玩笑。夜

深了，面灯里的油快要熬尽了，小伙伴们各

自回家了。回到家里，母亲看到我面灯里快

没油了，面灯又被我吃了一口，慈祥地看着

我，似乎明白了什么。母亲笑着说，七儿，我

再给你的面灯加点香油，让它亮到天明。在

明亮的面灯光下，我和母亲叙说着端面灯洒

油的事然后进入了梦乡。

后来，我们长大了，成了家，母亲也老了，

但每逢正月十五，母亲依旧给我们做面灯。

如今，母亲离开我们已经15个年头了，但每

逢正月十五，看着沿街两侧商贩们叫卖的各

种各样花灯，我倍加思念母亲做的面灯。

面灯
□黄思超

生活中，我们常常听到有人抱怨自己的工作太简单，太平凡，

太没有前途，终日愤愤不平，得过且过。殊不知，“一屋不扫，何以

扫天下”，一个人连最简单的事情都干不好，又如何能做出惊天动

地的大事呢？

如果把工作当成一种谋生的手段，甚至看不起自己的工作，

就会感到艰辛、枯燥、乏味。久而久之，就会失去工作的激情和开

拓进取的创意，就会变得越来越没有理想、变得牢骚满腹、变得痛

苦疲惫，最后平平庸庸、一无所获。

如果把工作当成自己的事业，一个人就会因此而迸发出无尽

的热情与活力，自己的潜能也会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在自己不

懈的努力下，业绩不断攀升，每一次小小的进步，都会收获不小的

成就感。继而信心越来越足，不断超越自我，追求完美，又会取得

更大的突破，自己的职业幸福感也随之提升。这时，工作对自己

来说不是一种苦闷，而是一种快乐。（刘燕）

有一颗感恩的心，它不仅可以温暖自己，更可以温暖他人。

老话常说“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懂得感恩的人，能敏锐地捕

捉到那些感动自己的小片段、小情节和小温暖，然后在心上开出

一朵美丽的花，那朵花可以照亮日子的纷纷扰扰，可以磨平生活

的沟沟坎坎。不懂感恩的人却正好相反，即使生活善待她100

次，她也感受不到，只会在意唯一那次不顺心、不顺遂，她放大了

生活的恶，漠视了人生的暖，长此以往，只能戾气越来越重、牢骚

越来越多。（焦志昌）

把工作当成自己的事业

鼓槌落下

春雷一声响

唤醒炊烟

唤醒麦子

唤醒即将降临的

一场春雨

唢呐嘹亮

惊飞村口老槐树上

那只喜鹊

嫩芽一样的民谚

拱出土地

笑声染绿

南山北岭

酒香儿

绕着村落打滚

红袄绿裤的正月

把来年的憧憬

扭得起劲

看我

红光满面的故乡啊

被香火

淘洗得越发

鲜亮

远赴他乡打工忙，

妻离子散孤夜长。

若非家乡无工打，

谁愿背井离家乡？

老人儿女都留守，

四季难得见爹娘。

那年珠海遇同学，

两言三语泪成行。

前年返乡过春节，

儿女不认她模样。

七天未说几句话，

临走全家哭断肠。

夫妻几年见一次，

孤雁单飞两彷徨。

今年俩人去离婚，

只因相见无话讲……

看看他们想想咱，

这官我该怎么当？

如今已经新世纪，

织女还难见牛郎？

全家难得团圆日，

如何构建国富强？

河南干群齐努力，

人民福祉不能忘。

发展才是硬道理，

牢牢把握大方向。

您到西平看一看，

招工培训正酣畅。

张灯迎接新员工，

不离本土创辉煌。

嫘祖服装新城美，

园区都是大工厂。

优先安排贫苦户，

智能装备到村庄。

书记县长亲上阵，

全力发展大服装。

要让百姓有活干，

月月都能发薪饷。

夫妻团圆家和睦，

早日致富奔小康！

经济社会快发展，

感谢国家感谢党！

社火

幺叔把一些用稻草包的黄豆喂给牛

吃的时候，还拍拍牛的屁股说：“老伙计，

开春了，吃点硬脚骨的东西吧，再好好歇

几天，好忙农活儿。”

