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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力工 乡村印象

““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征文征文

红薯项链
□陈晓辉

家乡的这座桥

□程新华

□王丛林

诗三首
□赵青海

爷爷教我学“走路”
□高闰青

我的家乡在豫东平原，现属商丘机场

航空港。

家乡的桥，周围一望平畴绿，秋熟遍

地黄。

家乡的桥，连着我的少年、青年、中老

年。

家乡的桥，紧连着贫穷、奋斗和梦想。

家乡的桥，是一根针，两头连长线

长线是我时刻颤动的心弦，

为祖国的脉搏律动而歌唱……

这座桥距我小村一里远，桥跨清水

河，向西一里路是家乡小镇。小村住着父

母，小镇是我读书和青年时代工作的地

方。刚懂事的时候修建这座桥，父亲作为

修桥的工匠却甩不掉我这条小尾巴，我拉

着父亲的衣角爬上爬下，听过工匠们齐抬

石板的号子，见过他们脸上沁出的汗，看

着他们用一块块青砖砌成半月形的桥

洞。好美丽的桥洞哟，眏衬着桥洞铺底的

青石板。以后，我上学一天六趟走这桥，

趟趟都摸着桥墩过。夏季天气热，只要有

时间就和小伙伴溜进桥洞里，捉小鱼儿、

洗洗澡。

这座桥，父亲拉车给我看病经常走

过。父亲说：孩子忍着点，过了桥就快到

医院了。

这座桥，母亲推小车领着我买统销

粮。母亲说：孩儿，咱歇会儿，买粮回去煮

米粥。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这座桥仅存在七

八年就被毁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座用水泥

板搭建的简易桥，桥面低而狭窄，雨季水

大从桥面湍湍而过，整个桥身颤而摇，我

和伙伴手扶栏杆都不敢过，便右绕3里路

远走公路大桥。

这座桥过几年终于修了，桥高增加二

尺许，桥宽加一米。谁知不久桥面第二块

水泥板因载重过多而“折腰”，若非钢筋拽

得紧几乎就断掉。为此，我做教师下晚自

习回家时崴过脚；为此，周日有学生找我

补课躲货车时闪了腰，更让人记住的是我

迎亲的马车返途中陷于此，招来喜客又是

推，又是抬，一会儿尴尬，一阵子笑。

这座桥整修已是两年后，桥栏新塑

立，桥板特加厚，桥面加固一层钢筋网。小

桥变成大桥，大桥面貌焕然一新。桥上走

的不全是庄稼汉，更多的年轻人怀揣梦想，

换上旅游鞋，拖着拉杆箱从这座桥上“隆

隆”走过，去省道，转国道，奔向诗与远方！

春去春又回，为了这座桥，为了乡愁，

我常常盘桓于这座桥前。大桥那边的小

镇，曾是我读书、工作的地方，虽被岁月深

埋，虽被都市繁华掩藏，但故地梦回，忆昔

一如昨晚今朝，情景历历在目；桥这边小

村，我生于斯、长于斯、歌哭于斯，有我的

老屋，有父母的坟墓，有我的根……

桥下河叫清水河，河上游连着黄河的

沟渠，曾有一次渠口放水，赶上我正在桥东

河湾里玩水，差一点被大水头冲走 。我十

五六岁时，曾参加了清挖河道的大会战 。

家乡的河水流去我青少年的时光，家乡的

这座桥历经了60年沧桑。

这座桥，原来连接的都是弯曲、狭窄

的黄土路，现在变成了宽阔笔直的水泥

道，大道边的普通小村已是楼房林立。桥

北50米，是G343国道；道北半里之遥，是

变电厂，高塔耸立，银线如网。

家乡这座桥啊，共我阅尽故乡春色，

轻抚今世今生，怎能不喜泪长流，怎能不

为伟大的祖国激情尽抒、放声高歌……

在我的成长路上，最让我心生崇敬的

是我的爷爷，尤为难忘的是爷爷有一套关

于“路”的哲学，对我影响深刻。

出门在外要走大路

小时候爷爷经常告诉我们：“出门在

外要走大路，不要走小路。”我问过爷爷：

“为什么不让走小路？小路不是更近些

吗？”爷爷严肃地对我说：“大路宽阔平坦、

安全好走。小路虽然是捷径，但是存在许

多安全隐患，容易出事。”我记住了爷爷的

话，出门一定会选择走大路，从不走小

路。长大后，我们在外面做事，爷爷又多

次交代我们：“做人要走正道，不要走歪

道。”

