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熬好心中的粥

杨金坤

近日!因职位调整颇不如意!回到老家去

看望父亲!父亲看了看我的脸色!没问什么!

只要求中午熬粥喝"我把大米#糯米#小米#黄

豆#红枣等按适量的比例配好!习惯性地打开

蜂窝煤炉子!父亲又执意让我去西房用地锅!

我只好来到西房"

西房就是我们老家比较原始的做饭地

方!一般都叫炊屋"我来到炊屋一看!灶台上#

锅盖上#灶膛里#风箱四周满是尘土!我知道

自从母亲去世以后!父亲再没有进过炊屋!今

天却执意在这儿熬粥! 我真不知道父亲的用

意"收拾好卫生!铁锅里添上水!投入米!灶膛

里加上柴!拉起了风箱!一股炊烟从烟囱里袅

袅娜娜地生起"过了一会儿!父亲走进炊屋 !

用手中的拐杖敲了敲我拉风箱的手!向铁锅边

努努嘴"我一看!由于火力太猛!粥都沸上来

了!我急急忙忙撤出灶膛里的柴火"又过了一

会儿!父亲再次走进炊屋!用手中的拐杖点一

点我的背!向铁锅里努努嘴!我不解地掀开锅

盖一看!原来火太小!锅里没有一丝开锅的粥

花!重新调整火候!终于熬好了这锅粥"

吃过饭!喝过粥!父亲催我回县城!我表示

有很多话还没有说!父亲再次用拐杖指了指锅

里的粥!又用力吸了吸鼻子!不再言语"

是夜!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不能入睡!反

复思考熬粥的问题!百思不得其解"猛然想起

$了凡四训%里面的一个故事&一个落第的秀才

认为自己的文章写得不错却没被录取!不禁私

下里大骂&'考官眼睛瞎了!不识货()有个老道

在旁边听了!说&'你的文章一定不好")他很不

服气&'你没有看到我的文章!为什么说我文章

不好*)老道说&'看你心浮气躁!怎么能写得出

好文章*)那秀才听到这句话!方知遇到了高

人!虚心向老道请教"

我自己不就是那个秀才吗*想到这儿!我

终于想明白了!人必须熬好自己心中的粥"熬

好心中的粥必须拥有一颗平常心! 不应该在

得意时沾沾自喜# 得意忘形#'急火快攻)!把

'粥)熬沸了!淹没了自己的心+也不该在失意

时又万念俱灰#怨天尤人#'清灰冷火)!泛不起

一丝'粥)花"人应该以平常心对待得失!畅达

时不张狂!挫败时不消沉!不急不躁!一如既

往地用'文火)持续地煲煨心中的'粥)!只要

功夫到了!那粥香便会慢慢地溢出"

!作者单位"山东省临清市检察院#

个人僵坐在办公椅上! 极力回忆那幅以前被

我定格的影像" 同时也在后悔! 之前我如果

能挤出一点时间去看她! 哪怕只有一次和她

面对面真诚地沟通! 她或许就不会走到这一

步了"

那天!透过办公室的玻璃窗!我看到还算

晴朗的天上没有月亮!也没有云彩!一片朦胧

和寂静"

我要拯救那弯月亮"

一周后的一个上午! 我在监室又见到了

韩秋月"一年多不见!她还是先前的样子!只

不过先前的齐耳短发染黄了留长了! 在脑后

挽了发髻"人消瘦了很多!脸显得格外白"这

是长期吸毒和熬夜的缘故"

'哎!问一下!信箱有没有我的信 ()她用

漠然的眼光打量我!似乎对我完全没有印象!

