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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大年初一
腊 月 二 十 三 ，一 边 看 电 视 连 续
剧，一边干活。我把每个门、每把椅
子、每个边角都清洗干净。半盆加了
洗洁精的水、两块抹布、一双手，上来
下去，简单又直接，这是生活最质朴
的韵律。人，已不是当年的人，活儿，
得化整为零地干，不为别的，只为那
个小人儿第一次回家过年。
电视剧真好看，那些古代人物，
在唐宋、明清或五代十国的背景里来
来往往，征战厮杀，彪悍又温婉。他
们在十里长亭揖别，又在淡薄的时光
里重逢，
情思纷纷……
长风夕阳无数山，我想见宋代大
将军曲端。琴棋书画，飞鸽点兵，一
时英雄无两，
却在 41 岁枉死恭州。夫
人和八个儿子跟随他的部下来到唐
州，栖身在一间瓜庵里。三年后，皇
帝亲下罪己诏，为曲端平反昭雪，子
孙绵延，
今已达 3 万余人。
小到一脉中的一支，
从小到大，
我
无数次听祖母和父亲讲述家族往事。
刻骨铭心，
有一个血色的大年初一。
《唐河县志》“
：民国十八年 2 月 10
日，农历正月初一，原建国军李万林
部在驻马店战败后，经泌阳逃往唐河
县城烧杀奸掠。冯玉祥派宋天才、孙
阙成两个团南北夹击，攻入县城，毙
李 部 1000 余 人 ，俘 敌 一 部 ，残 敌 北
逃。
”
志书之外我还得知，父亲恰生在
那年腊月初四，他出生的时候，闻名
乡里的曲好家儿是大户，乡下有地，
县城里有商铺，有黛瓦青砖的绣楼，
有高大的梧桐树，有女嫂，有丫鬟，有
厨子，有账房，有一群相公、伙计。那
是一处三合斗宅，临街一排门面房。

西去百余米，便是通江达海的天然大
码头，生意红火，日子安稳。人说父
亲生来耳朵扇风，是败家的祖宗。他
还没满月，县城破，生意毁，刚从汉口
进货回来的两条大船也被洗劫一空。
那个大年三十夜，月子里的祖母
睡不着，听见铿铿放枪，觉得不对劲
儿，喊祖父喊不醒，就过去推他，祖父
说：
“推我弄啥哩，该烧起年纸儿了？”
祖母说：
“ 你听，这可不像是放炮，明
明是放枪，
土匪进城了，
你快跑吧！
”
祖父赶紧起来，叫醒曾祖父，把
他推上房坡，藏进两道山墙的夹缝
里。祖父年轻胆子大，翻过比较低的
西墙，去乡下送信儿。大爷家有个姑
十四五岁，二爷家有个姑七八岁，祖
母把祖父支床板的两个货柜掀开，让
她俩躲在下面。急中生智，她把尿罐
里的尿倒一半在地上，撒一层草木
灰，扔几块没洗的尿布片子，转身将
金银首饰丢进尿罐里。匪兵砸开门
进来，伸头往屋里看看，又臊又臭，扭
头走了。
祖母心好，见有个上年纪的伤兵
可怜，就让他躺在另一间屋里。又有
匪兵来要银元，祖母说：
“ 老总啊，俺
是个月子人，你看看，啥也没有。”那
人说：
“你的脸白大白大，会是个月子
人？再不拿出来，顷刻拉出去枪毙
你！”这时，受伤的老兵发话了：
“你要
是打了月子人，你的枪就不听使唤
了！
”
祖母这才躲过一劫。
可怜的曾祖母，穿着大皮袄，来
一拨人打她一回。好容易等那些人
离地儿，祖母说：
“ 妈呀，你赶快把皮
袄脱了他们就不打你了。”刚脱下一
只袖子，匪兵又来了，说她们在藏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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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令敏（河南平顶山）
元，又要打。祖母推着枪托子说：
“老
奶子脊梁上长个瘩背，我让她脱下来
看看。都到这个时候了，有多少银元
也搜完了。”那个人转身走了。大皮
袄脱下来压在身子底下，果然没人再
打曾祖母了。
二奶被枪指着给匪兵下饺子，他
们从别处抢来的饺子也在这院下，一
锅连一锅，二奶连一碗汤也不能喝。
那些歹徒只要银元，把商铺里的铜钱
一筛子一筛子倒在大街上。他们吃
点心只拣好的，不好的扔在大门口的
接脚石上。那个七八岁的姑姑饿得
从货柜里爬出来，过去捡着吃，匪兵
看见了，
舀一提子煤油泼在上面。
后半晌，冯玉祥的队伍赶到了，
匪兵相互传信儿：
“ 喂——不好了！
狗子到了！有风了！”县城被围住，他
们只好死守西门。西门是个拐弯门，
城门朝南，匪兵根本冲不出去，被打
死的人堆得跟山崖一样。
一 看 有 救 了 ，曾 祖 母 站 在 院 里
哭：
“小娃他叔不知道打死到哪儿了，
小娃也不知道跑出去没有……”曾祖
父听见赶紧答应：
“ 没死，我在房子
上！放心吧，
小娃也没事儿。
”
那是一个枪声当爆竹的大年初一。
想这一脉人烟，几多生死悲欢，
尽皆哑默在子孙后代的潜意识里，
在咧嘴一笑的眉眼间，在举手投足
的模样里，我在小孙女身上认出来，
仿若春花扑扑绽放。这，就是血亲。
回过神，看见了沙发、茶几、餐
桌，看见了挂在墙上的智能电视机，
看见了台式、手提式、板式电脑，还
有联通世界的手机……尽管还不曾
升入中产阶级，
我也已经很知足了。

2018（戊戌）年新春联
精准扶贫，鹰城春意闹，
攻关致富，尧澧画图新

十九大开拓康乐景，
双百年唱响复兴歌

抓铁有痕，
幸福全凭奋斗，
踩石留印，
小康务必有为

金鸡挺立中华铺锦绣,
伟业新兴时代绘宏图
（杨 晓 宇）
惠政春风撑爱伞，
脱贫乐事遍鹰城

瑞雪迎春，神州壮美，
鹰城贺岁，气象万千
（刘尊法）
冬去金鸡增福寿，
春来玉犬旺人财
雪映红梅开五福，
天翔紫燕剪三春
春光骀荡鹰城美，
梦想腾飞骏业兴
（张振发）
惠政动银锄，春开旺景，
鹰城追大梦，花满征途
履新时代吉祥美，
贺岁鹰城欢乐多
政惠农家奔富路，
胸怀使命践初心
（丁学锋）
瑞雪迎春生紫气，
寒梅怒放兆丰年
鸡唱鹰城春意闹，
犬歌滍水福星来
龙腾虎跃千家乐，
燕舞莺歌万户春
（陈彦超）
金鸡辞岁，
舜日尧天光禹甸，
玉犬报春，
年丰人寿壮神州

扶贫频送三春暖，
共富不教一户寒
鹰城唱响脱贫曲，
汝水涌来共富潮
（谢 振 功）
鹰击长空祥接地，
城闻忠犬旺连年
高铁载春传捷报，
惠风入户贺新年
合影平湖春上镜，
干杯盛世福生根
（翟 红 本）
神州添秀色，
禹甸发春华
惠风和畅人增寿，
春雨滋荣地出金
春风吹绿湛河柳，
时雨浇红应国花
（陈 钧 鸿）
善政扶贫圆美梦，
励精致富展宏图
（陈 福 庆）
（平 顶 山 市 诗 词
楹 联 学 会 供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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