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湖里的月亮

小湖里，

有个月亮。

满湖的荷花，

羞红了脸庞。

惹的蛙鼓十里响。

星星、月亮，白云，

与莲花绿叶共荡漾。

抽油机，

向你们鞠躬了，

因为你的样子，

令人心荡。

钻井架上的灯亮了，

嗅到了你的十里香。

谁说油田都在荒野？

那是荷花得芳香，

招引着地下的热量。

最美，

一定在家乡，

只要心中装着小湖，

就美在了，

诗和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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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金岁月里的浓浓亲情
周村 吕强

也许在每个人的记忆里，总有那么

一个人，一件事，会将你内心最柔软的部

分触动，我对姥爷，便是这样一种情感。

因舅舅家中的表哥与我的年龄相仿

且又性格相近，我童年的寒暑假以及周

末，大多时间是在姥爷家度过的。我的姥

爷解放前曾经在周村大街上开过商铺，

解放后一直在村办企业干供销员，后来

又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自己创业从事丝

网加工。记得那时候每天清晨，姥爷便会

一边说着“黎明即起，洒扫庭除”，一边挨

个在我和表哥的屁股上轻轻地拍一巴

掌，我俩嘴里嘟囔着着翻过身来，穿上衣

服，一个个跟在姥爷后面，或拿着笤帚扫

地，或拿着水壶浇花，忙碌完毕后，姥爷

便沏上一壶茉莉花茶，坐在院中的石榴

树旁给我们讲一些经典的历史故事。从

姥爷生动地讲述中，我知道了一个叫花

木兰的女孩因为父亲年迈，毅然女扮男

装替父从军，在战场上屡建奇功，凯旋而

归后却拒绝了一切奖赏，回家孝敬父母，

从此，花木兰保家卫国的英雄气概和孝

敬父母的儿女情怀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

里。

姥爷有时也给我们讲他年轻时候在

周村大街经商的故事，说每到晚上附近

饭店的伙计就会用食盒端着包好的胡萝

卜水饺，喊着“胡萝卜下包”沿街叫卖，依

旧营业的店铺便会买回去直接下锅作为

夜宵，而每年大年初一早上，周村大街上

不少的商家都会包生菜馅或油菜馅水

饺，取生财有财的谐音。他经常对我和表

哥说：“尊老爱幼孝为先，朋友交往讲诚

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

之幼。

不仅要孝敬自己的父母，还应该尊

敬别的老人。”我们虽然听得懵懵懂懂，

但也知道了有什么好吃好玩的要与人分

享，看到长辈要热情的打招呼；特别是爷

爷奶奶，姥爷姥娘，要为他们多做一些力

所能及的事情……。

那时候 70 余岁的太姥姥还健在，由

于腿脚不便，太姥姥大部分时间都在床

上休息，每逢天气晴朗的日子，我和表哥

便会抢着把一把躺椅放到院子中的石榴

树下，然后和姥爷一起搀扶着太姥姥出

来坐到躺椅上，太姥姥一边晒着和煦的

太阳一边慈祥地看着我和表哥玩耍。

有时也会微笑着从口袋中掏出几块

香甜的高粱饴糖递给我们，我们剥去糖

纸放入口中，味道是那么的香甜与腻滑，

吃完后，把黄澄澄的糖纸夹在小人书里，

时不时翻出来，嗅着糖纸上遗留的淡淡

清香。

记得当时太姥姥最爱吃的食品就是

桃酥，我们小时候都把这种点心叫做到

口酥，是老年人比较喜欢的一种食品，太

姥姥特别喜欢早晨在碗里打个鸡蛋，用

滚烫的热水冲开，然后把两块桃酥放到

里面，泡的软软的，几口就全部喝光。那

时候桃酥好像还是奢侈品, 一般只有在

过年的时候才可以品尝到。清晨，一碗蛋

花茶，一块桃酥，是年龄大的老人当时很

“小康”的早餐了，完全可以和现在的牛

奶面包相媲美。而姥爷每次出去联系业

务回来的时候，都会拿出两包用褐色包

装纸包裹的桃酥，拆开给我和表哥一人

一块后，放到太姥姥的屋中，一直到太姥

姥去世，她的食品柜里点心和水果罐头

从没间断过。

姥爷家中的石榴树一年又一年的结

出一拨拨丰硕的果实，我也一天天的长

大了，中学毕业后的我坐着慢悠悠的绿

皮小火车来到了泰安求学。每次寒假回