把我当成了这里的管教"我的心在下坠!一种

莫可名状的心酸和愧疚涌上心头"'秋月!你

好( 还认识我吗*) 我强忍着苦涩向她搭话"

'你不是这里的新管教吗*唉!能不能帮我出

去买一包烟 ") 她打着哈欠! 无精打采地打

量着我" 我眼角的泪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

一时间五味杂陈的情感像开闸的潮水再也止

不住"

'秋月!你不该再次进来(从现在起让我

们一同努力驱散阴霾!迎接灿烂吧")我在心

里默念道" 我决心要全心全意地帮扶她好好

改造!戒掉毒瘾!走上正道"尽管这是一次'迟

到)的帮教!我相信某天的一个傍晚!天空一

定会升起一弯新月"

这件事如今已经过去了一年多! 现在韩

秋月早已提前释放!走向了新的人生"她还在

父母的帮衬下!开了一家美甲店自主创业"读

着她写给我的信!我欣慰地笑了"如果今晚有

月亮!那一定是亮汪汪的吧(

!作者单位"江苏省阜宁县检察院$

机"干枯的小小叶片颜色越来越淡!绿意尽失!

几乎变为灰白!斜倚在细细的枝条上"我抬手

一片一片地摘"其实!那枯了的小锯齿叶片根

本不用摘!只用手指轻轻触碰!点了谁!谁就就

势飞落!并无半丝留恋之意"我口中嘀咕着怪

道!'小东西!无情无义()然而!也有几片恋恋

不舍的!点了几点竟然不落"细看!这片叶子竟

是不同的!绿绿的!水水的!与初见时并无二

致"心下欢喜!又仔细地搜寻!一片!两片!三

片!这些细嫩的生命竟然躲藏在这大片的枯叶

里" 这惊喜竟大过了我与小榆树的初次相遇!

我把这惊喜传递给爱人! 高声喊道&'快来看!

小榆树没死!它活过来了()一家人如过节般地

欢喜"

接下来的日子里!树枝上嫩绿的小叶子越

来越多!连成了片!树冠如盖"我松了口气!小

榆树终于躲过了此劫"

其实!我们家并非只有这一棵榆树!客厅

里还立着一棵大的!细高的个子!枝叶繁茂!但

却无造型!纯天然"只不过!这棵榆树是儿子从

乡下老屋的院子里移栽过来的"对这棵家养的

小榆树!我们全家人都倾注了关怀和爱"五年

了! 我和爱人帮儿子培育着他心爱的小树!就

像养育着他爱着他"'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

水之间也")我想!我们养的每一株植物也是我

们的山水"

心中有山水!胸中方可停船舶(

%作者单位"河南省开封市检察院$

修空调

许东红

办公室的空调坏了! 后勤负责人满口答

应联系人来修!却总是转头就忘"一日办公室

终于来了两个工人! 他们拆了室内机又拆室

外机!说要'带回去彻底修理)!同事倒水又递

烟&'师傅辛苦了()

半个月过去了!不见空调送回!问后勤!

负责人一拍脑门&'瞧我这记性! 把叫维修员

的事给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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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河水)是一部长达七十三万言的鸿篇巨制&他以

东江港的改革为主线&以一起文物走私商业间谍案为副

线&通过跌宕起伏的情节&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呼唤着

时下文学作品中久违的英雄情结' 整部作品构思缜密&

气势恢宏'全书以名曲*江河水+穿插其间&犹如一部感

人至深的交响乐&分为四个乐章"沉船,开工,抗命,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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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 海 涛 卖 了 一 个 关 子 &

'这个你就不用操心了! 我只问

你! 那次和老爷子同行的是不

是有一位美女*)

赵达夫连连点头& '是啊!

那女人有倾国倾城之貌! 莫非

跟你联系的是她* 你小子可真

是艳福不浅啊()

秦海涛虚荣心得到很大满

足! 用手指点着赵达夫转移开

话题& '我说呐! 上次我找着

你要工程! 你给我的都是骨头!

死咬着煤化工基建这块肥肉不

放! 敢情给老爷子留着呐()

赵达夫不好意思地一笑 &

'我哪知道呀! 丁氏集团是委托

你在内地收购建筑公司! 海涛!