爷爷虽然没有文化，但他却教会了

我做人的基本道理。“人间正道是沧桑”，

欲远行者，宜走正道。正道直行，也许会

辛劳加倍，但天地宽阔，可令人无所顾

虑，勇往直前，避免由于提心吊胆而畏畏

缩缩，停滞不前。捷径虽近，但大多荆棘

丛生，沼泽暗藏，一不小心就会陷入困

境。怀有侥幸心理的人，自以为可以从

泥沼中抽身而出，从荆棘中破路而行，但

难免会惹得一身泥巴一身刺，甚至会陷

入泥潭无法自拔，总不如大路走得自如，

走得心安。

与人为善有路走

爷爷还有一句话我记忆尤深：“一

个人只要心好，就会有路走。”以此教育

我们要与人为善。爷爷虽然没有过人

的本事，却有一副助人为乐的热心肠，

只要别人有需要，爷爷总会去帮忙，帮

人挖地基、打夯、抹墙、搬砖、撂瓦……

村子里很多家都有他洒过的汗水。爷

爷的善良不止于此——他教村里人干

农活，帮人家的小孩看病揉肚，给适婚

的年轻人牵线搭桥，把米面满捧送给讨

饭者，劝解老人的不顺意，说和别家的

小矛盾……我们给爷爷买的小零食，他

自己总是舍不得吃，统统收在小柜子

里，遇到小孩老人从门前经过，或者街

坊邻居来家唠嗑的，就拿出来分给他

们。我知道，爷爷分享的不仅仅是一点

食品，更是一份善良和仁心，一份满足

和荣耀。正因如此，他赢得了村里人的

敬重。在爷爷的晚年，每年村里都会有

不少人去看他，因为在他们最困难的时

候，爷爷都帮过他们。

有句话说得好：“善良是一个人最好

的通行证。”我一直把它作为自己人生的

座右铭，因为它常常让我想到爷爷的话。

他的话朴实却深刻：善良是做人最基本的

修养。一个善良的人，必定有好的人缘；

有了人缘，就有了资源；有了资源，就有了

机遇，人生的道路也会越走越宽。

别忘了回家的路

1985年，一首《那一年我十七岁》风

靡全国。我非常喜欢这首歌，一方面是因

为那一年我17岁；另一方面是因为其中

有一句歌词令我刻骨铭心：“别忘了回家

的路。”

那一年，爷爷看着日夜刻苦学习为考

大学而拼搏的我，笑着说：“你将来考上大

学有本事了，别忘了家里人；无论你将来

走多远，别忘了回家的路。”我脱口而出：

“怎么会呢？”爷爷若有所思地说：“有的人

长本事后，就忘了家人，甚至不想回家。”

我笑着对爷爷说：“放心吧，我不会的！我

永远都不会忘了家里人，也不会忘了回家

的路。”

