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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良庆

本世纪初， 华容县委机关报因政策叫停，
全员待岗。 曾就职于此的阮梅， 一夜间倏然
“失踪” “失联” 了。 两三年后， 《世纪之
痛———中国留守儿童调查》 《汶川记忆： 中国少年
儿童生命成长启示录》 两部深度关注未成年人成长
的长篇纪实赫然摆上了公共书架。

“青苹果”， 不少人知晓， 这是华容县文联主
席阮梅牵头创建的心理关怀辅导站。 连续5年， 她
与她的团队义务为农村留守儿童开展心理咨询等服
务， 确实挽救了许多孩子与家庭。 数家媒体称， 阮
梅替代了母亲的职责与担当， 难怪不少学生称其为
“作家妈妈”。

这些年来， 阮梅以一位母亲的情怀牵挂着未成
年人成长， 已将类似新闻的“敏感” 转为文学创作
的“灵感”。 走进校园， 在师生中提及颇有温度的
《亲爱的女儿》， 大家就会告诉你： 这是阮老师的最
新力作。

笔者跟阮梅交集多。 调到岳飞插过战旗的建制
镇那天， 热情友好的她主动躬身为我打扫房间、 整
理床铺。 眼前忽然现出母亲、 妻子抑或妹妹几多熟
悉而生动的背影。 此后， 我俩同一口大铁锅吃饭，
同一个屋檐办公， 同一段河堤防汛， 同坐一辆红红
的摩托下村入户催税款搞计生， 同抵一堵间墙呼呼
大睡或辗转反侧……当然， 有时也同在一缕诗意的
日光下月光下灯光下， 谈诗论文……

渐渐地， 我发现这位数年前认识的同事， 既有
浓浓的母性， 又有写作者特有的眼力与心智。

还是公开一下我俩的首次相识吧。 上个世纪80
年代初， 老门卫递我一封寄自乡下的信。 撕开， 抖
抖， 一幅小小花鸟画飘落在办公桌上， 里面还藏着
一页叠得似有寓意的信。 落款“学生： 崔梅香”。 行

文大意为读过我的散文 《母亲， 我的苦娘》 如何感
动得哭了两三场， 且爱画画与写作， 谦虚地请我多
多指教之类。

不久便近距离接触了这位文学女青年。 与而今
成熟、 显气质、 风韵依旧的作家相比， 她当然显得
青涩、 清纯、 朴实多了。 面对一位忽如从天而降，
“海拔” 较高、 秀发似瀑， 且发育恰到好处、 满脸荡
着笑意的青年女子， 连平素好说好笑已然为人夫为
人父的我， 一下竟羞怯拘谨起来……交流方向， 自
是她的画作与带来的诗文手稿， 以及本人见诸报刊
的爱情诗、 亲情散文， 等等。

这崔梅香呢， 便是后来随母易姓的阮梅。
“梅花香自苦寒来”。 “梅香” 之名倒契合这位

“苦行僧式” 的文友。
大凡熟悉阮梅的人都能讲出她一两个有趣的故

事。
去年冬， 湘北下了一场连续十年未下过的大

雪。 因了一篇稿子的校订， 我冒着严寒应邀来到了
阮梅的办公室。 阮梅习惯性发痛的脑袋被绒帽罩得
只剩下了一双微笑的眼睛。 她起身， 筛茶。 不知缘
何， 开水倒了好一阵， 久未递我享用。 倾身一看，
茶杯茶几竟挂起了热气腾腾的“瀑布”。 我趁机调
侃： “美女作家心打野了！” 阮梅这才回过神来：

“不好意思， 又想那个细
节去了。” 原来， 她正在
为一名新作者改稿。

文学与网络结缘较
早， 上网即可弄清楚文
学界的你我他及其ABC。
不妨百度一下中国作协
会员“阮梅”， 便会如旧
时车水刨子， 连绵不断
推出近百个电子页码 、
七八百条与她相关的信

息。 确实令人眼鼻嘴严重挪位， 心生忌妒与敬意。
尽管隔三岔五能与阮梅通个电话、 发个微信、

见个面， 甚至吃个饭， 但对她的文学日常行为， 还
是不甚了解。 我只得求助于电脑和手机， 以满足对
这台“码字器” 核心技术的“偷窥” 之欲。

有时往往会吓得一大跳。
央视财经频道曾以好书为由， 专门推介阮梅书

信体散文新著 《亲爱的女儿》。 网上网下又刮起了
一阵香风。 网上“阮梅”， 并非虚拟。 闭上眼睛， 静
下心来， 便能觉察一缕梅花的浓香扑鼻而来。 梅香
中融进了太多太多严寒的气息和主人呕心沥血的味
与道。

