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熬夜袁是许多人绕不过的心结袁对它恨之入骨袁却又
欲罢不能遥大多数人对他的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袁今天
说了不能再熬夜袁转眼间现在还是一样遥
非常不幸袁我也算其中一个遥
年轻的时候袁能熬得起夜袁那叫本事遥 趁方便面煮泡

的间隙打个盹袁马上野鸡血冶附体精神抖擞遥 再吸一根烟袁
洗净一把脸袁长长一声嚎袁妥妥的野胡汉三冶又活过来遥

如今不上不下的年纪袁经得起熬夜折腾袁这叫沧桑遥
第二天红眼睛尧大眼袋尧面黄肤深尧胡子拉碴袁爱你的人心
疼得似乎要动了脾气袁而你只会摆无辜袁两眼朦胧说着以
后不再会这样袁 转瞬间又沉又长的呼噜声代替了一切托
词遥
熬夜的故事有千千万万袁熬夜的原因有万万千千袁熬

夜的结果却只有一个院累遥所以袁熬夜的起因尧过程尧反复尧
结尾袁就像哲学里关于事物的渐变过程袁可能是量变袁也
可能最终导致质变遥每一个熬夜灵魂的背后袁都有一个十
足并且漂亮的理由让你觉得熬夜是伟大的遥

熬夜的关联词是野夜冶袁野日出而作袁日落而息冶袁这是
我们祖祖辈辈适应环境生就的习惯遥沉寂了的夜袁在属于
自己的空间里袁没有干扰袁没有约束袁可以天马行空袁亦可
以野为所欲为冶遥熬夜的关键词肯定是野熬冶袁如同许多人用
五笔打野熬冶字袁起初看似一切尽在掌控之中袁可实际在键
盘上操作起来却打出一大堆陌生的字袁 于是神经质般铆
上了劲袁美其名曰野打破砂锅问到底冶袁在机械重复之间袁
野熬冶和野夜冶就这样不谋而合袁天造一对遥

熬夜有等级之分遥就大多数人来说袁熬夜可以分为无
公害熬夜和拼了命熬夜遥夜班的司机大哥袁凌晨清扫城市
的环卫工人袁他们野有据可依尧有理可循冶袁为了理想袁为了
生计袁因为工作原因而调换生物钟遥 而彻夜打网游尧刷抖
音袁烟雾缭绕野堆长城冶袁KTV里的推杯换盏尧划拳行令尧
酩酊大醉袁偶尔娱乐本没有过错袁只不过次数多了也就渐
变成拼了命熬夜遥

我们很难一下子说清楚熬夜的前世今生袁 除了生理
性失眠带来的被动熬夜外袁熬夜的弊端人尽皆知遥

解铃还须系铃人遥倘若同是天涯夜归人袁他不会和你
轻声道晚安袁只有你自己的生命会向你提出需求袁只有在
乎你的人才会和你说保重遥 在静中休养袁 在静中储足力
量袁遵循身体机能的正常规律袁珍爱自己袁这才是性价比
最高的自律遥 懂得适可而止袁生命才会陪你玩到底遥

熬夜那点事
荫 龙建雄

野牵挂冶是爱袁野牵挂冶似山袁被人野牵挂冶是一
种用多少金钱都买不来的幸福遥 我袁一个普普通
通的水利系统工作人员袁一场突发的野大病冶让我
知道了竟有那么多人在牵挂着自己遥

那是今年 3月上旬的事情遥 当时恰逢新冠肺
炎疫情肆虐蔓延袁防疫形势异常严峻袁一向身体
健康无恙尧平时连个感冒都很少患上的我袁却意
外地出现持续干咳尧发热症状遥 面对十分敏感的
病症袁在经历各级发热门诊检查排除中袁我的病
情从刚开始县级医院诊断为病毒性感冒袁到市级
医院按照肺炎边用药边检查出心脏问题袁再到上
海市中山医院确诊为感染性心内膜炎遥 检查治疗
中袁病情急速加重袁从之前干咳尧发热发展到心慌
气短尧夜不能寐袁体重下降 10多公斤遥 医院病房
给我打上鲜红刺目的危重床牌袁医生一次又一次
叮嘱我院野下床行走尧床上翻身袁都要注意不能用
力袁谨防心脏上赘生物掉落堵塞血管袁否则非死
即残遥 冶如此这般袁心有不甘的我不得不做好回不
了家的最坏准备遥