从14岁第一次去外村上学到现在已

经37年了。其间，我断断续续有着长达

23年在外求学的经历，也组建了自己的

家庭，从事着自己喜欢的职业。虽然求学

的地点相隔千里，工作的地点也发生过变

化，但无论走到哪里，无论走多长时间，我

都记得回家的路。尽管30多年来回家的

路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土路变成

石子路，又变成水泥路，但我依然清楚地

记得它的样子，它一直是我心中不变的轨

道。因为在这条路上，有家人对我的殷殷

期盼，也有那永远化不开的浓浓亲情，还

有我不断成长的心路历程。

旅夜思

千顷碧波托船城，万亩莲塘映锦屏。

百业正劲战犹酣，更闻新区机声隆。

宜居宜业洛水畔，李贺故里展新风。

回首千年笑武皇，奇观处处绝胜景。

新春雪夜抒怀

经年招商满征尘，白驹过隙又逢春。

精诚至，信为本，百年青啤飘香醇。

寒馆孤旅怨遥夜，醉里乾坤忘客身。

待来年，提锐旅，快马加鞭旌旗奋。

莲岳诗风颂

莲岳洛水畔，李贺故里风。

诗书伴稼穑，闲适话农耕。

妙笔书盛世，丹青绘苍生。

文运国运牵，文脉国脉同。

寄语众乡贤，相携共筑梦。

那天我从市里回到老家，处理老院

门前一块废闲的宅地。家里的晚辈都

离开了乡下，在城里有了自己的住处，

没有谁愿意在那里造屋了。新国叔说，

村西头的战洪给儿子备婚房，自己宅地

出路狭窄，出行不便，要买你的宅地，你

说需要多少钱啊。我报了个别人已经

卖过的地价作为参考。“那好，我给他

说，你指指地边，签个协议，交款成交。”

他说，“他年前还要动工，据说过了春节

上面就不让盖了。”

新国叔说的战洪是村西头的李姓邻

居。他四十多岁，小个子，瘦长脸，大眼

睛，衣着整洁，得体，看样子家境还很不

错。上世纪70年代后期，我在家教书的

时候，他是我班上学生，矮矮的个子，精

神蛮好。他时常背一个十几块色彩不

一、大小相当的花棉布缝制的书包，长长

的包带使书包坠在屁股上，随着脚步的

移动，书包一抖一抖的，像是在跳舞。他

聪明、勤奋，学习成绩优良，语文数学在

班里名列前茅。我当时预测如果按正常

发展，他考上大学绝对没有问题。后来

我外出求学，离开了教室和讲台，不知道

他是怎么落了伍，很可惜。

听村里人说，战洪很能干也很能吃

苦，是建筑工地上出了名的力工。他跟

着建筑队干活，一人能供两个“刀手”，运

砖、搬砖、抛砖，脚手齐出动，四肢共努

力，整晌整天都不得清闲。我曾经在现

场目击过他抛砖的姿势：他双脚扎成马

步，左手拎块砖，右手拎块砖，望着上面

的“刀手”，右臂用力一甩，嗖——抛出一

块，左臂再用力一甩，嗖——又抛出一

块。待到活儿紧张的时候，他需要运足

全身的力气，双臂舞动，左右开弓，像杂

技演员抛塑球那样，一个紧跟一个往上

抛。上面的人说：瞎子喝踏腿，瓦紧板了

（注：指唱小戏拉弦的盲人）！他累得大

汗淋漓，口中喘着粗气。只一根烟工夫，

他的小坎肩儿、裤头都湿透了，脸上的汗

水像小溪一样，顺着腮帮、鼻洼向下流。

战洪一天能运3000块砖，一块砖的工钱

是一毛五，3000块就是四百五十元。战

洪干一天活下来，浑身累得酸疼，夜里睡

不着觉，就到村卫生室里买膏药，肩膀、腰

椎、膝盖到处贴的都是，以缓解劳动给他

带来的伤痛和不适。战洪的付出的确给

他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他买了小轿车，还

攒下了盖别墅的钱，成了村里屈指可数的

富户。然而和他同样当力工、掂瓦刀的堂

兄就没有他幸运了。战洪的堂哥去年夏

天上架垒墙，一不小心，从二楼棚架头朝

下栽下来，摔伤了头部，送到郑州的大医

院也没有抢救过来，时年四十九岁。

有人说，战洪之所以拼命干活挣钱，

主要是为了儿子。他的儿子个子不高，

长相平平，在当今崇尚高个子的时代，矮

个子找媳妇的确不占优势，特别是想找

一个身高脸俊的更难，就得比别人多出

数倍的彩礼，就得有小轿车、小洋楼。

我返回城里的时候，战洪已经把第

一车砖头拉到了工地，估计很快就要挖

地基垒墙砖了。我默默地祝福他盖一

栋好房子，娶一个好媳妇，日子过得更

好一些。
不打自招

刚把衣服扔进洗衣机，女儿就跑来问

我：“妈，我的校服呢？”

“哦，正洗着呢！你是不是又有东西

没拿出来？”

