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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我回家吃饭，刚进门，妈妈就端出了一碗鸡汤，黄黄的鸡油，大块的鸡肉，上面还飘着几
颗红枣，香气扑鼻，闻得我食指大动。“先去洗手，再来喝汤！”妈妈说。我边喝鸡汤边跟妈妈聊天：

“妈，今天是啥日子啊？那么隆重，饭前还有鸡汤喝的？”“你今天不是体检的吗？肯定没少抽血
吧！这鸡汤熬了两个多小时……”妈妈打开了话匣子……

原来是这样啊，我恍然大悟。前几天无意间跟爸妈提起体检的事，没想到爸妈记在心里了，怕
我抽血抽晕了，算好日子，做了鸡汤给我补身体。说实话，我这个年纪抽这点血根本不算什么，我
自己也没放在心上，体检完了回单位忙了一上午，根本没觉得身体有什么不适。

妈妈的一碗鸡汤补血更暖心。突然觉得，父母在，不论年纪，我永远都能做个孩子！
——选自“魏小莲子”的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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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风情

我喜欢裙子，根源是小时候
没有穿过裙子。那时，我在《少
先队员》《儿童画报》上看到小女
孩都穿着裙子，真好看。可我没
有裙子，穿裙子只能是我无法实
现的美好期盼。

这份喜爱，让我在进入知天
命的年龄段后，常常会一下子给
孙女买很多款漂亮小裙子。

有一天，我在网上订购的好
几条小裙子，同时收到了。我迫
不及待地撕开包装，把漂亮的小
裙子一件件抖开来看。裙子很
是漂亮，但我发现，似乎少了一
件。那是一件绿色短袖裙，胸口
有一朵金黄色的向日葵。我翻
来覆去找，还是没找到。我想给
快递打电话，想想还是忍了，晚
上打电话不礼貌，快递员也该休
息了，我不应该把工作上的事强
行带入快递员家的卧室。

可我还是很烦心。到了白
天，我赶紧询问菜鸟驿站，再打
快递员电话，都说没有找到。投
递公司的客服电话打来，说如果
物品丢失了，快递员会进行赔
偿，还问我裙子的价格。一番交

流后，客服告诉我，像我这种情
况，按照规定，投递员需要赔偿
500元。500元，快递员得拉多
少车快递才能赚到？

客服还告诉我，这事公司会
记录在案，并影响到快递员的业
绩考核。听到这里，我马上回
答，不要赔偿了，衣服并不贵，再
说，快递员不容易，每天要送那
么多快递，出点差错也可以理
解。客服说：“亲，你是好人。好
人一生平安！”

我挂断电话，在手机上点击
了“确认收货”，并重新下单买了
这条小裙子。

虽然没有收到小裙子，但我
收获了“好人一生平安”，我觉得
并不亏。17世纪中期的欧洲暴发
了一场空前绝后的传染病——黑
死病，但在英伦半岛北部的亚姆
村，却在威廉牧师的劝说下，集
体用生命阻断疫情。绝大多数
村民，包括威廉牧师自己，都因
感染而死。他说：“把善良传递
下去。”我或许做不了威廉牧师
那样的义举，但也愿为“传递善
良”尽一份力。 （诸祁莹）

周六下午，外子提议去老
家看望婆婆，我欣然同意。车
子停在老家门口，车门刚打开，
正在堂屋做作业的侄孙就飞奔
出来，欢快地叫着“小爷爷”“小
奶奶”。大嫂养的狗，也绕在我
俩脚边亲热地嗅着，身后还扑
腾着几只小奶狗。

婆婆听到声音，出门迎我
们，苍老枯瘦的脸上，每条皱纹
里都盈溢着欢喜。外子揽着婆
婆，母子并肩，互怜清瘦。

大哥正在收拾农具，大嫂
准备着晚饭。外子看见菜园里
锄了一半的地，就脱了外套，拿
了把铁耙，锄起地来，那架式十
足，赚得邻人笑赞 ：“基本功还
在。”我看旁边卷心菜肥硕结
实，便向大嫂要了镰刀，割了两
颗。大嫂知晓我爱吃韭菜，又
让我去邻居菜园里割。我问：

