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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脂玉

一
大年三十， 传统意义上的团

圆日。 浓得化不开的雾霾笼在发
白的天上，几只麻雀叼着残羹冷炙有气无力地
飞过一排红砖房的屋顶。穿着红棉袄的小姑娘

就坐在其中一座红砖房的屋檐下， 遥望前方向无
限远处延伸开去的高架桥。

“外婆，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呢？ ”
“快了，快了……”
小姑娘的记忆中，一开始，爸爸妈妈只是一张照片。爸

爸严肃而僵硬地坐在一张木质的靠背椅上， 妈妈坐在旁
边，嘴唇上翘，眉目弯弯。 外婆和她说过，爸爸妈妈去了燕
城打工，已很久很久没有回来。

“那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呀？ ”
“等钱挣够了……”外婆说到这里，眼眶突然泛红。
“可是我想妈妈……我不要钱……我要妈妈……”小

女孩呜呜地哭起来。
外婆收了泪，拿起一张照片给孩子，“囡囡，快看照

片，来摸妈妈的脸，妈妈也在想囡囡，挣够钱了就回来
抱囡囡……”

可是钱什么时候才能挣够呢？
小姑娘没有继续问，老人也无法回答，只有叹息。

二
几个大年三十过去了，其中爹妈回来过几次，但都只

给小姑娘留下两个模糊的背影。
小姑娘渐渐长大，上了学，外婆渐渐老了，步履蹒跚。

“明天妈妈就回来了。 ”
去年接近年关的某个晚上，外婆突然对小姑娘说。

“是钱赚够了吗？ ”
“……是妈妈想你了……”
天色逐渐暗下去了。 灰白的天空转向深蓝，高架桥明

亮起来，像一条纤维在不断运动的绚目光带。
一个黄昏，妈妈就是从这条金线上回来的。 那时的小

姑娘带着紧张与焦急拼命向高架桥上张望，直到最后，一
双温热、指尖长满老茧的手覆上了她的眼睛。

“囡囡……”很温柔很温柔的女声，尾音却因激动和
泪水而沙哑，“猜猜我是谁？ ”

冷飕飕的夜风好像突然停下来了。 红砖房中，小盒子
似的电视机里，悠扬的女声回荡在院子中，回荡在夜晚的
田间，回荡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

“难忘……今宵，难忘今宵……”
小姑娘忽然哭了。

“妈妈！ ”
天涯海角的思念，终于在大年三十的夜晚得以实现。

三
“妈妈，我好想你……”沉浸在回忆里的小姑娘喃喃

道。
红砖房里飘出了蒸腊肉的香味， 隐隐约约能听见爆

竹炸裂的噼啪声。 她想起去年春节的每一个夜晚，妈妈就
在这样的环境中和她讲起城里的故事。

“妈妈，燕城是个怎样的地方呢？ ”
“燕城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地方，有高楼，有很多汽

车……当然还有爸爸妈妈。 ”
妈妈刹那间泛出微笑，嘴角上翘，眉目弯弯。照片上的

情景恍若重现，小姑娘下意识地看看床头柜，可木质的相
框却不翼而飞。

“照片到哪里去了？ ”小姑娘问。
“不要照片了。 ”妈妈搂住了她，“要是妈妈在你身边，

我们就不要相片好不好？ ”
“嗯！ ”
那时小姑娘的眼睛和现在一样充满期望。 天黑了，红

砖房慢慢亮起了暖黄色的灯。邻人家的儿子带着沉甸甸的
行李箱归家，外婆再次燃起了蒸锅下的炉火。

“外婆，”燃烧着希望的童声，“妈妈就要回来了吗？ ”
“还不知道……”沉重的叹息。

四
元宵节的时候，她听到了同样沉重的叹气声，来自外

婆———也许也来自妈妈。
“妈，”妈妈坐在煤球炉旁，膝上卧着迷迷瞪瞪的小姑

娘，“我明天就要走了。 ”
“明天就走？ 不能多请一点假吗？ ”外婆的话里带着失落。
“年休假全被我休完了，”妈妈伤感地说，“为了多陪陪

囡囡，我向厂里多请了十天假，再不上班，要被辞退的。 ”
“上班上班，每天只记得上班！”虽是责备的话，一说出

口全成了悲叹，“你们上班能挣多少钱？ 这些钱有什么用？
你们买得起房子吗？ ”