“没，没有，你洗吧！”女儿一边说一边

跑回房间。

我觉得很是奇怪，她急匆匆来问我，

又兴冲冲回房间，到底什么情况呀？好奇

心促使我一探究竟。

刚走到房间门口，一串笑声从门缝

里蹿了出来，听见女儿跟她弟弟说：“欧

耶！我那55分的试卷爸妈永远都不会知

道了。”

小猫咪打电话
这天，辅导儿子做作业，其中一题是

看图写话，图中画的是一只小猫在打电

话。

我问儿子：“你说，这上面画的是什

么？”

儿子：“小猫咪在打电话。”

“没错。那你想象一下，小猫咪在给

谁打电话呢？”我试着挖掘儿子的想象力。

可儿子磨磨蹭蹭不吭声。我又问了

他一遍。

儿子一脸委屈地说：“妈妈，小猫咪不

会给谁打电话的，因为，我从来没见过会

打电话的小猫咪。”

不识宋江
女儿拿着课外书问她爸爸：“宋江是

四大名著中哪本书里的人物？”

爸爸说：“是《水浒传》里的人物啊，你

不知道吗？”

女儿喃喃自语：“我怎么知道，我又不

认识宋江。”（兰崇美）

谷雨看牡丹，立夏赏芍药。而灵宝

朱阳镇南弘农涧河源头河谷的三十里芍

药花，要比别的地方迟开一个多月。

山前金色的小麦将要收割，山后的

小麦刚刚披上一层橘黄色，风吹麦浪，山

谷清新的风糅合着麦穗的清香，在蔚蓝

的天空下低翔，顺着布谷鸟鸣叫的方向

眺望，那枝头紫红的桑葚累累地挂满了

枝头，格外招惹游人的眼睛。此刻，弘农

涧河源头的王家村、犁牛河、两岔河和鱼

仙河一带的芍药花，竞相绽放了。

这正是观赏芍药花的大好时机。我

们驱车从镇区出发，沿南弘农涧河谷蜿

蜒而行。行至王家村的宁家湾，山路忽

然一转，只看见青山相拥的一地绚丽的

芍药花悄然映入了眼帘。终于望见了期

盼已久的芍药花啦！极目远眺，在蓝天

白云下，在宁静雄奇的幽谷之间，大红

的，粉红色的，朱红的，单层花瓣的，多层

花瓣的，姹紫嫣红，争奇斗艳。那娇艳壮

观的花海，远望如飘荡的红霞，近看如一

大片红纱轻落在苍山翠谷之上。那一丛

丛翠茎红蕊，那一朵朵硕大艳丽的花朵，

有的如少女羞涩妩媚的脸，有的如新娘

绯红灿烂的笑容。成群的蝴蝶在红艳艳

的花朵上尽情地唱歌跳舞。这时，山风

徐来，丛丛芍药花，随风舞蹈，红波起伏，

暗香涌动，撼人心魄。那令人心动的红

色，就连眼前的青山绿水，连同络绎不绝

的游人，也染成粉红色的了。

我们徜徉于朵朵鲜花丛中，与花朵

相吻，摆弄各种造型，连续不断地发在朋

友圈里，秀照片，传视频，好让山南海北

的朋友们，一同分享我们心中的愉快。

与我同行的一位漂亮的女文友，身着一

袭民族风旗袍，撑着一把紫色遮阳伞，在

飘香的芍药花丛中定格，展现出万种风

情。还有一位女诗人，索性躺在芍药花

中，面带微红，秋波轻闭，贪婪地吮吸花

朵的芬芳，宛若红楼梦里的“史湘云醉卧

芍药茵”醉人的良宵美景。

山路向山谷深处延伸。我们在鱼仙

河古洞前，领略了翠竹掩映芍药的绝妙

胜景；在犁牛河犁牛石周围，观赏了白皮

松林环绕芍药的别样风味；在两岔河弘

农涧河源头，体验了溪流滋润的芍药花，

令人爽心悦目，绽放出独特的魅力。

面对着美丽的芍药花，我想起了文

学家韩愈笔下的“浩态狂香昔未逢，红灯

烁烁绿盘龙。”对芍药花的热情赞颂的诗

句；我也想起宋代诗人姜夔在《扬州慢·

淮左名都》词中所云：“念桥边红药，年年

知为谁生”，诗人借芍药花之名，抒发家

国情怀。我还想起，芍药又称“将离草”