家我都买上些泰安当地的小特产回去送

给姥姥姥爷，姥爷姥姥也总是忘不了从

抽屉里拿出几个特意为我留的石榴。

人生如秋露，来去匆匆，姥爷姥娘离

开我们已经十余年了，每次和表哥说起

姥爷姥娘来，心里始终有份酸楚和想念，

总会想起姥爷那宽厚的肩膀，姥姥那慈

爱的笑容。

鬼门关（小小说）

张店 有成的天空

那年，那月，那日的上午，我躺在了

省医院的手术室的手术台上，医生给我

打过麻醉后，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刚开

始还能听到医生的说话声，还听到到我

的胸口吱吱在响，不多时就没有知觉了。

不一会儿，我眼前出现了魔鬼样的

人来到我的跟前，我知道是无常两鬼，他

们手拿招魂幡，来招我来了。我恍惚间灵

魂已经出窍，我跟在他俩身体走去，回头

看看，主刀医生正在我割开的胸口忙活

呢！我心想，我已经死了，别治了，我已经

成鬼了！我大喊，希望他们停止手术。但

是无论我怎么叫，他们还是在手术。我悲

催的摇了摇头，跟在二鬼身边走去。

大约走了半小时左右，无常说，你想

见你死去的亲人吧？我怎么不想呢！我点

了点头，无常不知道用什么法力，就见我

父母，大爷，大娘，爷爷奶奶，左临右舍，

凡是我认识的死去的人都来了，他们也

和阳间一样，没什么变化，就是脸上无光

色。我认出我父母来了，心里一难过，眼

泪掉下来，我妈说，孩子别难受，人就是

这样的，你就是这点寿现，来吧，别回去

了。

我有点担心，还有没成人的孩子咋

办？她好像看出我的心思，说：你不要挂

念，他有他的活法，我还是没动步，我爸

说，儿子，到这里来吧，阳间有啥好留恋

的，城市不容你，农村你也没有合适的房

子，现在的社会，谁管你。都考虑自己的

事情，你在活着赶受罪。

我大爷也说，侄儿，我和你大娘在阴

间混的比在阳间好多了。你来后，准备在

阎罗殿找个工作先干着，发展好了就可

以去天堂了，我们这家族再过几年就上

天堂了。多好啊，左邻右舍也劝，我心动

了，是啊！在世间奋斗了几十年，到今天

把身体搞垮了，也没有一点希望，哎！搞

不好到了阴间，有他们的帮助，我混得比

阳间强，再说阳间也没有几个亲人了，真

不如早点来阴间呢！

于是我暗暗下了决心，要脚踏进地

狱之门，刚要迈步，突然，狂风大作，鬼哭

狼嚎，父母左邻右舍都不见了，只见一个

个张牙舞爪，面目狰狞，口吐红舌，向我

扑来，我大惊失色，不知道如何是好。我

看到地狱之门已经打开，五根黑色的柱

子立在门两边，无数个厉鬼声声凄惨，四

处游荡，那威武霸气的阎王正叫人抓他

们呢！

我有些后悔，但是人既然死了，就回

不去了，纵然万劫不复也得去啊！我定了

定心神，刚要迈进去，忽然听到一声：你

醒了，手术很成功。

我没有任何回应，低头看了看胸部

缝合线口，也没有感觉疼痛，我被推出手

术室，看到了儿子和那为我担惊受怕的

妻子，我始终在疑惑不解，地狱之门又一

次为我关闭了，我百思不得其解。

荷花木兰歌

题记：有一种荷花，生于树上，弥留

清香，叫荷花木兰；有一种人，隐于市井，

教化愚顽，称君子之风。

春末初夏，忽然发现小区院子里有

几株木兰花树，花开正艳，不似普通的木

兰开于早春，不禁想起 2015 年 5 月在上

海交大研修班学习时也见过这种木兰。

经查，方知是荷花木兰，原产地在北美，

传说是晚清李鸿章引进，最初于安徽，后

在广东，北京等地被广泛用于庭院，园林

等种植。

祖居北美安此身，

晚清飘洋进国门，

中堂故园合肥地，

安身立命成国人。

人见人爱不辞劳，

花见花开作导引。

从此江南与塞北，

红尘做伴修正本。

春风吹开花千树，

我自厚积还薄发。

不同凡物争春早，

独爱优雅花少时。

亭亭玉立主干值，

婀婀娜娜树冠奇。

油色椭叶发光泽，

倒教行人思塘趣。

待到五月他花谢，

方知我亦天厚资。

含苞欲放白绣球，

或扁或圆或露头。

清晨放晓眼一亮，

花开几朵消万愁。

圆圆花瓣似琼玉，

红黄胭脂抹心轴。

白荷揽翠结念慈，

客官不再恋洋州。

最是风定夜幕下，

暗香涌动百灵嗅。

佳人拜月付心事，

才子乘风胜王侯。

我见木兰正花期，

又见荷花增叹息。

相逢红尘皆过客，

相识相怜还相知。

革命已整卅五年，

不谈功名与业绩。

静坐长思是与非，

处世放下得与失。