“可我能回来，全指着一点点省下来的钱！阿冲也想回
来呀，可他为了加班费，跟我说‘竹儿，你回去吧，把囡囡的
照片拍给我看’！ ” 妈妈的声音里夹杂着呜咽，“生活太苦
了！我们真不想守着照片过日子，我们每天都想您，想着囡
囡！ 可我们没钱！ ”

无言的沉默。
“你们什么时候会回来？ ”
“等钱挣够了……”
有什么东西砸在脸上，房子里下雨了吗？ 小姑娘转了

转头，妈妈的泪水慢慢滑落。
“等钱挣够了———可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外婆叹息

道。
小姑娘直到现在也没想明白。
第二天，妈妈走了。她捏着妈妈的衣角，一直送到第二

座山头。 眼泪浸湿了红棉袄的衣袖。
“妈妈，你不要走……囡囡不要钱，囡囡想和爸爸妈妈

在一起！ ”

五
除夕的夜晚没有月亮， 冷飕飕的夜风吹灭了星星的

灯。 燃放已尽的鞭炮碎屑散落在地，邻家的团圆饭已经接
近尾声。

“妈妈还会回来吗？ ”
小姑娘的声音飘散在漆黑一片的世界里。 她站起身，

最后一次将视线投向那条光带一般明亮的高架桥。樟树叶
簌簌地响着，就像妈妈给她哼过的歌谣。

晚上，小姑娘做了一个很美很美的梦。
她梦见妈妈抱着她笑盈盈地跟她讲着她最想听的童

话故事， 她梦见自己骑在爸爸的肩上在屋后的山顶上飞
奔，她梦见外婆穿着红彤彤的大棉袄坐在堂上给她发压岁
钱……

邓跃东

到朋友阿信那里去玩，她常常给我看她家
里人的照片。 阿信一个人在市里谋职，亲人们
都在家乡县里，离了几百里路，只能在翻看照
片中释放思念之情。

我觉得阿信的妈妈长得漂亮，有一种山里
人的矜持之美。阿信说，要说漂亮，家里面要数
外婆最有分量。她指给我看外婆各个时期的照
片。第一眼好像不太露相，多看几眼，感觉光彩
照人，尤其是五十岁以后，清癯、素雅、沉静，眼
神里写满了故事。 阿信的外婆不像山里的妇
人，我总想多看几眼，似乎能从凝视中看见过
往的风姿。

后来去阿信家，我总会主动提出看看外婆
的照片，边看边叹说漂亮，年轻时肯定更加俏
丽。 阿信说，外婆一直有这么漂亮，外公这样
说，家里其他人这样说，村里人也这样说。 但
是，外婆却说自己不漂亮，而且还说妈妈和姨
妈也不漂亮，说她们几个外孙女也不漂亮。

哪有这样的外婆，竟把女孩子的长相看得
如此普通，不漂亮也要往好里说呢。 是反着表
扬吧， 乡里人多是这样亲昵孩子的， 猫啊、狗
啊、石头棒槌一顿贱呼，其实是盼望孩子同样
壮实。阿信说，也不是这样，外婆对女眷们经常
都是一句话———你们妹子婆，长得不漂亮就要
贤惠一些。阿信总是疑惑不解，要贤惠能理解，
可是外婆却那么漂亮，难道还不如人意？

我对阿信外婆的禅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觉得老人家是个不简单的人，就要她讲讲外婆
的生活。阿信说，外婆其实很平凡，没什么特别
的，家里人都喜欢她，跟她在一起很愉快、很开
心，我们一直是她眼里长不大的孩子。