这回咱俩又绑一块了")

秦海涛和赵达夫一击掌 &

'精诚合作吧! 老赵! 老爷子要

你怎么帮我*)

赵达夫仍如在云里雾里 &

'我正纳闷呐! 老爷子只跟我说

材料在来人手里! 可以让廖汉

中失去话语权")

秦海涛打开旅行箱! 拿出

那些刊登煤精广告的报纸和杂

志 & '老赵 ! 材料都在这呐 !

就是这些广告! 你自己看吧")

赵达夫看了半天没看出名

堂 ! 他眨眨眼望着秦海涛问 &

'这不都是煤精的广告吗* 琊山

煤矿又不出这东西! 你给我看

这些有什么用*)

'给你普及一下煤精的基本

知识! 至少让你知道煤精是一

种宝石") 秦海涛拿出卢茜那个

煤精钥匙坠! '这块煤精是廖

汉中送给江河的! 他是从哪弄

来的*)

赵达夫接过钥匙坠仔细看

了几眼! 说道& '这是前年七

月方秋萍从香港带回来的! 当

时带回来有百十来块! 廖汉中

说以后琊山煤矿领导层出差送

礼就送这个! 高端大气上档次!

有助于提升企业形象")

'真是未雨绸缪啊() 秦海

涛感叹了一声" 赵达夫不解道&

'海涛! 你什么意思*) 秦海涛

用手指着报纸上的广告! 神秘

兮兮地说& '老赵! 我要说这

块煤精和这些广告之间有某种

联系! 你信不信*) 赵达夫诡异

地一笑& '海涛! 那你可得给

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好啊! 我给你一个合理的

解释") 秦海涛脸上丝毫没有吊

诡的神情! '老赵! 刚才你不

是要我给你说清楚那笔款子的

下落吗! 我说要是给你说清楚

了恐怕就撞鬼了,,) 秦海涛

说着拿起一张报纸扬了扬 !

'你看看! 现在是不是撞鬼了*)

赵达夫脸上露出极为吃惊的神

色& '海涛! 我听你这话的意

思! 那笔款子是做了广告上的

这些煤精首饰了* 这可真是撞

鬼了()

秦海涛哼了一声& '老赵!

我要是告诉你! 方秋萍还活着!

是不是更撞鬼*)

'什么 * 方秋萍还活着 ()

赵达夫脸上的神情震惊之极 !

呆若木鸡般地沉默了半晌才说!

'海涛! 方秋萍要是还活着! 按

照你刚才的思路推断! 就是说

她把那笔款子转移到境外! 注

册了这家名为大雅的珠宝公司!

利用在国内早已铺好的渠道 !

做起煤精方面的生意 * 天呀 !

这可真是太出人意料了( 这娘

们儿真是黑了心! 要独吞这一

个多亿啊( 海涛! 丁氏集团是

不是已经掌握了这方面的情况!

要不然他们为什么让你把这些

材料给我*) 秦海涛又一招手!

让赵达夫探过头来! 他俯在赵

达夫的耳旁神秘兮兮的说 &

'你知道沉船后东江港上下尽人

皆知的白衣女鬼是谁吗*)

'是谁*)

'方秋萍()

'方秋萍*) 赵达夫抽回身

惊叫一声! 脸上的的五官全部

错了位& '真的! 为什么呀*)

赵达夫吃惊的神态! 让秦海涛

在心理上获得了极大的满足 !

丁薇薇向他和盘托出了运作煤

精的内幕! 并告诉了他白衣女

鬼的谜底! 这表明丁薇薇对他

的信任远远高于赵达夫! 于是

又故作高深地说& '老赵! 方

秋萍那是因为良知未泯! 吹葫

芦丝先行祭奠将死的亡灵和她

与老廖即将终结的婚姻呀" 丁

氏集团掌握的情况肯定比我们

多一些 ! 但也不一定多很多 !