野你不要多想袁哪怕有一丝希望都要给你治
病袁钱不够袁我就卖掉房子筹钱遥 冶一路相随袁日夜
陪伴在身旁的妻子含着眼泪安慰着我袁不时用湿
毛巾帮我擦去脸上尧身上的虚汗遥 既要上班又要
带孩子的女儿尧女婿袁到了医院不撵不回袁每到一
个医院总是抢着给我用钱遥 除此之外袁工作单位

的同仁们也纷纷联系我或我妻子袁 关心我的病
情袁询问我住院治疗及手术费有无困难遥 多年来袁
因我爱好新闻尧文学尧摄影袁无形中结识下一大批
志趣相投的文友尧摄友以及被我宣传过的野名人冶
也致电关心我的身体状况仍然令我至今感动遥

不幸中的万幸袁 从住院接受检查治疗开始袁
我也遇到了许多医者仁心的好医生尧 好护士袁正
是他们以精湛的医技为我确诊尧给我治疗袁竭力
从非亡即残线上将我拽了回来遥 令我今生不会忘
记的是上海中山医院心外科副主任杨兆华医师袁
在我预约有误尧求医被拒尧不知如何之时袁是在他
周末加班尧我临时挂号下得到接诊遥 他待人亲切尧
问诊细致遥 即使在我手术后离开中山进入康复医
院袁 他仍一直关心着我用药及身体恢复情况袁坚
持每个星期专程看望一次最终经检查相关科目
达标后方才让我出院回家遥

人生无常谁能晓钥牵挂似山得依靠遥闯过野大
关冶身体渐愈的我袁通过这次野大病冶求医感悟到袁
是亲情的期待尧友情的温暖尧组织的关爱尧医生的
执着袁激发起我不畏将来尧配合治疗及战胜病魔
的信念与决心袁使我终又回归大家遥 人生不易袁我
将珍惜和记住这份情谊曰不负余生袁在今后的岁
月里我将以自己的擅长弘扬正能量袁努力让更多
的人得到野牵挂冶遥

“牵挂”似山
荫 郭开国

可怜天下父母心遥 为人父母
的都一样袁总有一颗操不完的心遥
一件接着一件袁一年接着一年院孩
子出生后袁 希望他一天一天快快
长大袁少生病尧多长个曰孩子上学
后袁 期盼他一学期一学期快快进
步袁考高分尧少犯错曰待到进入青
春期袁盼望他一年一年快快成熟袁
少愤世尧多阳光遥 孩子们到了该谈
婚论嫁的年段袁 父母的心会更加
着急袁希望他们早日找到另一半袁
建立自己的小家庭遥

如今袁在女儿的恋爱问题上袁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操心事遥 在女
儿上中学时袁 责令孩子千万不能
触碰袁孩子也很听话没有早恋遥 在
读大学时袁 又要求孩子把心思用
在学业上袁最好不谈袁孩子也做得
很好遥 现在孩子工作两年了袁在人
生流程上袁到了该结婚的年段袁但
她此时却一点动静都没有遥 孩子
抱怨院野又不是机器袁 哪能一个操
作就立即完成了程序切换遥 冶我们
一催袁她就说院野别急袁慢慢地等袁
他就在不远处站着呢遥 冶唉袁早知
如此袁 还真不如让她在大学时就