网上也罢， 网下也罢， 对于阮梅之形式与内容
的了解和认知还远远不够。 她那种对未成年人成长
之关爱、 对当下社会底层之恻隐、 对缪斯之敬畏、
对文学创作之痴迷， 值得学习和借鉴！

和解 （外一首）

郭爱武

离开这么久
总想足下， 熠熠生辉
走向父亲

父亲， 一直等在屋檐
越去依靠
呼吸越是真实， 平缓而均匀

风雨来过体内
父亲卸下锋利的牙齿， 退行
如婴儿状

某个时候
生命给予的对抗、 惶恐与荣耀
已不需要父亲咀嚼

只剩与世界， 和解
伸手触及父亲胸膛， 反刍
很快， 安然入睡

模仿
真相
总被模仿
比如背叛， 白首， 棋逢对手
顺着河流望过去， 看见
相生相克
远比相爱更为震撼
大山， 为聘礼
护佑母亲， 善良， 勤劳， 衣食无忧
与父亲， 五行不缺
拿出最大的勇气与力量
模仿父母的爱情
避凶化吉， 更好地活下去

可爱的鸟儿
韩梅

3月以来， 几场春雨如期而至。 一天夜晚大雨瓢泼， 春
雷滚滚， 除了暴响的雷声， 大地的生灵们万籁俱静。 那晚我
就想着白日里时有清脆的鸟儿们在户外鸣叫， 猜想这些鸟儿
应该是醒着的， 在大雨中安静候着在鸟窝里挨过不寻常的一
夜。 清晨雨停后， 听到几声报平安的鸟叫声， 便知这些小精
灵安好着。 鸟儿们是大自然勇敢而热爱生活的生灵。

小时候我和小伙伴们爱户外活动， 小山岗上， 池塘、 小
河旁和水面上， 庭院里总是能见到可爱的鸟儿们觅食和嬉戏
的身影。

常常看见燕子在檐下衔泥筑巢。 燕子是捕捉害虫的能
手， 能在飞行中捕获虫子， 身姿矫捷伶俐， 在空中常不断迅
速上下左右变幻飞行方向翻飞， 是善飞善舞的鸟儿。 燕儿叫
声多样化， 以表达丰富细腻的情感， 有燕儿呢喃的赞美词
语。 燕儿爱成双成对比翼双飞， 自古是春天、 吉祥和爱情的
象征， 出现在众多描绘春天的诗句里， 如“几处早莺争暖
树， 谁家新燕啄春泥” “垂下帘栊， 双燕归来细雨中”。

喜鹊、 画眉、 八哥鸟都是捕食害虫的益鸟， 飞来时以它
们特有的鸣叫声吸引人们注意。

画眉鸟因眼睛上面有条白色的长条纹延伸向脑后而获得
其鸟名。 它会站在树枝上不停地扭动脑袋左右张望一声一声
不停地叫唤， 声音清脆， 悠扬婉转。 喜鹊的羽毛呈现大块的
黑白两色， 鸣叫声音短促有节奏很讨喜。 人们说喜鹊是报喜
鸟， 带来吉祥。 八哥个头比麻雀大， 很聪明。 若逗它说话，
会张着长长的白色或黄色巧嘴， 起劲地学人说简单的话语。
有些训练有素家养的八哥还会说一些诗句， 令人称奇。

鸟儿常栖在门前树上呆一阵子尽兴后就飞行远去。 起飞
时， 小鸟鼓劲振翅飞行， 激起一阵轻风， 刚站过的树枝被拨
动得摇曳晃荡。 好一幅洋溢情趣、 生机盎然的画面！

儿时通常在户外观察到最多的鸟儿一定是小麻雀儿， 即
使很普通也很不简单。 它们眼睛亮闪闪， 羽毛柔软细腻顺
滑， 鸟头左右顾盼扭转得异常灵活， 机警地四处张望着寻觅
食物和防范敌人， 常飞至庭院中觅食也不太怕人。

在碧水清清的小湖畔， 偶尔会见到毛色鲜艳、 美丽的绿
色翠鸟近距离贴近水面飞行， 翠鸟是捉鱼的能手， 本领高
强。

斑鸠咕咕的叫声从附近小山岗传来的时候就是初夏了。
斑鸠羽毛顺滑服帖着身子， 头颈部和翅膀处羽毛呈花斑状。
斑鸠跟鸽子是同一种属， 叫声和形体与鸽子相似， 但声音比
鸽子大， 一阵阵咕咕叫声幽深沉闷， 如大叔般稳重， 在初夏
的炎热里能抚慰燥热， 令人心神安稳。

在那青青的小山岗、 旷野、 花园、 水湄， 但见花草繁
茂， 虫鸣蝶舞， 一派自然清宁的气息 。 有了鸟儿们的鸣唱，
更加增添了灵气， 鲜活脉动起来。 令人心安神清， 心生愉
悦。