你分析一下! 以方秋萍一己之

力! 能做成这么大的事吗*) 赵

达夫神情又是剧烈一变& '你

的意思是说! 老廖也掺和进来

了*)

秦海涛道& '老赵! 你要

是不看到这些广告! 你知道煤

精是宝石吗*) 赵达夫摇摇头&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当初老廖

说拿这个当礼品我还很不以为

然")

秦海涛嘿嘿一笑& '老赵!

我跟你说句心里话! 我是打心

眼里不希望老廖掺和进来! 老

廖要是掺和进来! 可就真成了

三国四方大混战了! 这笔款子

将来拿起来就更烫手啦")

赵达夫点头道& '我担心

的也是这个! 不说别的! 就说

这三三分账变成四四分账! 那

两口子也是拿大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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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啊，路

梁利萍

会不会觉得!人生就像一局迷宫*于数不

清理不明的网络里寻找出口!不同的是!人生

的入口和出口都不是唯一的"

人被命运之神随性撒在网络各处! 落地即

环境优劣有别!贫富#才智#体魄#性情不一"人

对于自己的落脚点唯有接受!即所谓的认命吧"

然而无论你落在哪一点上!上天都为你脚

下备就了可走的路!且不只一条!从人遇到的

第一个岔路口起!该如何走!全在自己了"

人这一生! 大大小小的岔路无以数计!时

时都要面对选择!每一种选择都将走向一段不

同的路"悲观的!觉得条条道路都有陷阱+乐观

的!处处风景都不想错过"只是!人世之广阔!

人生之短暂!容不得你过多踌躇"

从一开始你就知道想要到哪里去吗*或是

边摸索边修正自己的目标*把人生当作一场游

戏的也大有人在!那就是走走看看!走到哪儿

算哪儿了"大多的人还是朝着自己心中的方向

走"然而很多世事非你我可预料!莫名的变化

在前方不知何处恭候着你"

有的路!初一踏足便是坦途!顺风顺水!心

中自是欣喜#敞亮!然而你何曾见过世上哪一

条路是始终平坦开阔#直直地通向目的地!真

有的话也是乏味至极"*倘使你得意过了头!不

再积蓄自己的智慧与能量!遇到小的坎坷也足

以给你大的打击"老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况且前面的岔路还多着呢!眼前的平坦不意味

着处处平坦"

有的路!走出不远!忽见眼前是看不到头

的荒漠险滩!穷山恶水!不觉心头发凉"回过身

去重新选择总还是可以的"然而!你不能总是

走着走着!看见困难就退吧!那岂不是总在原

地打转没有出路了吗*总要选一条道试着走下

去!莫要被眼前的困境吓倒!要知道多烂的路

也有办法走到平地上去"

有的路!明明竖了'此路不通!禁止通行)

的牌子! 你却被路口招摇的奇幻异景所惑!执

意往里走!那又能怪谁呢*若是走着走着有了

觉察!迷途知返才好+或是越走越深!退也退不

出来!真正是到了死阴谷了"

有的路!一眼望上去实在是艰险!但你确

切地知道这是通向美好的! 即使走在路上乏

了#摔了!还是相信前程的美好!坚持着走"你别

过头去!看到近旁的路途花木扶疏#鸟鸣啁啾!

会有一丝后悔和动摇吗*有也无妨!权当短暂

的休整好了!然后带上心中的希望继续行程"

好的景致总在险峻之处! 那世间珍奇难

得的有几样是在平地上明晃晃地摆着等人捡

拾呢* 人非到绝处方能发现自己的潜力有多

大" 上天造人! 无论贵贱都给了一身本事 !

