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木苍苍生湘江，腥风血雨苦中长。

英俊有志赤乡炼，伟岸无私赴疆场。

捐躯尽忠真豪杰，献身卫国好儿郎。

英雄逝去真魂在，浩然正气万古扬。

纪念毛岸英
石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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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美朝阳初冬时，一夜北风吹干枝。

百颗银杏万种态，浓妆淡抹总相思。

满街尽带黄金甲，魅力古城添新诗。

寒风萧瑟万物藏，此景胜酒醉三日。

朝阳大街观黄叶
郭建勇

初冬新雨罩朦胧，

陈绿参差叠初红。

绕树三两终褪去，

片片落叶片片情。

雨打落叶
-- 之念旧情

张华

  趁着周末闲暇，没有了平日里

的紧张繁忙,我便寻一处清静、闲适

的去处，娱乐、健身、放飞心

情———永固青石岗绿色庄园，出发！

走出内丘县城，沿柏油马路，到青

石岗，南行，走过一片柏子累累、

散发着淡淡香味的柏树林，下到沟

底，就到了游乐场。

  游乐场上三个小男孩，把一个

两三岁的小弟弟扶进一个带兜兜的
专为小孩子设计的秋千里，然后争

着去推，秋千荡得好高，小孩子兴

奋地大喊“哥哥，哥哥，看我！”西

边的长绳子秋千，大人玩的，荡起

来更高。旁边一个铁架子，上边垂

下来四个绳子，分别拴着四块小木

板，上面坐着一个妈妈和仨孩子，

悠荡转圈。一会儿，下来了，小孩

子还要转，妈妈又把他抱上去，推

了一把，助力。南边一个小女孩，

在绳索编织的方格格上攀援，越爬

越高，奶奶爷爷笑眯眯地看着。这

里游玩器材很多，有惊险刺激的，

有平稳健身的，真好玩。

  游乐场东南方是芦苇地，芦苇

已经收割，留下又尖又硬的根，柔

软的芦苇芽就躲在下面，等到来年

春风一吹，马上削尖了脑袋从地里
钻出来，蓬蓬勃勃地生长开去。芦

苇地中间有一座木质吊桥，走上去

颤颤巍巍的，到芦苇地中间，吊桥

又折而向东，连接到红色亭子上。

再往东是水库，到了雨季，这里清

清的水里倒映着蓝天、白云。记得

小时候，在这里游泳的孩子们像泥

鳅一样游来钻去。大姑娘、小媳妇

们则在堤岸上洗衣服，拿着棒槌一下

一下梆梆地锤。晒得热乎乎的水，去

污力强，拆洗的被褥被洗得特别鲜
亮。现在有了洗衣机，水库边洗衣服

的大姑娘小媳妇们早已走远，梆梆的

捣衣声也成了记忆中最动听的歌谣。

  游乐场南边一沟的钻天杨，枝

丫伸向天空，还坐了几个鸟窝，喜

鹊在光秃秃的枝头上，吱喳欢唱。

杨树南边陡峭的沟壁上，抗日战争

时期修的地道已被挖开，那段中国

人不屈的战斗史不容忘记。

  游乐场西边，正在建一个弓形

的养殖大棚，里面将会生活着诸如

兔子等可爱的小动物,这些蹦蹦跳跳
的小生命是孩子们的最爱；还有一

个种植草莓的大棚，明年就可以采

摘到酸甜甜红艳艳的草莓了。

  上了一个漫坡，眼前突然一

亮，黄菊花开得正艳。入冬十月了，

还能有这样一地的鲜花，我激动不
已。黄菊花有铜钱大小，毛茸茸的，

花瓣像刚破壳的小鹅般的黄、柔软、

细密，一朵一朵的，一簇一簇的，

一丛丛连成了一片地，散发着浓郁

的花香。我看看这朵，很美，看看

那朵，还是很美，忍不住蹲下去，

拦过来一枝黄菊花，把鼻子凑过去，

贪婪的嗅花香。老公喊了我一声，