听阿信说， 外公家是田产不多的人家，外
公爱上了大户人家中的外婆， 外婆也看好外
公，但是老外公不待见。外公辛苦干活，最后用
两头牛的彩礼钱把外婆迎娶回来，其他人家用
一头牛都是隆重的了。外婆觉得她家收彩礼太
多了，以后日子难过，进门后勤俭节约，几年不
给自己添一件衣服， 把家庭拾掇得十分美满。
外公一直爱着外婆，有时杀了鸡，家里人多，外
公先要给外婆捡几块好菜。 外婆从不上桌子，
坐在灶膛边， 常常把碗里的好菜夹给了她们。
孩子们总觉得，只要跟着外婆，都有好菜吃。

外婆那么漂亮， 家务活做得勤快细致，大
家觉得她更加漂亮了。 比如打油茶，要提前准
备茶叶、芝麻、糯米饼、花生米、葱姜、油盐、花
椒、胡椒等十来样东西，有的食料要及早加工，
如花生米要炒熟、茶叶要煮成汁、糯米饼要过
油，然后和到一起，用文火慢煮，繁琐得很。 有
的人家不耐烦， 打油茶省了一些材料和工序，
味道就差远了。 外公只吃外婆打的油茶，别人
做的不吃，妈妈做的他能分辨出来。 他每天早
上要吃三碗，几十年都是这样。 外公后来先走
了，外婆每天早上还是打油茶，不管家里有多
少人，这个活不能落下。阿信说，每次回乡下看
望外婆，没有一点少了外公的感觉，外婆用一
碗油茶留住了家里的融和气氛。

阿信的妈妈共有三姐妹，十来岁起，外婆
就教她们打油茶，有的不愿学，外婆就说，不会
打油茶怎么嫁得出去呢！妈妈和姨妈们遗传外
婆的基因较多，肤白貌美，村里人都夸从小就
是美人胚子。外婆总说，哪儿漂亮啊，都是空心
白萝卜。回到家里，外婆总不忘那句话，不漂亮
就贤惠一些。 这话像是说，不贤惠就得有漂亮
的资本。 她们互相觉得长得不赖啊，就缠着问
外公，到底漂亮不漂亮。外公说，难道还有外婆
漂亮，敢不打油茶？大家不吭声了，悄悄地去思
量女人的贤惠。

阿信说，十来岁的时候，自己和舅舅家的
表妹在外面玩， 村里人都说姐姐长得漂亮，自
己像喝了蜂蜜一样。但外婆常说她长得跟白萝
卜似的，还懒得很，以后嫁远一些，莫让婆家的
话传进耳朵。 女孩子们从小就这么听着，就觉
得好像真的不漂亮， 漂亮也不是件很重要的
事。

阿信曾经问过外婆，你那么漂亮，怎不承
认呢？外婆说，漂不漂亮是别人的眼里的事，我
又看不到，我只看到家里还有哪些事没做。 外
婆没有其他的话，但让大家很服气，谁的长相
也比不过她，却还说自己不漂亮。

后来，阿信的妈妈和两个姨妈到外面读了
书，都嫁到了县城，她们把油茶手艺也带了过
去，每个家庭都有一种熟悉的气味，好像外公
外婆都在身边。 外婆不愿住到县城去，和舅舅
的孩子住在老家的山里，大家每次回去，要走
很远的路，但觉得有劲、开心。

我对阿信说过多次， 要去她家乡走走，尝
尝外婆的油茶，但因零零碎碎的事情一直未能
成行。 有时我对阿信说，你打个油茶给我尝尝
吧！ 阿信说她打的油茶是炒菜的味道，自己都
不愿吃。我马上笑她，油茶都不会打，怎么嫁得
出去！阿信会跳起来说，我很漂亮啊！我就认真
地说，难道还有外婆漂亮，敢不打油茶？

