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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仲夏夜

高学奇

在童年的记忆里! 故乡的夏夜最美丽"最

难忘#

晚霞收去最后一束光线!天色渐渐暗了下

来$炊烟从庄户人家厨房里袅袅升起!又随风

飘散$在村庄周边田野里劳作了一天的人们好

像闻到了晚饭的味道陆续开始收工!有的赶着

耕牛!有的背着农具!疲惫地朝田埂地头走去$

%日头落!狼下坡!放牛孩少了一只脚&!牧童悠

扬的歌谣和牛羊哞哞咩咩的叫声交织在一起!

形成了独特的大合唱$夜幕降临了!村庄像一

台高速运转后停下来的机器! 慢慢平静了下

来$这时多数人家的晚饭还没有做好!用竹叶

或薄荷熬成的大盆凉茶已经放到了院里的桌

子上! 又热又渴又累的人们并不急于吃晚饭!

他们需要喝茶补水!消除暑热!待稍事休息后

从容地吃上一顿如意的晚饭!周身的疲劳就会

消退一半$

仲夏夜孕育着生机与活力!黑夜是时空的

另一种存在形式!夜里的各种生命在按照自然

界的法则潜滋暗长着$原野里"山冈上小草的

嫩芽长成了茎叶! 野花一茬接着一茬开放!田

野里生机勃勃的禾苗趁着夜色在悄悄地吸纳

着天地精华!玉米在拔节!芝麻在开花!露珠在

庄家的枝叶上滚动''习习的晚风为纳凉的

人们送来了凉爽! 也送来了庄稼和野草的清

香$村头的家犬不知疲倦地转悠着!时不时地

发出了汪汪的叫声$怪不得乡亲们说!猫狗是

一口!人"!养只狗就等于多了一只耳朵$池塘

边大树下反刍的老牛喘着粗气!晃动着系在脖

子上的铃铛!发出清脆的声响(小河边!虫鸣和

着蛙叫!高低音此起彼伏$山村的夜!静谧中蕴

含着生长的力量和生命的回声$

故乡的仲夏夜孕育着情趣与欢乐!虽然没

有城市里夜晚的霓虹灯和歌厅酒吧!但夜生活

并不单调!他们带有乡村泥土气息的自得其乐

的方式!像开在山野的小花!具有异样的芬芳$

吃过晚饭! 是乡亲们一天中最放松的一段时

间$纳凉的人一般分成三组!男人们光着膀子!

夹个枕头!一手抓个凉席!一手拿着扇子!三三

两两地朝村头通风处走去$闲聊的话题从庄稼

的长势扯到牛羊的行情!从王莽撵刘秀扯到三

国演义$有点文化的侃侃而谈!没有文化的听

得投入!言谈中有时也闹出关公战秦琼之类的

驴头不对马嘴的笑话!但这并不影响所讲的效

果(老人们有的领着孙辈到村边草丛中捉萤火

虫!有的扯着小孙子遥望星空!指着银河讲着

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青石板"板石青!青石

板上钉银钉&! 有几个稍大一点的孩子已经挣

脱了老人!唱着歌谣!做着游戏$女人们在晚饭

后并不远去! 多是聚在哪个宽敞的院子里!聊

着儿女情长的话题!你一言我一语!有说有笑!

颇为热闹$直到夜静了!凉快了!人们才一一离

去$

仲夏夜孕育着梦想和希望$ 记得小时候!

母亲给我们讲得最多的就是关于月亮的故事!

县城和镇子上的故事$母亲说!月亮上面有一

个漂亮的姐姐! 她养了一只好玩的小兔子$弟

谎 言

庄志全

今天!

!"

岁的连福明先生再到检察院上

访$

我苦口婆心劝解! 老先生就是听不进去$

也难怪!五年以来不下十个单位的多次处理也

没能让他止住上访的脚步!仅凭这一时的说教

就想叫老先生息诉罢访!怎么可能)

时至春夏之交! 老先生坐在我的对面!略

显浮肿的脸上挂着重重的眼袋!花白的胡茬儿

爬上两腮! 把发紫的嘴唇紧紧地包围起来$身

着一件蓝布中山装!左胸的兜里!还别着一支

亮铮铮的钢笔$ 一排灰色的纽扣整齐排列!八

颗纽扣仔细一看却形状不一!甚至用不同颜色

的线缀着$

我一边耐心地听老先生诉说!一边打探着

他的生活经历"家庭状况!看能不能从老先生

感兴趣的一些细枝末节上想出点应对的办法

来$交谈中我得知!老先生年轻时曾读过好几

年私塾! 写得一手好字! 画得一手好画!