健康要紧第一事，

心态坦然莫践己。

时间强比万能药，

坎坷过后是坦途。

木兰花开在于树，

我心花开在于彼。

荷花香远清乾坤，

我愿香人一方地。

君子高雅贵不染，

人间长久是正气。

我敬树来树敬我，

坦然一笑同行欤。

桓台 天马行空

雨下了

雨下了，我坐在台阶上。

看着这雨滴落在桂花树上的声音，

我想为何我要去辩解和争吵，

这样自然的声音填满人生不好吗？

无论怎样都是错的，

辩解是错的，

不辩解也是错的，

无论如何都是错的，

何苦哭着，痛着，申诉着，

终归还是错的。

人生终归有一格局，

当错的不能再错的时候，

放过自己吧，

既然无论如何都是错，

何苦苦恼着，内耗着，

生命弥足珍贵，又何其短暂？

生来的四十年，

听过几次雨落芭蕉？

又读过几篇泰戈尔的诗选呢？

罢了，罢了。

想也是错的，

不想也是错的。

恼是错的，

不恼还是错的。

那就停止一切思绪吧，

也不再辩解，

时间会让自己与一切不甘握手言和。

齐园，位于临淄城区西部。

园内树木参天，绿荫清凉。亭台楼

阁，古色古香，尽显齐国之悠久历史底

蕴。

园内一汪碧水，不时有不知名的水

鸟在上空盘旋，或又下沉，或又倏地飞起

来。水里是自由游弋的鱼儿。水边停靠着

一些小船，游客可以租用。有一座石拱桥

建在湖水狭窄之处，拾级而上，见北面山

崖峭壁上刻有“天齐渊”三个朱红大字。

几年前齐园就已经对外开放，每天

早晚，都有来园里锻炼的人。打太极的一

招一式，颇有仙风道骨。跳广场舞的，则

时而节奏欢快，时而又舒缓优雅。唱歌

的，更是一展歌喉，唱出人间情爱，烟火

喜忧。

年轻的时候，到齐园游玩是要买票

的。进城游玩，到公园里划划船，在桨声

水影里唱“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

波浪，海面吹来凉爽的风，四周环绕着绿

树红墙。”是一种很惬意的享受。

我与妻子的第一次约见，就是在齐

园。那时候，年轻人没有现代青年的落落

大方。彼此都很窘迫，唯恐遇见熟人。记

忆最深的是两句一辈子铭刻在心的对

话。“俺家里很穷。”我说。“其实，身外之

物，可有可无。”她说。可见，那个时候，年

轻人的心多么纯洁，完全没有被物质所

左右。

那时候，岳父就在齐园西面一家建

筑公司干门卫，岳母则在公司的门口卖

烤地瓜。我最爱吃烤地瓜了。过上一段时

间，就来吃。岳母看我吃的满嘴流油，只

是满脸慈祥的笑。现在想来，还有一种幸

福在心头荡漾。岳父在单位领了一件白

色羽绒服，自己不舍得穿，硬是送给了

我。当妻子骑自行车几十里地把羽绒服

送到我手上的时候，我感动地眼睛里盈

满泪水。那个时候，买一件羽绒服，可要

花费半个月的工资呢！

时隔三十多个春秋，我已是两鬓染

霜的中年人。去年春天，为了缓解家庭经

济压力，我下班后来齐园北门对过的中

医推拿门店兼职，再次感受到齐园的亲

切。齐园还是那么美丽，我们还岁月静

好，跨越沧桑巨变，感慨之余是一种内心

的知足。

今年夏天，正在为工作不顺焦虑的

我又接到原兼职单位抛来的橄榄枝，我

终于下定决心辞去原来的工作，来到齐

园北门对过的门店上班。

接管这个门店后，工作还算顺利。由

于总部运用了多种网络销售，价格与当

前疫情后大背景相契合，顾客络绎不绝。

我多年积累的中医知识与临床经验及成

熟的技艺得到最大发挥。感恩一切遇见

齐园附近，一步一店，人流如织，是

繁华富庶的商业区。齐园向东，是临淄最

大的商品批发市场，各种商品琳琅满目，

应有尽有，买点什么都很方便。齐园向

北，是奥德隆购物广场。

我惊喜的发现，齐园是一处宝地。休

息的时候，可以在花草树木之间徜徉，可

以在山水之间从容恬淡地行走。想买点

东西，周围的商业圈可以满足你的各种

需求。而各家商户以及川流不息的人群，

为生存发展带来无限商机。

齐园，我且与你相拥而生！

我与齐园之缘
临淄 齐汉 天津 清婉

风铃花

鸟的翅膀

掠过树顶的风

卷起碎落一地的黄花

你的寂寞

消失在这耀眼的金黄

一整个冬季的酝酿

只为等你

那些浪漫的约定

徘徊在花丛中

从一棵树到另一棵树

悄无声息地寻找

盛满千愁万绪的泪滴

福建 海树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