兴许是他看着送与你的卓越资质被平庸懒惰

埋没! 白白地搁置着! 才将你引向绝处! 以

惊天霹雳将你震醒! 碎落平庸懒惰的壳!将你

的力量显现在眼前"人常说!后面要是有老虎

追!一定会跑得很快!怕正是此理---当然!也

有被老虎吓死的"

若果真无路可走了! 难道不可以另辟蹊

心中有山水

刘红梅

超市电梯处!是一方绿茵茵的所在!那一盆

盆小巧精致的盆景生得枝繁叶茂" 异常欣喜地

俯身细瞧!挑中一盆卧于木质花盆中的小植物!

付了款!双手捧着这小东西急匆匆地回家转"

捧回来的是一棵小小的榆树"小心翼翼地

把它放在儿子的床头柜上! 坐下来细端详"它

的叶芽!小得如初生婴儿小手指的指甲"当然!

叶虽小!树形树态则一丝不落"树枝树干修养

得疏密有度!横斜有韵"而更令我动心的是!这

小小的树!它暗绿的纤细的树根竟裸露在泥土

外! 一圈圈不规则地绕着抱着细细的树干!好

似历经了千年的沧桑+就连小巧的花盆也似自

远古来!斑驳的褐色!'梅花香自苦寒来)的题

字!'清香)二字的落款!无不深合我心"

我不擅长养花弄草!唯恐轻慢了它"每日里

恭敬浇水!捧它到阳台日光浴!悉心呵护"一个

月过去!闲暇时细数它的叶子!满心盼着新出的

嫩叶给生活带来惊喜!但始终未见大的动静"

三天之后! 我们全家从外地出游归来"欢

欢喜喜地打开门! 客厅一角的绿萝几天不见!

枝蔓好似又伸长了不少" 爱恋地看绿萝的枝

叶!猛然想起那株小榆树"快步走进儿子房间!

榆树依然是那个榆树! 造型依然是那个造型"

然而!绿却不是那个绿了"叶片小巧玲珑!却失

却了初见时的晶莹"我失声喊&'榆树死了()爱

人接过花盆!看了看!安慰道&'别急!说不定还

能抢救过来呢")

此后的日子! 我一日数遍为小榆树浇水!

端它到阳台晒日光! 眯着眼对着阳光寻找生

!

一程心路
!

月亮出来亮汪汪

王建斌

韩秋月!化名"是我从事未检工作接触的

第一个女性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第一次见到她

是
!"#"

年
$%

月
!&

日在江苏盐城阜宁县看守

所里"看守所位于县城郊城乡结合部"那天!晚

秋的天气很好"连成栋的监室组成的监区坐落

在一个大大的池塘边!隔着围墙的远处是一片

绿得发黄#快要成熟的连片稻田"

在等待民警将她带到讯问室前的这段时

间里!我不止一次想象这个同时容留
'

人吸毒

的
$'

岁女孩子会是个什么模样! 五颜六色的

'杀马特)发型*多到数不清的耳洞抑或是花里

胡哨的穿着*总之应该就是影视剧里那些不良

少女的样子吧"

可是当韩秋月走进讯问室的时候! 我看

见的是一个穿着月白色
(

恤 ! 留着齐耳短

发! 脸色有些苍白! 但看起来特别干净的小

个子女生! 文文静静的" 她看到我们时立刻

一怔! 随即又礼貌地莞尔一笑" 甜而淡的笑

容! 弯弯月牙般的眉眼! 整洁的打扮和神情

正像她的名字一样!如秋天明丽的晚月"霎时

间我的心凝滞了!想起了'风清月白 )这个词

语"先前我对'问题少女)的惯性定格画像和眼

前真实人物的反差使我的心灵受到极大的碰

撞"然而就是这个瞬间的心理冲击为我以后犯

下的错误埋下了'伏笔)"

'发什么愣呀 ! 快把同步录音录像准备

好")同事刘科沙哑的声音把我从'入定)的思

绪里拽了回来"她瘦弱的手腕上的那副金属质

地的'手镯)提醒着我---我是来提审的!而她

是我的犯罪嫌疑人"

翻阅韩秋月的卷宗 ! 我知道她生在城

市! 家境富裕 ! 但
#!