我回头一看，被他抓拍了个正着，

取笑我孩子般的表情和动作。这是

庄园主人种植的杭菊，不光可以观

赏，把这些小黄花采摘下来，烘焙

干，做香料、菊花茶。

  沿公路继续西行，走一段乱草

掩映着的石头小径，曲经通幽，就

到了水库。水面平静地像一面镜子，

岸边的垂柳，对着它梳理着长长的
秀发。鱼儿偶尔出来吐个泡泡，又

钻进了水里。太阳出来，淡淡的，

却在水里留下亮亮的影。水库南岸，

一片小叶杨树，赤金般的黄叶落了

厚厚一层，地毯似的，美极了。我

跪在这松软的落叶上拍照，被一个

过路的人说：“真下本啊！”我也笑

了：“是啊，你看我拍个照片，多

不容易！”水库北岸有一个圆顶草棚

子，里面有灶台，旁边还放着一口

铁锅，令人遐想连连。

  游乐场和水库的一动一静，解

压身心，周末，不错的选择。

周末还可以这样过
张坤棉

写下这个题目，我自己也觉得

好笑，怀疑自己是否香臭不分了。

可现实的生活里，却是实实在在存

在的。前几天下班，我遇到一个卖
臭豆腐的，顶着难闻的臭味，我还

是少买了些回家。到家后，妻子一

闻，马上要给我扔倒垃圾筐里不可。

我说，先别扔，先别扔，大家尝尝
后再扔也不迟。说来也怪，几块臭

豆腐，成了我们那顿下饭的美肴，

我也相信了人们常说的“臭豆腐闻

起来臭，吃起来香”的那句俗语。

与臭豆腐有一样命运的，还有

一味中药叫鸡屎藤。它属于茜草科

多年生草质藤本植物，多生于溪边、

路边、河边及灌木林中。真正认识

它，是几年前在广西阳朔的漓江。

那日，在漓江边，当地友人指

着攀援于岩石上的小喇叭花，问我

知不知道这是什么植物？只见那花

花心呈紫红色，边缘是白色，整个

花朵玲珑而清雅。

我一脸茫然，忙摇摇头，说："

不知道。"
友人告诉我说：它叫鸡屎藤，

喜欢在温暖湿润的环境里生长。

我有点纳闷，这么美丽的花朵，

为什么有这样一个不雅的名字？

友人解释道：鸡屎藤的花朵，

确实很美，但它的叶子揉碎后，却

有一种鸡屎的味道，闻起来很臭，

所以叫鸡屎藤。

我顺手摘下一片叶子，揉碎，

果然有一股臭味散发出来，就匆忙

丢掉那片揉碎的叶子。

另一位友人见状，说我：亏你

还是中医人呢，仅仅靠叶子的臭味，

就嫌弃鸡屎藤，其实啊，你刚扔掉

的叶片，的确有一股鸡屎味，但久

闻，它还会有一股清香。

友人这么一讲，我便有了几分

惭愧，遂俯身捡起刚刚扔掉的碎叶
片，努力从臭味中，嗅出一丝清香

来，也好透过现象看本质，进一步

的了解鸡屎藤的价值。

鸡屎藤，除了观赏价值外，全

草可以入药，有祛风活血、止痛解

毒的功效，鸡屎藤的叶，可治外伤

性疼痛、肝胆及胃肠绞痛、消化不

良、农药中毒等等。更令人难以置
信的是，它具有食用价值，鸡屎藤

虽然臭，却能制作出美食。在我国

广东、广西和海南一带，都有食用

鸡屎藤的传统。据说，制作好的鸡
屎藤粑仔，是妇女产后、术后患者

和体质虚弱的上等补品，它经过加

工制作后，不仅臭味全无，而且清

香可口，回味无穷。

我不禁对鸡屎藤刮目相看。它

背负着一个臭名，却给人们奉献着

芳香，这对它是多么的不公平！鸡

屎藤不仅医治人们的疾病，而且揭

示着中医相生相克、辨证施治的道

理。小小的一味中药，蕴藏着如此

深奥的哲理，我又觉得，它像不像

我们现实里，受尽误解，忍受委屈，

甚至侮辱的群体，不管世俗如何，

依然不忘自己的初心，默默无闻的
奉献，这，不能不让人敬佩和折服。

飘香的鸡屎藤
赵永生

如果说四季是岁月穿梭的痕迹,

那么年轮就是沧桑,而我所铭记的那
一天,就是沧桑下的永恒......