刘晓平

远村
在遥远的大山折皱里
藏着我们心系的远村
远村很远
但依然是我们的故土啊

贫穷就像蝗灾
把远村啃食得一片荒凉
荒凉的远村也是故乡啊
高高的山岭
是我们要去攻克的高地
远村很远
远村很穷
远村的山岭
是我们与贫穷争夺的高地

誓言
挺立着举起右手
我们就像一排树
站立成这块穷壤的风景线
誓言回荡在山野
就像生命的根系
一一钻进了坚硬的石缝

新绿会有的
花朵会有的
果实也会有的
远村也是我们的家园
我们誓叫它实现小康梦

上学的孩子
远村的孩子
上学没有新书包
破烂的衣服飘扬着
像旗帜飘扬在弯弯的山道上
标志出自己的信念和理想

远村的孩子
上学没有口香糖和面包
几个兄弟般的番薯
帮他撑过一天的温饱……

远村的孩子
上学没有新书包
双手拿着翻飞的书本
像小山鹰
在山梁上飞翔

大树
大树很大
为远村遮挡着风雨
为远村支撑着荫凉
大树很老
是一部久远的日志
记载着远村的沧桑
书写着乡亲的勤劳

大树很大
大树很老
雷劈不垮
风吹不倒
岁月里唱着不屈的歌……

龙曦

第一次，与父亲爬山。
山不高，却没有路。 足前，芳草萋萋，野花点缀；远处，

茂林修竹，郁郁葱葱，我踟蹰不前。父亲仿佛看出我心中的
疑惑，他径直朝前走，来到山脚下拾起一根粗粗的，不长不
短的木棍，拨开柴草往山上走。我一愣，喊道：“没有路啊！”
父亲停下步子，转过头，轻轻吐出：“记住，路是人走出来
的。 ”说完，继续往山上爬去。

是啊！“路是人走出来的”，我心中默想。 从小处说，家
与家之间、村与村之间最早并没有路，慢慢的你来我往多
了，就有了路。 从大处说，国与国之间、洲与洲之间更没有
路，因为沟通的需要、交换的需要、繁荣的需要，就开拓成
了路。 2000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郑和七下西洋，运去了
丝绸、瓷器、漆器、茶叶，让西方见识了东方文明的神奇；运
回了胡椒、亚麻、葡萄，让东方体验了西域特色的味道。 这
一条陆上之路、一条海上之路，展示了大国气象，成就了大
汉荣光。

第一次，与父亲徒步远行。
出发之前，我和父亲有一段对话：远吗？远！累吗？累！

为什么还要去，在家里歇着不好吗？ 因为路上有不一样的

风景、不一样的体验、不一样的收获！
走出去，路上才有风景、有收获，才能开阔眼界，学到

东西；呆在原地，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学不到，什么也体
会不到，什么也收获不到。 大清国的时候不就是这样吗?认
为自己是天潢贵胄、天朝大国，以致闭关锁国、江河日下，
结果换来一顿痛打和上百年的屈辱。 好在新中国建立后，
先有夹缝中的大国建交，后有成效斐然的改革开放，再到
今天新丝路重新出发，舞动世界、震撼世界。 这条路，根植
历史，面向未来；源自中国，属于世界。 这是大国气象的重
开，这是大汉荣光的再现，这是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
起来的祖国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迈出的铿锵步
伐。

第一次，与父亲上高原。
上了高原，我看到黄河源，大吃一惊，那只是从泉眼里

流出的一股细流，像在渠边挖的小水沟。 我实在无法相信
奔腾浩瀚的黄河是从这个小泉眼里流出来的。可这确确实
实是黄河源。向远处望去，我好像看到水越汇越多，越流越
宽。淌过草地，绕过高山，越过平原，汇成奔腾的黄河，一路
浩浩荡荡注入渤海。

我想着这鲜明的对比，有些震惊。 这千百年漫长的旅
途中，有多少小溪小流斗折蛇行，慢慢汇集，慢慢蓄积，最
终形成奔腾汹涌之势，在九州大地上雕刻出一条几字形的
路。独木难成林，粒沙不成塔。正是秉着开放的胸怀和共赢
的智慧，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在世界政治版图上自信地勾勒
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宏
伟蓝图。

路，是纽带，是希望，让家连着国，国连着世界。作为当
代青年，我们何其有幸，躬逢盛世。 历史的鼓点如雷，在胸
中激荡，催动我们传承好丝路精神，挽手世界共创辉煌；时
代的洪流如铁，在眼前奔涌，呼唤我们投身伟大事业，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此刻，有一首小
诗在我心里绽放：

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
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
我不去想，身后会不会袭来寒风冷雨，
既然目标是地平线，留给世界的只能是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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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孩子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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