“爱情花”。古代男女交往时，常以芍药

相赠，表达结情之约、情有所钟，或那些

依依惜别、难分难舍之情。诗经曾云：

“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另

外，芍药花寓意厚重，象征着美女的富贵

和美丽，曾留下“立如芍药，坐如牡丹”的

千古佳句。

小时候，外公曾对我讲，芍药是中国

名花之一，与牡丹并称“花中二绝”。牡丹

称为“花王”，芍药成为“花相”。作为观赏

性植物栽培，最早见于晋代，盛行于唐

宋。原产地江南扬州，后跨长江，越秦岭，

一路向北，在古城长安，在中原大地，在家

乡弘农涧河河谷，渐渐定居下来。家乡的

芍药花生长于大自然幽谷深涧的河谷中，

海拔高，昼夜温差大，早饮溪水朝露，夜晚

呼吸松竹明月之清风，加上山间松软湿润

黑土地的滋养，在勤劳朴实的乡亲们精心

呵护下，家乡的三十里芍药花，花朵大，色

泽艳丽，花期长，成为令人艳羡的一张乡

村旅游名片。

我们一行在鱼仙古村的农家饭馆里

休憩，品尝了清香的蜂蜜芍药花茶，美美

地享用了香椿炒松子蛋、山韭菜菜卷、玉

米糁子粥等农家饭，心里觉得惬意舒畅，

就像仙境里的仙人似的，有些飘飘然。

这时，夕阳渐渐坠下山梁，我们沉浸

在三十里芍药花谷，流连忘返。

朋友新买了一条项链，喜滋滋地戴

上让我们欣赏：“漂不漂亮？”闪烁的金属

色泽，戴在她修长的脖子上，确实很美。

但不知为什么，我却忽然又想起，曾经带

给我莫大快乐的一串串红薯项链。

红薯项链并不是用我们常吃的红薯

做的，那一块块或大或小的疙瘩并不适

合佩戴。它是用红薯的叶子，中间撕开，

长长的叶柄一段段折断，只留下叶柄的

外皮相连，就是一串项链了。

因为是植物做的，红薯项链湿润微凉，

带着植物特有的气息，感觉亲近而舒服。

夏季天气炎热，却是红薯生长的旺

季，红薯叶子在烈日下疯长。我们一群

孩子在一个个长长的下午满地乱跑，偌

大的红薯地，就是我们的游乐园。孩子

们常玩的过家家，女孩子们折出一串串

绿色的项链挂在“新娘”的脖子、额头、手

腕上，那个带笑的女孩子头上身上挂满

了装饰，像一个骄傲含羞的植物精灵。

红薯叶子是一种很好的食材，营养

丰富，很多人都知道。但红薯也会开花，

很多人就不知道了。红薯的花像一个个

小喇叭，粉白色，害羞地躲在叶子之间，

像一首婉约的小词。只是不多，平常轻

易难以遇见。也是，美好的东西，像月夜

的白云、雨后的虹霓，都是难以一见的东

西，我觉得，红薯花的存在，就是专门为

了让人惊喜的。

发现红薯花，我们就可以做一条豪

华版的项链了。把花儿插在叶子之间，

一条普通的项链马上熠熠生辉，变成比

珠宝更美丽珍贵的东西了。

有一次，我运气特别好，居然发现了

三朵红薯花，我把它们插在红薯项链上，

做成一个小小的花环戴在头上，小伙伴

们羡慕不已，让我一时也自觉华美尊贵

起来。

大人们自然不屑于玩这种小孩子的

把戏，有一次，趁母亲坐着纳鞋底不注

意，我把红薯项链戴在她的脖子上，她瞪

了我一眼，把项链摘下来，说：“这么大的

人了，戴着像什么话！”

我不知道大人为什么不能戴这美丽

的项链，在我看来，妈妈那么辛苦，更需

要戴上项链让她轻松愉快一下。

大人的世界，是我和一串绿色的红

薯项链无法进入的。

现在的孩子有各种玩具，各类塑料

的项链手镯花样繁多。但我总会想起深

绿的红薯地，炎热的天气，那一串串柔软

湿凉的红薯项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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