“要不要说一声？”大嫂说：“没
关系，我们经常这样互相吃对
方的菜。”我也就不客气地拿上
镰刀篮子，去割了两畦韭菜。

临近傍晚，村子上空飘荡
着饭菜的香气，这时最热闹的
莫过于乡下的灶间。外子锄好
地，帮大嫂烧火。因为知道我
们爱吃土灶菜，每次回乡下，大

嫂都尽量在土灶上做饭炒菜给
我们吃。大哥也收拾好农具，
坐在后门口剪蛳螺——爆炒蛳
螺，是外子的最爱！灶台上蒸
气四溢，白雾缭绕，灶膛里柴禾

“哔叭”，红红炉火映在外子脸
上……小侄孙已做完作业，与
小伙伴们在村西头的篮球场上
追逐嬉戏，一如稼轩长短句里

“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
蓬”的即视感。婆婆和几个老
人在闲话家常，小狗们在她们
周围扑腾戏耍。

一番洗烧煎煮，几个家常
小菜端上了桌，大嫂放下锅铲，
出门呼唤孙子回来吃晚饭；大
哥倒了两杯桑椹酒，色泽深红，
忒是诱人；外子已迫不及待嘬
起蛳螺。几道家常小菜，不见
山珍海味，却让我们的味蕾快
速苏醒活跃起来！

我们准备返回时，小嫂也
已下班回来了，赶忙拿了一筐
自家的土鸡蛋让我们带走。一
如以往，我们车子的后备箱里
塞了满满当当的瓜果禽蛋蔬
菜。

也许，最美的味道就在乡
间的灶台上，那是家的味道。

（汤华芳）

在我家后院的院门外，有
一棵老油树。

她的样子和村里其他油树
不大一样，叶子比那些油树要
小，树身也干净，有一种秀气的
美。父亲说，她是一棵白油树，
木质比一般的油树更坚硬。我
问父亲这棵油树是谁种的，他说
大概是我爷爷的爷爷种的，反正
他小时候这棵树就长在那里了。

二月，老油树发芽。三月，
老油树开花，每根枝条上都串
满了绿的圆的像铜钱一样的
花。父亲忆苦思甜的时候，会
说他小时候饿得连老油树的叶
子都吃。父亲嘴里的油树叶子
其实就是油树花，别名榆钱。
我没吃过榆钱，但一直好奇榆
钱的味道。一方面是嘴馋，另
一方面这可能也是人类的天
性。植物光看看是不够的，唯
有吃了，尝了味道，才算了解。

比如老油树边上的那棵楝
树，结出的楝树果果我尝过，是
苦的。大人说，楝树果果有毒，
吃了耳朵要聋。楝树五月里开
出紫色的小花，淡雅，飘逸，果
子却不能吃，可惜了。还不如
隔壁那棵苟树可爱。苟树在夏
秋之际，会结出红红的果子。
果子掉在地上，捡一颗偷偷放
进嘴里，呀，甜甜的，很好吃。
母亲却说这果子邋遢：“你看不
见绿头苍蝇在果果上爬？”我不
是没有看见，而是苍蝇的脏敌
不过果果的甜。

老油树面前，是一个飘满
了浮萍的小池塘。有浮萍的池
塘总是静的，那种静很容易让
人联想到水鬼。村里的大人们
为了不让小孩去玩水，便用水
鬼来吓唬小孩。这种吓唬对我
这种胆小鬼来说很有效果。但
水里真的有其他邪恶的东西，
那就是蛇。我曾经看到池塘里

冒出一个头顶浮萍的家伙，它
探头探脑一番，然后一扭身就
不见了。

又一年夏天，我家西隔壁
的小哥哥掉进了池塘。要不是
父亲正好经过，后果真不敢
想。小哥哥的妈妈一边帮他清
洗身体，一边追问他去池塘边
做什么。小哥哥吓得嘴唇都是
紫的。小哥哥的奶奶则心肝宝
贝了好一阵。惊魂稍定后，小
哥哥才吐出实情，他是爬到老
油树上掏鸟窝不小心掉进池塘
的。那是我记忆中老油树受最
大惊吓的一天。

在不断交替更迭的四季
里，我和老油树一起，无声成
长。有一天，我离开了家。

小村也在悄然变化着。村
里的树越来越少，房子越来越
多。再后来，年轻人和孩子们
都陆续去了城里，留下父亲这
一辈守着那些空房子和家里的
地。只有老油树还是老模样。