#$!#

年还在城关镇一所民办中学校当过三年代课

老师$后到汽车公司当了一名修理工!直到退

休$老先生有两个儿子!大儿子连军因吸毒于

%&&&

年被批准劳教!在羁押期间发病死亡$经

检验!连军系长期吸毒所致多器官功能衰竭死

亡$连军死后!连军的妻子不久改嫁!把年仅
!

岁的儿子留给了老先生$ 小儿子外出打工!音

信全无$老先生一家只剩自己和老伴"孙子和

一个
'&

多岁的老母亲$全家四口!仅凭老先生

每月
(&&

多元的退休金度日!日子过得捉襟见

肘!无比艰难$近年来!老先生的退休金虽然涨

了!可物价也在涨!仍旧撵不上趟$

连军的死给老先生留下许多疑惑!面对尸

检结果!老先生想不通*%这还叫戒毒吗)简直

就是一个杀人害命的黑窝啊+& 老先生逢人便

说!怀疑有人在戒毒所为连军输送毒品!导致

其不治身亡$老先生为此上访不止!这些年来!

每每回忆起尸检时的情景!老先生都会忍不住

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老先生对儿子的感情需要得到理解!内心

的怨恨需要有地方倾诉!眼前面临的经济困难

也尤其需要有人伸出援助之手$ 这样一想!我

便寻思着如何帮助老先生一家摆脱目前的困

境! 让老先生从悲愤的情绪中尽快解脱出来$

突然!我想起小时候自己常跟随哥哥到学校充

当%伴读&!依稀记得有这么一位教书法绘画的

代课老师!甚至也见过上课时的场景$想到这!

我脱口而出*%连老师!我是你当年教过的学生

呀+&

老先生煞住了话! 皱起眉头! 抬眼审视着

我$不一会儿!老先生终于露出一丝笑来!点了

点头!似乎认可了我这个学生$看他两眼闪现的

亮光!仿佛已有好些年没有听到这样的称呼了$

短暂的兴奋之后!老先生有些悲伤$%我能

教育好你们! 却没能教育好自己的儿子+&接

戏台上的乡村流年

曹春雷

老家有个戏台!说是戏台!其实只是用石

头砌起来的一个土台子$台前是片开阔地!夏

日麦收时打麦用!平时闲着!村里有演出时!

就成为看台$

村里有位张姓老人! 子女们都在城里上

班$每年老人过寿!子女就请县城的戏班来村

里唱戏!全村人也跟着沾光$观众大多是老年

人!也有如我一样的孩子$老年人关注的是唱

腔!是故事!孩子关注的是演员身上花里胡哨

的衣服!还有脸上涂着的斑斓的粉!舞动着的

银光闪闪的刀枪$一场戏下来!看台下的老人

们唏嘘不已!今后几天!便有了谈资$

放映电影!大都在夏天$放映队一来!村

支书就在大喇叭上吆喝 *%老少爷们儿注意

啦!今晚打麦场上有电影$&这一吆喝不要紧!

全村的小孩都沉不住气了! 饭不吃就想往外

跑!被母亲呵斥住!匆匆扒几口!就忙不迭地

跑出去$ 舞台两侧竖上了木杆! 幕布扯在中

间$天色暗下来!放映员开始试机!一束光打

在幕布上$人群开始兴奋起来!有孩子将手伸

进光束里!摆出各种姿势!引起大家的哄笑$

出了字幕!人群终于安静下来!开始沉浸在或

悲或忧, 或喜或乐的剧情里$ 萤火虫打着灯

笼!在人群上空飞过来!飞过去$

农闲时! 一位眼盲的说书先生会不请自

来$不知他是哪村的!背着单弦!拄一根拐棍!

摸摸索索就来了$村西舞台上!有人扯上了电

在路口

周 玲

剔除最坚硬和最柔软的部分
想必，你还是有剧毒的
棉质的，干净的白衣衫上
沾满阳光和花粉的味道
贴过去，嗅到温暖

为什么会有如此的眷恋呢
像是黑暗里的孩子
你一伸手
就平息了我所有的慌乱

!作者单位"江西省都昌县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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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中队
全书以柳城女子交警中队的一群女警的成长为主

线%描写她们在一年四季中不同的生活和工作状态&故

事从始至终让这群年轻的女警都处在极度的紧张状态

之中%但她们执着坚定%敢于担当%以自己的娇弱之躯

对抗残暴%她们热爱生活%爱岗敬业%敢爱敢恨&她们或

少年老成善于思考%或外表娇弱内心刚强%或风风火火

泼辣干练% 或温婉可人感情丰富'(但她们又都有一

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对祖国)对人民的忠诚*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

制或转载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生命的逝去有时就是这么

简单! 简单到竟在眨眼之间$

小伙子在姑娘们面前毕恭

毕敬地真诚地鞠躬致谢+ 景莉

用力拍拍他的肩! 一句话也没

说! 无论对于他还是对姑娘们!