“幺叔新年好，你起得好早啊！”

刚刚出牛棚进屋的幺叔，就看到了

进门的明秃，“是啊，好久不见，你这么早

上门，有事吧？”

“来给您拜个年，问声好……”

“呵呵，那得谢谢侄子了。这年过

完，你又要出去打工了吧？”

“嗯，把田地春耕出来后再走，您家

的田耕出来了吗？”

“啊，嗯……”幺叔答话的时候，脑

子里就冒出明秃前两年借他的耕牛耕

田的巴结相。他们两家是两个村的，住

的位置相隔很远，但田地挨在一起，上

下坎。今日来，说是给我拜年，准是冲

牛来的……过去借牛给你明秃用，那是

看在你牛摔死了，一时间又买不起。如

今，听说你明秃打工挣了不少钱，还不买

牛，光想穿别人衣服打滚呀，没门……

“我家牛呀，这几天不舒服……再说，土

地还刚刚解冻呢，过几天也不迟。”

“哦，是这样啊，正好，我买了一台

‘铁牛’，明日来帮您把田耕出来吧……”

明秃一脸的真诚。

一时间，幺叔感觉脸在发烧……

春节过后连续下了两场雪，气温比

往年明显偏低，在城区的街道上行走，还

能感觉到冬的寒意，然而当闻到街摊上

飘来的油茶芳香，忽然间便忆起故乡的

春“茶”来，心里顿时泛起温暖的涟漪。

故乡在辉县市山区，在童年的记忆

里，每每大年正月初五过后，家家户户的

主妇们便又为“茶”事忙碌起来，因为按照

家乡的说法，“十三不炒茶，饿得孩子就地

爬。”由此可见，春“茶”在家乡人心目中的

地位，该是怎样的特别怎样的重要。

外地人可能不知道，很可能把我说

的“茶”，与具有饮料功能的茶，简单地画

等号。其实，此茶非彼茶也，两者的差别

实在有千里之遥。一般意义上的茶，指

的是茶树上的叶子，经加热烘制后形成

的干叶。而故乡的春“茶”，则是一种

面。其基本的做法是，先在大锅里放入

面粉，用微火搅拌翻炒，待面粉翻炒得白

中泛黄时取出待用。然后另起锅灶放芝

麻、黄豆等翻炒，炒香后倒入炒好的面中

搅拌均匀。

在我的家乡，春“茶”主要有两种吃

法。一是将“茶”调成糊状下到锅里，然

后放些青菜下点面条，做成糊汤面。二

是将“茶”调成糊状下到锅里后，放青菜

下饺子。家乡人有句口头禅，叫做：“打

茶下面条，找个好老婆；打茶下扁食，找

个好女婿。”