岁时就不念书了 ! 且

有个六七岁的弟弟 " 家人重男轻女观念严

重! 对她也疏于管教! 因此韩秋月早早就辍

学之后混迹于社会! 懵懂无知的她在一个到

现在还说不上名字的 '大姐) 教唆下接触了

毒品! 从此便越陷越深" 在讯问过程中! 她

始终低着头! 声音很轻! 显得不好意思! 偶

尔抬起头! 眉眼间透露出与她年龄不相吻合

的一种神情 " 一种淡淡的凄凉涌上我的心

头" 最终! 韩秋月因为容留他人吸毒罪被判

处有期徒刑六个月"

在韩秋月服刑期间!我也更忙了"有空的

时候!我也想去看她!但我相信韩秋月能自我

'蜕变)"后来从同事那得知她因表现良好已被

提前释放了"我听后心中释然!祝福她吧(

日子就像河水一样在平静中流过!渐渐地

我好像要把韩秋月忘了"但
!%##

年
##

月中旬

的一天下午!我竟在内勤送来的一叠新卷宗上

再次看到了韩秋月这个名字!这一次的罪名是

贩毒!我的大脑顿时一片空白,,

下班后!天已经黑了!我没有立刻回家!一原野 江苏省兴化市检察院 樊金如
/

摄

如此简单

周 玲

提到那只鸟的时候，我远没意识到
我想说的其实是它的翅膀
空气潮湿，到处都有新鲜的
令人窒息的汁液在流动

多么幸福。我和自己耳语
望着你，我在浅笑
羞于出口的话语沉重，干涩
四月站在窗外，忽喜忽黯

我是有坏脾气的。很好，你侧目低眉
你终于点燃了它，我如释重负
做一只真实的小豹子有什么不好，我喜

欢它逐渐
硬下去时的峻冷

可是亲爱的，当你从黑色的灌木林现身时
潮汐就漫过来了，温暖清澈，如一条河流

的忧伤
原谅我。烟花易冷，我只是需要多一点的

光
穿透我经久的黑暗

%作者单位"江西省都昌县检察院$

径*当然可以!每一条路都是人用经验#智慧踏

出的! 我们可以踩着前人的智慧与经验走!也

可以用自己的智慧拓出一条新的道路来"其实

有些地方看似无路! 只是路被遮蔽起来了!唯

有独具慧眼的有心人才可以发觉"

如能寻得一条捷径快速走到出口该有多

好!这是每个人心中常存的美好愿望"人总是

期望以最小的付出获得最大的利益!这不能说

是错!毕竟两点之间若有直线可行!是鲜有人

愿意绕弯道的" 只是人生如果处处都是捷径!

人生也就不叫人生了"记得小时候猜过一个灯

谜&捷径!打一物理名词 ""答案是 '短路 )"是

啊!捷径并不意味着都是走向成功!更大的可

能是以毁灭为结局的'短路)"

路啊!路(多么怕一不小心走错了路"俗话

说!一步错步步错!让人怎不担忧 *其实有时

候!错的只是生活的方向!错过了一段本不属

于自己的生活" 常听人说&'如果我当初,,)

而后是一大段美好的憧憬!须知即便你当初如

何如何了!事情也未必如你想象的直线发展下

去!依然会有遗憾让你悔不该当初"有的错是

当真要回头重走! 有的错却只是误入藕花深

处!多了一段与鸥鹭为伴的时光罢了"

人生比迷宫多了太多的出口!只要你撞了

墙愿意回头另寻出路! 只要你不惰于前行!或

是近!或是远!总会有一个出口是为你打开的"

从不同的出口走出! 所到之处自是不同的境

地"风光迥异!却是一样的美好"那时!让人感

动的!通常不是结果的荣耀!而是对沿途景致

与经历的回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