产妇也就是他的妻子最终能抢

救过来!还算是莫大安慰吧+

门开了!一琳拎着棉大衣过

来$ 景莉没吱声!偏过头来瞅她

笑笑$一琳便把两个空沙发对一

起!挨着景莉躺下来$ 两人大瞪

着眼瞅着看不见的空气!静静地

呼吸$

%心情不好)&许久!景莉问$

%莉姐!你也是吧+ &一琳叹

口气!%你说!要是这个孩子也能

救过来!那该多好+ &

%其实!人生是很苦的!更多

时候是一个遗憾接着一个遗憾!

由一连串遗憾组成!可是!既然

活在这个世上! 我们对家人!对

朋友!对工作又承担着太多责任

和义务!我们不得不往前走$ &

景莉偏过头来!瞅着一琳$

一琳也偏过头来望着景莉$

两人就这样静静对望着!许

久!一琳叹口气!像对景莉又像

自言自语!%也许!有遗憾的人生

才是完整的人生吧+&说着!一颗

大滴的泪逃离了她的眼睛!流到

鬓角的发丝里$

景莉心头一震!看来一向乐

观果敢又不知什么是愁滋味的

一琳也在变化成长$

%别想了!傻丫头!赶紧眯一

会儿吧+ &景莉说着疲惫便迅速

从身体角落里钻出来!软绵绵地

袭遍全身!她闭上眼睛!不再挣

扎!终于让意志听从了身体的召

唤! 想快点乘着这感觉沉入梦

乡$ 也就在这时!手机却像颗炸

弹一样爆响起来$景莉闭着眼皱

着眉!右手挥舞着在空气中抓了

两下!才极不情愿地爬起来接听

手机$

%景莉! 你们是不是在队里

呢) 好!我马上到$ &许行声音很

大!很急$

一琳急忙爬起来!把沙发重

新摆好!说一定是有新任务了$

景莉点点头! 说哪怕让我

休息一个小时! 我实在太累了$

不一会儿! 许大队便推门

进来 ! 后面跟着综合中队长 $

%长话短说!情况紧急!局指接到

厅指通报!高速公路春柳段发生

拥堵! 有大批群众被困在那!命

令我们把食物和水送上去$ &许

大队说着! 脸上现出歉意的表

情!%我知道你们已经很累了$ &

%非''非得我们去吗)&景

莉眉头一直紧皱着!%高速交警

干吗去了! 那又不是我们的辖

区!甚至连支队的辖区都不是$&

高速交警支队一直由省交

警总队直属! 又由于业务单一!

平时与各地支队大队联系不多$

说实话!在这风雪交加!道路阻

塞的寒夜!许行也一百个不愿意

把警力投入本不属于自己管辖

的地方!可是就像局指的命令代

表局长一样!厅指的命令有时就

是厅长本人意思的转述!是没有

任何讨价还价余地的$ 更何况!

这是去救援被困群众!是支队长

反复强调弄不好会死人的严峻

形势下! 即使没有厅指命令!只

要你得到了信息!职业的使命都

不许你无动于衷$

%咱大队! 除了我们俩! 还

有事故科的几名老民警了! 其

余全都派出去了+& 许大队无奈

地叹口气! %听说! 这条线的

几个高速大队! 上午就全都调

到西边省际交界处那段! 那里

一百多公里上午就堵得很严重!

厅长都亲自带人上去了! 快一

天了还没疏通完$ 高速路上恐

怕也和我们一样! 到处都是报

警求救的$&

%就是送食物和水吗)& 景

莉对高速路上的救援缺少心理

准备! 流露出明显打怵的语气$

%目前 ! 局指转述厅指命

令! 就是让我们把食物和水送

上去+ 吴中队长已经安排人准

备了! 采购完还得有一会儿时

间! 你们还可以抓紧再休息一

会儿! 辛苦你们了+& 许大队说

着! 目光扫一下一琳! 又转向

景莉! 眼神中现出少有的温暖

和无限的柔情$

景莉仰头想了一会儿 ! 说

我想起看过的一个文件! 市红

十字会下发的! 我们是他们的

协作联动单位! 他们救灾物资

快速调拨单中就有食物和水 !