早晨，天刚擦亮，鸡儿刚刚打

鸣，便要出门了。

晚秋的早晨，天亮的也不早了。

接着微微能看清路的光亮，便骑上

车走了。早晨的冷风好似一只猫，

从这边衣服窜进去，那边在窜出来，

吹得我浑身起鸡皮疙瘩,小风嗖嗖

的。路上行人寥寥无几，到了那边，

匆匆停了车，便要上工了。会有一

个师傅给我吩咐要做的事 -- 上午
需要将装修剩下的材料收拾干净，

然后便是要和细墨汁水泥。我站在

那痴痴地发了会呆，突然被喊声叫

了回来："你是干什么吃的，花钱雇

你来看戏来了？"
我便也全然不顾自己衣服的脏

净，上去就开始收拾，弄的自己一身

灰，白衣服变灰了，不小心钢钉扎到

手了，献血直流，也顾不得那些，继续

收拾。因为是一个人，所以时间久一

些，收拾完已到了中午。老板只是过

来看了几眼，只见老板光亮的皮鞋，

崭新的西装，再看看自己身上全是

灰，血染红了手指，苦笑中心里却是

五味杂陈。

中午，终于可以休息一会儿了，

我站在阳台上，看到一个皮革毯，

也顾不上脏净，窗外雨滴滴落在窗

户上，荡起一小片灰尘，风往里一

吹，被汗水浸湿的衣服也是透心凉。

看看自己的手，陷入了沉思。

想想自己干了这么一点活，吃

了这么一点苦，就这落魄成这个样

子，我这样出去，估计会被别人笑

话吧。

想想父母，他们又替我们承担
了多少？生活像一把无情地刀，我

们是父母怀中保护的孩子，而这一

把利刀，一刀刀地刻在他们的背上，

父母曾经在我们这个年纪，爸爸也

是勇敢且自由无虑的少年，妈妈亦

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翩翩少女，而

现在，爸爸脸上写满了岁月的痕迹，

与生活的压迫，饱经沧桑。妈妈则

是为母则刚，用一双勤劳的双手照

顾了我们周全，我们在母亲的精心

呵护下茁壮成长，现在我也应该懂

点事或者为他们做些什么了。

想到这里，突然感觉眼睛热热

的。这次打工，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打
工，更在心里多了一份坚定与希望。

打工
崔明杰

1955 年 3月,我出生仅三个
多月，父亲便因病撒手人寰，

一年后，继父吉过秋来到我家，

虽说后来我又有了两个弟弟一
个妹妹，但继父对我疼爱有加，

一直视如己出。

我 14 岁时,继父患上慢性

支气管炎、肺气肿。为了给继

父治病，我开始到亲朋好友家

借钱，陪继父到石家庄检查治
疗。由于我家经济困难，继父

只要病情一轻就回家吃药休养。

那时，我喜欢上了针灸和按摩，

便买来书籍自己研究。开始是

在自己身上练习扎针，后来只

要继父咳嗽头晕，我就试着给

他扎针或按摩穴位，总算没有

白学，至少能减轻继父的病痛。

18 岁那年,村里有一青年结婚，

大家都上份子钱，执笔记账的
老校长在收了我的钱后，刚写

了一个“李”字，我马上对他
说:“我姓吉，请写吉书根。”

老校长说:“你本身姓李，都快

二十的人啦，为啥还跟着继父

姓。”我说:“亲爹虽然给了我

生命,但却是继父把我养大的，

我不能忘了养育之恩呐。”

1980 年 8 月，我的大女儿

出生后，丈母娘跟继父和母亲
商量孩子的姓氏，继父说:“书

根是李家的根，现在他有了自
己的孩子,可以恢复李家祖姓

了。”女儿便恢复了“李”姓。

在继父病重的最后一晚，

他对我说:“书根，这么多年来

都是你陪着我看病，日夜照顾

我，你也尽了孝。我眼看快不

行了，以后你还是改回李姓

吧。”“爹，你把我养大不容

易，你放心，你活着我姓吉，

你即便走了，我也不会改。”继

父长叹一口气，闭上了眼。

继父走后，我与弟妹一起
照顾母亲，和睦相处。在母亲

去世时，村里人想看我是不是
要把母亲与生父合葬，但我却

没有那样做，而是在继父的坟
旁打墓，把母亲和继父葬在了

一起。这一举动，不仅没有受

到李姓家族的指责和议论，反

而赢得了全村人的赞许。

感 恩
吉书根

中
丘
诗
行

游览有感

这是一个

触冬挥秋的日子
枫叶飘落的样子

像极了落幕的夕阳
为时光镀上一层红晕

银杏叶散落的光芒
如燃放的烟火

让一瞬温暖
绚烂成一世

初冬的雨

来了一场又一场
敲落了

不同形状的故事
它们碎落在

光阴的摇篮里
一层一层

用最美的样子
折叠起秋天的影子

秋 影
三叶草

生活哲理 感恩的心

馨香一瓣

玉蝶常怀疏影妩，难解相思，化作琼英顾。吻遍
花枝香暗度，含羞欲把真情诉。

别后痴心无寄处，寻遍卿卿，梦里梅千树。旋落

九天风莫妒，此生只为伊人住。

蝶恋花·梅雪恋
杜宏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