谈好对象遥 现在女儿的恋爱婚姻问题袁成了我生活中大
大的问题遥

有此问题的袁当然还不只是我遥最近一好友告诉我袁
有一个专门替孩子相亲而建立的微信群遥得知后我欣喜
若狂袁立马加入了相亲群遥 好家伙袁群里已有 300多名群
友遥从早到晚袁围绕儿女们的恋爱事袁群里的父母讨论异
常地热烈袁 活脱就是一个现实社会在虚拟空间的写真遥
群主和热心的几个群友负责做孩子信息收集袁并定期以
表格形式公布袁我也将女儿的信息按要求发了过去遥 没
过两天袁孩子们的全部信息表发过来了遥 我急切地研究
表中信息袁大大地吃了一惊遥 200多个孩子袁女孩竟占三
分之二还多袁而且学历高尧工作好尧年龄大的又占八成以
上袁顿感自己压力山大遥好在我女儿年龄不大袁让我又有
一丝小庆幸遥

结合表格的信息和群里家长们的发言袁我认真地研
究每个男生基本信息袁寻找可以联系沟通的对象遥 尝试
联系了几个年龄相仿男生的父母私聊袁起初父母间的沟
通还是比较顺畅和投机的袁但谈到最后袁由于各种原因袁
常常是乘兴而谈尧败兴而退遥 也偶有孩子们勉强同意见
面袁但见一面后也就再无下文了遥

相亲群袁不断有新成员加入袁但极少有人退出袁因为
虽然成功少之又少袁但只要在群里袁总还有一份希望袁值
得父母们为之等待遥 每每有新人入群袁都会增加一份希
望袁既对进群的新人袁也对在群的老同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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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的母亲袁退休前是个中学
老师遥丈夫过世多年遥她胃寒袁对空
调深恶痛绝遥 入夏袁她都要一个人
到省外山中避暑遥 租当地农民的房
间袁住上三个月袁天凉了再出山遥

第一年袁 朋友有点不放心袁我
曾受托去拜访过遥 翠竹环绕的山
村袁 她妈妈租住的农舍是个独院遥
房间不是很大袁但有网络袁有单独
卫生间尧洗衣机袁透过窗户看出去
竹影婆娑遥 房子前面有小溪袁有个
很大的院子袁种花也种菜遥 如果不
怕辛劳袁可以和主人一起下地拔草

翻地遥 一日三餐搭伙或自己下厨都可以遥
那家人很忠厚朴实袁种的花任她剪袁家里的桃子尧梨

子随便吃遥朋友妈妈觉得白吃人家的不好袁中学高级教师
顺便发挥余热袁就给那家上初中的女孩补习数学遥人家觉
得占了她大便宜过意不去袁每日早餐袁除了柴锅熬得稠稠
的粥袁跟孩子一样袁给她额外加个土鸡蛋遥 男人隔三差五
还到溪沟里抓鱼逮虾袁烧得鲜甜袁表示谢意遥

生活简单但很放松袁心情非常愉快遥每次朋友去接妈
妈回家袁如一株行走的圣诞树袁手提袁肩挂袁干菜尧茶叶尧鸡
蛋袁都是那家送的遥 前几年曾患有轻微脑梗袁不知道是不
是得益每年的野夏疗冶袁她妈妈的身体越来越好袁再没犯过
病遥

越来越多的城里人渴望回归自然袁在乡下有个家袁随
时能入住接接地气遥但目标实现起来并不容易遥其实并不
一定要去圈地造房子啊遥 本来求自然的生活袁 反因此而
累袁不值得遥嫌民宿价格高袁可以与村民同住袁享受乡村的
惬意和清新遥 简简单单就能给生命带来多元和精彩遥

共享能够让资源活化袁 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便利
和美好遥 小到充电宝尧雨伞尧冷柜袁大到单车尧汽车尧房子袁
甚至教育袁600万学生参与的网络课程野慕课冶袁正向地球
的每个角落渗透遥