跟他们联系一下是不更快些)

许行和景莉联系调集救援

物资! 一琳迅速通知在家休息

的队员紧急集合! 又让晓婷几

个人在各办公室搜集了几十只

暖瓶! 灌满热水$

景莉说再弄些奶粉 ! 万一

有孩子老人怎么办)

许大队与吴中队长对了一

下眼神! 那意思是说让女子中

队去是个多么正确的选择! 她

们想得比我们更周到! 准备得

也更充分$

中巴车载着十几名队员和

食品! 在警车前导下驶上了风

雪征途 $ 通过柳城收费站时 !

景莉降下车窗询问值守人员路

面的相关情况! 不免疑惑起来$

这条横跨中国北方数省的国家

高速! 是在傍晚
(

点多钟封闭

的! 现在已没有任何进出的车

辆$ 按常理应该还有封闭前进

入高速的车在通行$

微小说征文大赛通知
微小说以短小精悍著称!极富文学乐

趣$本刊现发起
%&#(

年微小说征文活动!

欢迎广大读者积极参加!征文要求如下*

#!

题材不限(

%!

参赛作品须为作者原创!且未经任

何形式公开发表(

"!

字数在
#(&

字以内(

(!

投稿请发送至
)*+,!-./01#2"1345

!

邮件标题注明%微小说投稿&!并写明真

实姓名及联系方式!地址和邮编"$

弟说! 我也想到月亮上跟姐姐一起喂小兔$母

亲说!别着急啊!等你长大了就能去啦+我也好

奇地问母亲!啥时候公路能修到咱村啊)母亲

说!等你长大就行了$是啊!梦想为国家"乡村

和家庭的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多少美丽的

梦想都一一变成了现实$多梦的乡亲已经把家

庭的梦" 山村的梦融入到了我们民族的梦之

中!他们正怀揣着梦想"和着时代的节拍!豪迈

地行进在圆梦的大道上+

+作者单位"河南省驻马店市检察院$

着!他说起了这几年上访中遭遇的各种辛酸$

他到过许多部门!有的不给板凳坐!有的不给

水喝!有的听烦了就直接把他撵开$他跟他们

赌气!甚至不惜大吵大闹!擂桌甩凳!没想到

检察院这么热情''渐渐地! 他说话的声音

平和了许多$

从此!我与老先生的交往变得甚密$借助

这层%师生&关系!我每个周末到老先生家中

看望!有时候买上一盒蛋糕!有时候提上几条

鲜活的鲫鱼!有时候称上几斤苹果$我像他的

学生一样!向老师请教书画技能''总之!变

着花样给他带去帮助!哄老先生开心$

一日!我和几个朋友聚会!无意间提到老

先生的事!一个开砂石厂的朋友说!他现在正

缺一个守大门的人! 何不让这位老先生到他

那里去呢)我高兴得当即给老先生打电话$老

先生爽快答应了!还在电话里直道%谢谢&$

第二天!老先生就去了砂石厂报到上班$

三天后!老先生从工地给我打来电话!说他工

作环境很不错!心情也舒畅了!吃住都不用自

己费心!处处得到老板的照顾$

听到这话!我的心踏实下来$与其说老先

生走上了全新的工作岗位! 还不如说他在精

神上得到了一次彻底的解放$

一个月后!老先生制作了一面锦旗!上书

八个大字*%体惜民情!和谐社会$&然后在一

个阳光灿烂的上午! 怀抱这面鲜红的锦旗来

到检察院!直接把它送到了检察长办公室$老

先生胡子刮得干干净净! 一进门便说*%这些

日子!我让检察院的同志为我操心了!这都怪

我不懂法呀+ 现在多亏有我这位学生的细心

开导和帮助! 才觉得这日子是该重来了---

我要好好享受我的晚年生活''&

看到老先生终于能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和

姿态出现!看到他笑得那样阳光灿烂!我真要

感谢这句曾经令我忐忑不安的谎言了---老

师+

+作者单位"四川省简阳市检察院$

一句话

王 威

#'

年前的一天!

%&

岁的他将一个好哥们

儿捅伤致死!后潜逃无踪$不久前!躲藏多年的

他终被抓获$他交代!因好友当时说了一句话!

引发双方口角厮打!最后他动了杀机$%是句什

么话)&警察问$

他思索半晌---%我忘了$&言罢!哽咽泪下$

!

微小说
!

那些书

徐晓红

坐在午后的阳光里! 清理着成箱的书本!