闲来在网上浏览得知聪明的鸟儿会选择树上有利位置筑
巢， 有办法筑巢成内部能防雨的结构， 例如内部安放树枝让
雨水顺枝流下， 等等。 鸟儿虽小， 却是较聪明的小动物， 同
类鸟之间有鸟语能进行复杂的思想交流， 鸟儿与人类也可有
一定的交流。

鸟儿飞行速度大都非常快， 姿态轻盈优雅， 对方向定位
有惊人的记忆力， 特别是候鸟们擅长远距离飞行， 随季节变
化跨越千山万水， 不畏艰辛， 坚定地朝向既定的栖息地飞
行。 迁飞中， 众鸟保持一定的队形， 如此可以有效地利用气
流， 减少迁徙中的体力消耗。 “孤雁不饮啄， 飞鸣声念群”，

“群雁高飞头雁领”， 说的便是候鸟列队的领头鸟带领众鸟齐
心协力， 依靠集体的力量一起向前飞行。 如今的社会， 人们
在团队里工作的协作意识和精神与候鸟迁徙时的团队精神是
多么的一致啊。

像种子那样借势
程应峰

植物为了繁衍，需要传播种子。在传播的过程中，它们可
以依靠自身的力量“坠、喷、抛、弹”。 有些果实或种子在成熟
后，会因重力作用直接掉落地面；有一种瓜叫喷瓜，在成熟
时，稍有触动便会脱落，并从顶端将瓜内的种子连同黏液一
起喷射到五米以外；豆荚成熟后，干燥而坚硬的果皮在似火
骄阳的烘烤下，常常“啪”的一声爆裂，种子刹那间会被抛到
远处；有些蒴果及角果，果实成熟开裂之际会产生弹射的力
量，将种子弹射出去。

但更多的种子，是借助外力传播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春天柳絮飞扬，如果你有心去观察，你会发现，柳絮里面

有些小颗粒，那是柳树的种子，柳树靠柳絮借风飞扬把种子
传播开来。蒲公英的瘦果，成熟时冠毛展开，像一把微型降落
伞，随风飘扬，把种子散播远方。 苍耳的刺毛顶端带有倒钩，
可以牢牢钩住物什，不易脱落。 动物经过时，它会粘在动物的
身上，动物在不知不觉中为它完成了种子的传播。 小鸟喜欢
啄食一些鲜果，同时也把果树种子啄到肚子里，后经粪便排
出，种子便传播到了新的地方……

植物种子的传播所借助的外力，有风力、水力、动物和人
类的携带等等。

风无处不在，它是种子旅行的免费车。 借助风力散播的
种子，细小而质轻，能悬浮在空中被风力吹送到远处。 有的种
子表面生有絮毛、果翅等，这些特殊的构造，适合借助风力飞
翔，轻而易举地飞向四面八方。

水生及沼泽地生长的植物， 它们的种子往往借水力传
送，如常见的莲蓬，其形状呈倒圆锥形，质轻，可以像一叶小
舟飘浮于水面，随着水流漂到各处。还有椰果，其果皮十分疏
松，富含纤维，适应在水中飘浮，内果皮又极坚厚，可以保护
种子免受海水的侵蚀，果实里还含有大量的椰汁，足以供给
种子萌发时所需的营养和水分，这就使椰果能在咸水的环境
条件下萌发。 热带海岸有许多椰林分布，就是这个因由。

人类和动物的劳动、活动和生活过程，也成为植物种子
传播的绝妙途径。

种子的传播告诉我们， 做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借势，借
机缘，这些势或机缘就是所谓的“捷径”，能让我们获取意想
不到的力量。 势借得好，机缘抓得住，事情就会顺利进展，就
可以在面对棘手的事情时，不至于搞得焦头烂额，而是卓有
成效地去创造，去完成。

一个人，要想在事业上取得成功，除了自身的不懈努力
外，还需要善于借势。 一个善于借势之人，注定是一个被命运
青睐的人，一个终有所成的人。

帅娟

结婚数年， 还没正儿八经地写过
咱爸咱妈，实在惭愧。

我爸我妈都是非常善良的人。 结
婚前，因个体的独特性，婚姻遇到了一
点“小曲折”，所幸爱人比较坚持， 发下
“非帅娟不娶” 之誓言。 爸妈见到了我
们确实非常相爱， 大方放行。 这一点，
我虽嘴上从未表白， 但是内心从来都
是异常感激和感动的。

扯结婚证那几天， 我的母亲有点
犹豫。 可我爸大手一挥，你的女儿不好
养，给我养去，我的八字大！ 虽然为一
句迷信话， 却即刻将我们母女感动得
热泪盈眶。 进门后，我爸“一言既出，驷
马难追”， 果然没有食言， 对我极其呵
护。