最近我与人共享了家里的车位遥
我家在城西老城区袁周一到周五的白天袁路边的车位

经常一位难求遥 而我每天早上八点不到袁车开出到单位袁
要下午六点才回家袁 整整一个白天车位虚设遥 有一天我
想袁这样资产闲置简直是一种浪费袁不如共享出去袁给他
人方便袁对自己又无损袁想想都让人兴奋遥 我就在朋友圈
发了个信息袁没想到很快有了反馈遥 有个小学生的爸爸袁
说自己每天要送孩子上学袁早上卡着时间到公司袁有时要
绕很多的路才能把车停上袁特别犯愁遥我就把自家车位白
天的使用权给了他遥看到那人感激不尽袁有大朵欢乐的水
花在我心里荡漾开来遥

叶孟子窑梁惠王下曳有句流传千古的话院独乐乐与众乐
乐袁孰乐钥 标准答案是院野不若与众遥 冶共享袁是双向的遥 把
自己的东西拿出来跟需要的人一起分享袁 不但让别人享
受到好袁也快乐了自己遥现代社会袁共享越来越方便袁我们
要做的袁就是学会这么做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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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住在五楼袁也许占有天时尧地利之故袁邻家的鸽
子成了我家窗台的常客遥

早晨袁我还没有起床袁邻家的鸽子就来光顾了袁在窗
台上野咕咕冶地叫着遥这个时候袁我反正也睡不着了袁听鸽
子叫也是一种享受遥 那叫声袁一唱一和袁卿卿我我曰别看
我本事不大袁久而久之还真悟出点什么袁肯定一雌一雄袁
在谈情说爱呢浴

那一天袁为了见证自己的判断袁我特地早起袁站在阳
台上看着它们遥 不错的袁两只鸽子袁亲昵地站在一起遥 鸽
子一只是白色的袁身上夹杂了几点灰色袁没有一点儿章
法曰另一只是灰色的袁脖子那里有一圈蓝绿错杂的羽毛遥
它们的眼睛都小小的尧圆圆的尧黄黄的遥 凭我的判断袁白
色是雄鸽袁灰色的是雌鸽要要要女人爱美袁鸽子亦然遥

野夫唱妇随冶袁这只鸽子野咕咕冶几下子袁那只鸽子就
会回应遥 一会儿袁它们谁也懒得叫了袁就目视着远方袁望
着同一个方向曰不约而同袁振翅飞向不远处遥 这两只鸽
子袁是邻居饲养的袁它们很乖袁一天到晚袁就在我们这几
幢楼之间转悠曰偶尔到路对面的田野里撒一下野袁也在
目之所及的范围内遥

邻居别出心裁袁 在自家的窗台上开了一个小门袁就
可以爬到商店的楼顶上袁开辟一片新的天地遥 他们拉上
来一些土袁用砖围起来袁在里面种些菜尧花什么的曰还垒

了一个狗窝袁养了一只小布袋狗袁那狗一天到晚野汪汪冶
的袁也不知叫给谁听遥鸽子巢就在狗窝的上面袁怕被风刮
走了袁用块大条石压着呢遥

上下邻居袁鸽子和小狗相安无事遥 中午袁阳光温暖袁
两只鸽子就站在那块条石上袁梳理梳理羽毛袁说说话袁温
馨和睦得很遥小狗卧在窝前袁眼巴巴地看着它们袁只有羡
慕的份遥 野君子不夺人之美冶袁等到鸽子恩爱够了袁飞到远
处袁小狗才发泄心中的醋意袁对着天空叫几声袁自我减
压遥

下雨了袁这对鸽子有家不回袁却在我的窗台上浪漫
起来遥它们浑身湿漉漉的袁下意识地往窗台里面凑凑袁尽
量少淋点雨遥 天冷袁还刮着风袁它们一直挪动着身子袁给
自己增加些热量曰 自然袁 谈情说爱是少不了的袁野咕咕冶
野咕咕冶噎噎我听不懂鸟语袁但一定是最暖心的话语遥 你
看它们的眼睛袁 一直望着迷蒙的远方要要要这样的日子袁
破坏了它们的雅兴袁说不定它们心里也在盼着晴天遥

下午袁我有写作的习惯袁往往趴在书桌前构思些文
字遥鸽子呢钥就在窗户外面袁休闲娱乐遥我们之间虽然只
隔着一层玻璃袁就犹如隔着一个世界袁井水不犯河水遥经
过玻璃的过滤袁它们的叫声微乎其微遥