那日父亲在电话里说，前段
时间村里来了几个伐木的，他们
用伐木机把村里的树都砍光了。

“那老油树呢？”
父亲说，老油树还在，他对

那几个砍树的人说：“两百多岁
的树，你们砍得下手吗？”

老油树逃过一劫。
我不由得为老油树将来的

命运担忧。父亲却坚定地说，只
要他还在，他就不让外人来砍。

老油树留给父亲的记忆，
一定比我多。可父亲不晓得，
这很可能是他的一厢情愿，也
许，就在不久的将来，这个小村
也要消失。

小村消失的时候，老油树
也会消失吗？

但愿不会。但愿她还是一
棵树，依然立在老地方，我家后
院的院门外，池塘边。（朱雪飞）

迟来的婚纱照迟来的婚纱照
左男右女

两年前，因为买了一套大
房子，全家人便提议将原来住
的老房子卖掉。没想到卖房子
竟然还需要结婚证，可我们结
婚已四十多年时间，当时办的
结婚证早就找不到了。无奈之
下，我只能跑到民政局和老伴
补办了一张结婚证。

令我没想到的是，自从补
拍了那张结婚照后，老伴便开
始“心有千千结”了，隔三差五
明里暗里地对我说，现在年轻
人结婚都拍婚纱照，我们好不
容易“又结了一次婚”，是不是
也像年轻人那样，正儿八经地
也拍一张婚纱照，跟随潮流一
回。为了证明不是她自己心血
来潮的想法，老伴还特地将她
老同学发在微信群的婚纱照拿
给我看，声称人家都可以“再年
轻一回”，我们为什么不能“潇
洒拍一回”？

老伴虽然没读过几天书，
但奈何口才好，经常能将一件
我不太愿意的事情，经过她的

“煽风点火”，最后满口答应下
来。这次拍婚纱照的事情，说
实话开始我还真的不太愿意，
一大把年纪了，满脸的褶子，照
什么婚纱照呀！不过，看了老
伴同学拍的婚纱照后，我发现
还真是“养眼”，照片上人看起
来比实际年龄年轻不少。想

想，不管多大，女人都爱美，那
就满足老伴的心愿吧！

那天，我和老伴来到提前
预约好的照相馆后，工作人员
给我们又是试衣又是化妆，整
整捣腾了一个多小时。当老伴
穿着洁白的婚纱出现在我的眼
前里，我整个人都惊呆了：这
就是那个整天围着锅台转的
老婆子吗？穿上婚纱的老伴
不仅气质一下子提升不少，人
也感觉年轻很多，脸上的妆容
更是大方得体，看来还真是

“人靠衣服马靠鞍”啊。随后，
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我们大
概拍了有十几张不同姿势的照
片，每一张照片的效果看起来
都非常不错。最后，选了一张
大家都认为最好的照片，打算
放大后挂在卧室里，其他的则
制作成相册。

几天后，到了取照片的时
间，儿子特意开了车，将放大后
的婚纱照拉了回来。此时，家
里已经坐了一屋子人，大家都
等待着看“稀奇”。当我和老伴
的婚纱照“闪亮登场”后，大家
都说照得不错，看起来又年轻
又精神。说实话，我也注意到
了，婚纱照确实好看，因为老伴
笑得那么甜那样幸福，只要大
家都开心，还有比这更令人幸
福的事情吗？ （侯全生）

自从我们的新经理上任
后，大伙儿忽然发现，开会的次
数比以往多了起来。原本我们
每周只有一次的例会，变成了
现在两天一小会、三天一大会。

如果开会时，经理说一些对
工作有用的事情，相信大伙还能
坚持一会儿。然而每次开会，经
理全讲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
且一说就是两三个小时，听得大
伙儿昏昏欲睡。有时，经理实在
没话可说，便让大家自由发言，
并且“聊什么都行”。

不过每次开会时，大家都
是装装样子罢了。经理在上面
讲他的，我们在下面玩我们的，
经理从来没有批评过我们。

有一次，开完会的时间刚好
到了午饭时间，经理大手一挥:

“走，我请大家撮一顿去！”一听
有饭局，刚才还无精打采的我们

立即来了精神。于是，在经理的
带领下，我们美美地饱餐了一
顿。那次吃饭时，经理还向我们
保证，只要开会开到了饭点，他
一定会请大家吃饭。于是从那
以后，但凡再有会开，大家的精
神头比以前都要高涨。

有那么一两次，当我们开
完会走出会议室时，“恰好”碰
到老总下班，老总发现我们竟
然如此敬业，对我们的工作精
神赞不绝口，同时还当场夸赞
经理起了很好的带头作用。经
理只是谦虚地说，工作的需要，
应该的！几天后，在公司召开
的全体员工大会上，老总又将
我们的经理结结实实地表扬了
一番，并号召其他部门向我们
经理学习。两个月后，我们经
理“自然而然”地被提拔为了公
司的副总。 （姚秦川）

麻辣百家

经理爱开会经理爱开会

“把稻草说成金条”是对巧
舌如簧言过其实者的一种贬
损。但是在那个艰苦年代，稻草
对于农民来说，确实像金条一样
金贵。

秋收后，生产队把脱粒后的
稻草，一半按人口和工分分到
户，一半留在队里。

稻草是当年农家主要的燃
料，也是最好的燃料，烧饭、烧
菜、烧水、烧猪食，都要靠稻草。
麦收时会烧一二个月的麦秆作
补充，其余时间都烧稻草。稻草
不仅量比麦秆大，而且含丰富的
粗纤维，比麦秸火力旺，比麦秆
耐烧。

稻草是当年的紧缺生活资
料，远远不够烧。为了节省稻草，
农民都成了节能专家。他们创造
了最经济最节约的烧火办法——
把稻草打成不大不小的结。结打
大了，火力过大浪费；结打小了，
火力不够，也是浪费。草结塞进
灶膛，放在锅子下的正中位置，燃
烧热量均匀，还要把草结下的草
灰扒空，让稻草充分燃烧。灶台
上还会砌一只铁制的井罐，可以
利用柴草热量烧成半开的井罐
水。当烧好了饭菜或猪食，农民
们会在灶膛里放上一个山芋，收
工回来，山芋已经在稻草灰的余
热中烤熟，又香又甜。稻草灰还
是上好的农家肥料。

生产队留下的一半稻草，主
要也是做肥料。到了冬季，队里
的正劳力下河下塘罱河泥，罱上
来后，把稻草放在泥里搅拌，就
地堆好。开春时，把冬天垩好的
草泥和猪灰、绿肥等拌在草塘里
面。到了麦场收完，土地翻好，
草塘里的肥料就可以用作基肥。

稻草还是垫猪圈的好材料，

等稻草吸足了猪粪开始腐烂，这
样的稻草，又是有机肥料。把稻
草轧碎，再加点米糠，便是当年
猪的主要饲料。到了农闲，老农
们用一个铁钩摇起稻担绳和草
龙来。到了收麦场收稻场的时
候，要用稻担绳捆麦把捆稻把；
养蚕时，蚕要爬到草龙上吐丝成
茧。下雪天，手巧的女人在家里
搓草绳打成草鞋，不仅自己可以
穿，还可以到街上去卖。一双草
鞋虽然只能卖得三五分钱，也能
赚个酱盐钱。

到了冬天，稻草更是宝。那
时一条被子盖四季，冬天乡下又
比城里冷，但“千层盖不如一层
垫”，厚厚的稻草铺在身下，一条
薄薄的被子足以御寒。记得有
一个冬天的夜晚，天下着雪，雪
花透过墙缝吹到我的床上。醒
来一看，雪覆盖住了半条被子，
可是人一点不觉得冷。

稻草还是农民专用的手纸，
从稻草根部扯下几把草屑，揉成
团，擦起屁股又爽又干净，根本
用不着买草纸，又可以节约一笔
开支。

稻草一身都是宝，农民怎么
不把它当金条呢！

几十年过去，液化气取代了
稻草，化肥取代了稻草，席梦思
取代了稻草，皮鞋胶鞋取代了稻
草，上厕所再也用不着稻草屑
了，稻草成了多余物。

切莫把稻草当成废物，稻草
和我们曾有着如此亲密的关系，
为人类作出过特殊贡献，即使在
当前，也是可再生的能源，是即
将板结的土地渴望的有机肥
料。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
稻草都赛金条，期待它为人类发
挥更大的作用。 （史久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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