婚后的第一个冬天， 我们租住在
单位的老楼里，电线老化，连个大功率
的烤火炉都带不上，我又畏寒，爸巡视
一番后， 专程租车二百余里给我们送
来了木炭。 直到现在，我爸和二姐夫一
步一抬脚， 把好几百斤木炭硬生生扛
上四楼的身影，还常在眼前晃。

因我体质较弱， 爸爸和妈妈总是
想方设法为我弄来各种滋补药。 听说，
紫苏排寒， 我妈特地去山里采了大半
袋紫苏，细细叮嘱我，紫苏梗泡脚、紫苏
叶泡茶。 我妈这人比较节俭，但是对我
这个媳妇非常舍得。 有一年，她听说乡
里有个老中医把脉挺准， 就和我爸商
量，给我开了一大包中药，那中药可不
便宜，得大几十块钱一服。 一听说西洋
参吃了补，又赶紧捎来一包。

我的性子急，说话快，做事快，平日
里，洗衣、做饭、满盘四桌不在话下；出
门干起工作来，也是雷厉风行、风风火
火。 我爸大小是个领导， 为人真诚、善
良，却从不轻易表扬人，爱人得爸的表
扬都是屈指可数，我却得过三次。 有一
回夜里聊天，我爸吐着烟圈，缓缓地说
了一句，帅娟虽然脾气不好，但是心思
还是很好地。 是表扬也是提醒。第二次
得表扬也是在租房里。 我爸说，帅娟别

的不说，单是欣赏康康，就值得肯定。最
近一次表扬，是在前年老家的年饭桌
上，爸爸举起酒杯，给家族里的长辈
敬酒时说了一句我这辈子都无法忘
怀的话： 我们家康康在工作地举目无
亲， 如果说他今天取得了一点成绩，都
是帅娟的鼓励。那年，天寒地冻，可是这
不起眼的二十余字却温暖了我整个冬
天……

我妈就更有趣了，她也为我性子着
急，又不好明说，就默默地绣了一幅十
字绣。 搞笑的是，这个十字绣全幅只有
一个字：忍。我当时觉得这真是个讽刺，
还老大不高兴。 现在才明白，一针一线
里绣的哪里是字，分明就是无穷尽的爱
呀！

那些年，我也深知自己性格特别不
好，有时却就是控制不住情绪。 很多时
候，犯了同龄人的通病，言语里伤了人，
自己还浑然不觉晓，典型的“刀子嘴、豆
腐心”， 可我爸我妈一直都在默默地用
宽阔的胸怀和爱接纳我、包容我……

去年腊月廿八， 我带爸妈逛街，准
备给他们上上下下换一身新。 那天，爱
人上班，我们一行三人浩浩荡荡地奔袭
于南北各大街、各家店。 我爸，一家店，
全身搞定，妈妈这人就有点讲究。 有时
是爸看得上的，妈不满意；我喜欢的，妈
又入不得法眼。 最后，终于在一家毛呢
店敲定了一件灰白呢子大衣。 出门时，
店家见我一口一个爸妈， 偷偷议论，这
个女儿怎么不像爸也不像妈呀？我调皮
一笑，这是我的公公婆婆……随后大手
一挥，挡住了大波赞扬……

其实这些年，都是爸妈在无怨无悔
地付出，凡事支持我们，疼爱我们，而我
们为他们做得太少太少。论起不孝的子
孙，我们得算一个。妈做手术时，爱人因
工作忙碌仅有探望； 我因卧床休息，不
能伺候床前， 只是每天打几个电话问
候。 可爸妈从未怪过我们。 每次来我们
小家，他们总是大包小包，手里提着，腰
里挎着，大到腊肉，小到干萝卜丝，恨不
得把整个家都搬过来。

还有好多细节， 平日里很少述说，
并不代表忘记。

如今，年岁逐增，阅历渐丰，终于明
白了人生什么才是最珍贵的。谢谢爸妈
的爱和温暖，让我们的小日子越过越红
火……

胡代松

农历戊戌年前，重登苏仙岭，聆苏仙传说，观“屈将
室”旧址，探“三绝碑”遗迹，寻“橘井泉香”典故，瞰郴州建
设新貌，抚今追昔，感慨良多。 今日得宽余，反少游词意，
填踏莎行一阕以记之。

雾绕郴城，云缠五岭。 眼前尽是桃源景。 奈何僧舍禁
枭雄，东风不与张郎骋。

得道苏耽，救人橘井。 十八福地神仙境。 幸留碑刻阅
沧桑，情深郴水千年咏。

（阮梅， 女， 中国作协会员， 湖南省
散文学会会员， 华容县文联主席。 发表作
品300余万字， 出版文学著作10部， 获湖
南省第十一届、 第十三届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奖”， 第四届全国冰心散文奖
等奖项。）

汉诗新韵

踏莎行·
登苏仙岭眺望郴州城

咱爸咱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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