我写了一段文字袁一扭头袁发现它们不在了袁不知飞
到哪里潇洒去了遥 等这篇文章快写完的时候袁它们不知
什么时候又回来了袁 一只正在给另一只梳理羽毛呢袁竟
然在我的眼皮底下卖弄恩爱遥

傍晚袁夕阳如火袁映红了半边天空袁也映红了楼顶遥
那两只鸽子袁正站在楼顶的太阳能上袁衬托着身后蓝红
相交的天空袁活脱脱一道风景遥我用手机拍了几次袁效果
都不理想袁这幅写意画袁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袁不是吗钥

在这个陌生的县城里袁人都忙忙碌碌遥 只有这对鸽
子袁是我家的常客袁是我最温馨的邻居袁我很知足遥

邻家的鸽子
荫 李固国

孔子曰院野三人行袁必有我师焉遥 冶人生路上总需要有那么几
个同行者袁得之袁乃人生一大幸事遥 而我袁在逐梦之旅上袁有许多
小确幸遥

这诚然称得上野小确幸冶袁毕竟我所做的袁是同龄人不愿意做
的事遥譬如追求文学和写作袁着实耗费脑筋袁每每构思需几日袁写
成千把字的文章至少得半天遥于我们普通人而言袁这绞尽脑汁而
成的文章并不能全部问世袁当然更指不上靠其谋生立业遥但我总
觉得阅读和写作能沉淀人的性子袁写作并非只是为了写作袁更能
培养我们观察和热爱生活的能力袁 叫我们学会常怀人文之情关
爱周遭的一切遥

于是袁这些年来袁不论工作多忙袁我始终坚持每天阅读尧每周
撰写一文的习惯遥 尽管有人劝我不用多费这些脑力袁 但幸运的
是袁在前进的路上袁更得到许多同道中人的支持遥 他们并不全然
为我欢呼袁有的甚至不留情面地指出我文中的不足遥想到自己辛
苦写成的文章被改得面目全非袁当时非常气愤尧不服遥现在想来袁
也正是他们一直以来的严格要求袁才让我在文学的野苦旅冶上越
走越远遥

在文学的道路孜孜以求的时候袁 一不小心也成了一名文学
作品的朗读志愿者袁为一个文学原创平台诵读作品遥刚开始我读
的也只是我自己的文章袁近来有了朗读他人文章的机会袁要求一
日内朗读完七八篇文章遥 因不能占用工作时间袁任务重袁不得已
只好求助两位当老师的好友遥没想到她们一口答应了袁更让我感
动的是袁开学正是老师们最忙碌的时候袁她们没有因为成山的学
生习题犹豫推辞袁更顾不上陪伴幼小的孩子遥其中一个好友的孩
子还正在发烧袁她利用中午休息时间袁高质量地完成了朗读袁且
读完后还兴奋地说野文字是有温度的袁通过朗诵去体会感受袁是
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冶袁 并同我一样认为自己从中学到了许多袁
成长比奖励更重要遥

著名文学家鲁迅先生曾赠书挚友瞿秋白院野人生得一知己足
矣袁斯世当同怀视之遥冶人生的路必须靠自己走袁得到一个充分理
解自己的好友实属不易袁而我袁幸运的是在每一段成长的路途中
都能遇到知我心的同行者袁 也真正体会到比起独自努力和孤芳
自赏袁被人理解和一同进步是更加幸福的事儿遥

人生需要同行者
荫 邱玲娜

怀念一个人袁常常念着他的好尧他的善尧他的日
常点点滴滴袁甚至是某件简单却又难忘的事遥 每当
关注野春雨惊春清谷天冶时袁我自然而然地会想起
他袁既是长者又是领导袁还是精彩的农村野谚语的专
家冶遥