不必说春“茶”本身质地细腻口感甚

好，也不必说它味道甜润中还带有浓郁

的炒熟芝麻黄豆的醇香，单是冲着那美

好的愿景，年轻的小伙和妙龄的少女，没

有不喜欢的。

小时候吃茶饭是我的最爱。在那个

食品匮乏买什么都要凭票的年代，给我

最大的感受就是饿，而零食又特别少，好

在母亲充分体谅我们兄妹嗷嗷待哺的那

种饿狼般的心境，每年春天总是比别人

家多做一些茶面，放在墙边的面缸里。

每每我和哥哥、弟弟、妹妹从街上玩耍回

来向她喊饿的时候，母亲就会为我们及

时冲泡一碗茶面。有春“茶”吃的日子，

我们的生活充实而又幸福。

一晃多年过去了，人们的生活早已

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农村春节后炒

茶面的人家少之又少，茶面似乎渐渐地

淡出了生活，但它那浓浓的香味和滑润

的感觉，犹如故乡的明月令人难忘，并丝

丝缕缕地令我挂念至今。

作者档案：王长顺，就职于新乡市农

业农村局。

忆事妈妈的表
□李绍光

“喔—喔—喔—”鸡窝里公鸡冗长而

清脆的叫声，刺破漫漫黑夜黎明前的天

空，传得很远，在山村回响。鸡刚叫过第

四遍，妈妈便大声喊我起床上学。这是

1979年，我小学四年级时的状况。由于

劳累，妈妈有时难免听错鸡叫遍数，多少

会耽误点上学时间，这时妈妈会埋怨说，

要是有个表就好了。

1980年，我去离家较远的中心学校

上学，每天早晨很早就要起床，为了不耽

误时间，妈妈多次催促父亲买一只表。

终于在这年年底，家里购置了一个“闹

钟”，这是妈妈用的第一块表。那天，全

家人沸腾了。只见那表有烧饼那么大，

圆圆的表盘右下方有一只小公鸡，鸡嘴

不停地啄食。表盘面上嵌着黑色长短

针，分别代表小时和分钟，最细长、大红

色、转得快的是秒针。嘀嗒、嘀嗒，秒针

移动一下，小鸡低头啄一次食。圆盘正

上方装有两个半圆形钢铃，铃中间有一

个丁字形的细铁槌。如果预定下时间，

到时钟槌会左右敲击两个半圆铃持续发

出“叮叮叮”的响声，那长长的铃声会把

人迅速催醒。这种表，名叫闹钟，大概是

不停热闹的意思吧。自从有了闹钟，妈

妈再也不用操心催促我起床，省了很多

心，也方便了全家。说来也巧，家里平平

静静的生活从此也开始热闹起来，粮食

连年丰收，山货销售红火，不到两年家里

就盖起了5间新瓦房。

到了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的劲

风猛烈地涤荡着我们这个偏远的山村，

集体企业开始上马，个体经营不断增加，

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农民年收入增长五

成，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家乡面貌日新月

异。1992年秋，妈妈特地从商店买了一

个挂钟，装在新房堂屋的左上侧。这种

表最大的特点是钟声特别大，预报时间

的时候，正屋、侧房甚至院子外面较远处

都能听得到。有了这个挂钟，不管在屋

里做家务，还是在院门前干农活儿，妈妈

都能把握住时间，干活儿和做饭两不误，

妈妈高兴地说，有了它怪出活儿哩！

我们家人口多，2000年初，五个姊

妹才全部成家立业，各自干工作赚钱，这

以后家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年农历

八月十五，全家团圆节日里，父亲给妈妈

买了一个大电子表，也叫万年历。那块

表近两米长、一米宽，图案为万里长城。

上边显示年月日、星期、室内温度，粉色

方块内显示着时间分秒变化，耀眼的提

示器不断闪烁着红灯。这表既功能齐

全，又是装饰品。妈妈每天看着它，送孙

子们上学。光阴荏苒，妈妈也渐渐老了，

步履蹒跚，头发慢慢花白稀疏，直挺的腰

板深深地弯了下来。三年前，我儿子为

了孝敬他奶奶，让奶奶开心，从奖学金里

拿出3000元给她买了一块手表。那天

我妈妈特别高兴，晚上一夜都没有睡

觉。疾病缠身，又闲不住，经常外出帮人

干活儿的妈妈需要一块手表，掌握准确

时间。自从戴上手表，妈妈把家务活儿

和帮人干活儿安排得井井有条，时间也

宽裕了。妈妈为有手表而自豪，“我也戴

好手表了，你瞧瞧。”她经常给周围的人

说，还劝老太太们也戴手表，让自己少点

惦记，会有更多自由空间。手表使饱经

磨难的妈妈慢慢学会了享受生活。从

此，家里的工艺品、花卉多了起来，小院

打扮得整洁漂亮，家人的生活越来越红

火。

从闹钟、挂钟、电子表再到手表，一

块表就是故事一串，一种表代表着一个

时代。妈妈所用表的不断变化，折射出

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反映了我们全家

生活状况的演变。40年弹指一挥间，妈

妈的表记下了一曲幸福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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