一本本地翻看!仔细地端详!过往的岁月在书

中依稀浮现!伴着那些页边上留下的有些模糊

的笔迹$

这批书跟着我二十多年了!辗转了四个城

市!跟着搬了若干次家$其间丢掉了许多老家

当!添置了许多新东西$唯有这些书!像不离不

弃的家庭成员一样!始终跟随着我!患难与共!

冷暖相知!伴着我从少年长成青年!步入中年$

记得十六年前! 曾写过一篇短文 .买书

橱/$那是研究生毕业后的第一个元旦!我用自

己的钱! 给自己的小屋添置了一个大大的书

橱!那是我人生中自置的第一件家具$快入夜

时!伴随着窗外新年的鞭炮声!我的几箱书全

部上架!整齐地列在有些矮小的屋子里!甚是

威风
6

六年前!一家三口迁来南京!书橱送人了!

但书橱上的书一本不落地装进了箱子$车子开

启的那一刻! 五岁的儿子突然微笑着说了句

%别了!扬州+&车上的人都笑了$是啊!该带着

的都带着!有书有爱有儿子!人生何处不家园)

在新的城市里工作着,生活着,阅读着!新

书一本本添着!放满了书橱,沙发,床头!而那

些老书本因为空间狭小等多种原因一直沉睡

在书箱里$我一直在想!如果可以!就把一部分

老书送人吧!岁月匆匆!怕也没有时间去翻看

了$可是!这些陈旧的书想找个好主人还真是

不易$这么想着,纠结着!又拖了三年$

寒假里!在先生的老家!偶然听村支书说

村里要建个图书馆!苦于书源不多$我和先生

一下子想到了那几箱书! 当场承诺*%我们捐

书+&话一出口!感觉特别开心!仿佛多年深藏

闺中的姑娘找到了个好婆家$

.中国人史纲/,.外国文学史/,.红楼梦/,

.平凡的世界/,.茶花女/,.傲慢与偏见/''

这些伴随我整个读书岁月的书!一本一本在手

中摩挲,翻开!像是话别即将登上迎亲花轿的

姑娘!说不出的留念,不舍$

仿佛又回到了儿时那个书本匮乏的年代!

只要看到一切有字的纸片!都如获珍宝般一一

过目!想占为己有$读小学的时候!母亲在村委

会任职! 隔个把月就会带回来一叠过期的报

刊!那成了我少年时代最盼望的%礼物&!也成

为我了解外面世界最初的媒介$ 走亲戚的时

候!更是我扫荡人家藏书的机会$上世纪八十,

九十年代的农村! 能有藏书的人家并不多!但

总能搜罗到一两本$有时为了看一本书!草草

!

墨香怡情
!

吃个酒席!就躲在里屋继续看$饭后回家的路

上!肚子就开始%咕咕&叫了!家人取笑我*%去

吃酒席的人吃不饱肚子呢+&

正想着!楼下运书的司机按喇叭了$回头

打量那一箱箱整装待发的%珍爱&!心头陡升一

股豁然*这些书是奔赴更好的去处$就像我们

小时在农村!得到一本好书!该是多么的幸福

啊+ 相信它们一定也能找到更多更年轻的主

人+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京市检察院$

荷塘一梦 姚卫东
0

摄

灯!摆了一张长桌!桌上放一块木板$说书先

生怀抱单弦!在桌后端坐!静等台下听众聚满

了!他就抓起木板!%啪&的一声*%老少爷们儿

坐好了!听我把这故事来表一表''&有说有

唱!抑扬顿挫!不时比划几个动作!让人们听得

如痴如醉$我听过.岳飞全传/.薛家将/.三国

演义/!都很精彩$

杂技团也是经常来的$一伙人挤在一个大

篷车上!像电影中流浪的吉普赛人$刚到村里!

他们就提着铜锣!咣咣咣地敲!沿街喊*%今晚

有杂耍!大家来看啦+&演出地点照样是在村西

舞台上$有耍猴的!小猴子穿着滑稽的服装!骑

独轮车!让人们哈哈大笑$还有惊心动魄的吞

火,吃针!让人的心提到嗓子眼$演出一半时!

有演员就会将铜锣反过来端着!绕着观众边走

边喊*%老少爷们儿!初到贵地!有钱的捧个钱

场!没钱的捧个人场''&于是众人纷纷掏钱$

岁月流转!那些时光!那方戏台!和台上台

下的故事! 已凝成一幕幕永恒的历史影像!让

如今已走出乡村多年的我!魂牵梦绕!怀念不

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