岁月不居袁光阴如梭遥 出了校门进农门袁老家人
高待我这个回乡青年袁 要我为乡亲们弄账理财袁为
庄上几十户人家服务遥 借此袁我也有不少的机会参
加乡里举行的相关会议袁听过时任党委书记李铸九
的讲话袁让我受益匪浅袁年以我不时记下最精彩的
李式野农谚冶遥

一次冬训讲课袁老书记在动员追施腊肥时是这
样说的院野腊肥如筛糠袁腊肥似参汤袁腊肥能串墒遥 冶
三句话简洁明了易记袁把腊肥的好处重要性就讲清
楚了袁这个印象特别的深遥 秋播现场会上袁老书记强
调挖墑沟的要求院野无墒挖一条袁浅墒加一锹袁深墒
捞一捞袁竖墒腰墑田头墑袁墑墑通沟袁雨过田干遥 冶把
怎么挖尧什么标准尧达到目的讲得一清二楚遥 那时栽
秧野对六棵冶袁常规稻密植为主袁他总结为野横六竖十
三袁准直不准弯袁只要不倒袁越浅越好遥 冶野横六冶就是
一公尺内行距 6棵袁野竖十三冶指一公尺株距 13棵袁
都是包头包尾算的袁精短四句话袁把插秧的技术要
领全部概括了袁农民一听就懂遥

过去棉花是乡村主要经济作物袁棉花打顶是一
项时间性很紧的活遥 为此袁每年乡里都要开广播会尧
现场会袁 李老书记总结出来几句话院野一心掐其中袁
上封下不封袁行间一条缝袁太阳晒当中袁下部好透
风遥 冶棉花掐心打头的要求及规范一目了然遥 棉花
野三找六净冶时袁便有了野一棵棉花转三转袁一亩还拾
二斤半冶遥 扩种棉花时提出袁野丈把长尺把宽袁能种一
行种一行袁能栽一棵栽一棵遥 冶对沿河沿路样板田袁

要做到田尧路尧沟十二面光袁还要野内外一色袁路边突
出冶遥 为了棉花抗旱保出苗袁那个年代要大水漫灌袁
田里撑住脚就要及时松土不然会返碱冒盐硝袁我的
村里试验用三齿小爪子凿(方言足)棉花行子袁老书
记总结为院野深度一二三袁准捉不准翻遥 冶即棉花周围
凿一寸袁小行凿二寸袁大行凿三寸袁只能破地皮捉透
气不能翻土袁刚刚水漫过翻土伤了棉花根须就会死
苗遥

还有用人来打比方的 野农谚冶袁 也通俗形象好
记袁比如追了腊肥后起春时麦田打耙袁要由南向北
退步打袁越冬麦苗正好起身抬头袁褪去黄叶太阳晒
到根部袁 李老书记是这样表述的袁野好比一个人袁蓬
头垢面袁先去剪个头袁再去洗把澡袁然后切盘熏烧
肉袁喝上二两酒袁上下舒服袁内外开心遥 冶把麦田打耙
的技术要点赋予雅俗之中袁 让人听了就忘不了袁等
等袁都用群众语言袁讲透通用技术遥

几十年前袁农民不容易接受新技术袁有些专用
术语更听不懂袁而运用喜闻乐见的群众语言袁群众
觉得亲切自然袁学得很快遥 就像用农药时袁县里技术
人员讲毎亩 15毫升袁农民问等于多少钥 过去都是一
公斤玻璃瓶装袁瓶子上有大刻度袁农民就不晓得具
体到喷雾器一桶水要倒多少农药了袁村组干部就宣
传为约一瓶盖半或两瓶盖子袁群众一听就记住了遥

野向群众学习语言袁要甘当小学生袁和群众打交
道袁必须把自己当群众遥 冶只有野声入冶没有野身入冶
者袁是不会把话说到群众心里去的袁群众也不会把
你当自家人遥 这些精彩的朗朗上口的野农谚冶俗语袁
都与老书记善于总结提练是分不开的袁虽有时代烙
印袁但一样有智慧的光芒遥 现在每每想起野农谚冶袁就
会想起心系野三农冶的老书记遥

老书记的“谚语”
荫 邹德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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