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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苹果，孙子递给爸爸吃，爸
爸递给爷爷，爷爷又递给孙子，递时
都会说一句：“我不饿，你吃”。 那个
饥荒的年代，最喜欢说“我不饿。”那
句谎言，说得春暖花开，那个谎言讲
得亲情满满。

谁家办酒席， 邻里乡亲都会前
往祝贺，也会随点礼，或用香篮提些
鸡蛋，或抓一只公鸡，或塞几块钱到
对方手里，光手去贺喜也是有的，对
方也不会有什么不快，人到人情到。
亲人更是跋山涉水地从远方赶来，
手头比较拮据者， 也秉持千里送鹅
毛，礼轻情义重。

没什么事情，时间久了，也会去
亲戚朋友家串个门， 远点的住一个
晚上，就图唠个嗑，叙个旧，彼此看
看对方这些时间来的变化。

那个时候， 最头痛的是路途遥

遥，交通不便。 但那份亲缘，那份友谊
总能把最头痛的事儿摆平，没有过不
去的坎，没有解不了的难，这种理念
与执着， 双脚走出血泡也是常有的
事，见到了对方，一切都是快乐的。

也有实在抽不开身的。 那就写
信，且总会在最后写上“下次再叙。”
然后就是等待回信， 然后就酝酿如
何回信。 那个年代，最兴“邮路上的
爱情”“信封里的亲情”。

时间解决了距离的问题， 除了
火车、高铁、航空把距离压缩，更有
QQ回复，微信红包，视频聊天一下
子把距离整没了。

是不是有人跟我说起， 如今是
生活越来越富有了， 联系方式越来
越便利了，亲情却越来越淡化了。

老婆带着孩子从2000多公里
的地方来兰州，跟我一起过年。我很

感动。 大年三十， 老婆却忙着抢红
包，发红包；儿子呢 ，看着妈妈抢
红包 ，发红包 ，见沙发上的娘儿
俩 ，我不无酸楚地觉得，微信红
包，你能不能少充当可耻的第三者，
插足亲情。

无独有偶，一次北京同学聚会，
大家从大江南北奔同学情谊而聚，
又都围着即将开宴的大圆桌， 埋头
于手机里的虚拟世界， 宛若一个人
置身于现实的时空……

亲情，我期待你回归那点点浓。
而不是淡化于时间之轴。

也许是杞人忧天， 君不见亲情
依旧？ 只是载体不同，宿主不同；表
达方式不同罢了。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表达，
情感也概莫能外， 倒是上了岁数的
老者，要紧的是如何适应。

兵书阁的期望
姚茂椿

今年单位的扶贫点， 调整到通道侗族自治县的兵书
阁村。 这让我想起近20年前在湘东老区的驻村扶贫， 回
望中出现春天禾苗的成长和秋收的喜悦。

兵书阁古老， 而兵书阁村却很年轻。 步入村里小
道， 穿过稻穗渐黄的狭小田野， 遥望远处。 国家文物保
护单位兵书阁， 低调坐落在古朴的村寨里。 这楼阁建于
1810年， 与相邻的文星桥构成桥亭阁殿为一体的古建筑
群。 村里占字苗寨近年成为中国传统村落， 列入全国少
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名录。

身子硬朗的村支书从溪边的田间赶来， 说起村子的
来历， 我才知道这个距县城四五十公里的村， 设立才三
年。 以前隶属关系分分合合， 两年前又撤乡并村。 原来
这拥有12个自然寨的村， 要用兵书阁作村名， 是要打赢
脱贫攻坚战， 举起既古老又年轻的旗子， 谋划经营山间
的未来。

县扶贫调研的同志等候多时。 我们从长沙乘早上高
铁飞速穿过湘中丘陵和巍峨的雪峰山， 在怀化换乘汽
车， 下高速又从田间道马不停蹄赶来， 已时近中午两
点。 肚子早就咕咕叫了。 寒暄几句进扶贫队的厨房。 我
们来之前再三讲好， 吃什么菜， 交多少钱。

三扒两口吃了饭， 开始座谈。 多年来我们虽关注扶
贫与扶志和扶智、 增强造血功能、 产业扶持等等， 但因
种种原因， 扶贫队走后， 有的基础设施没人管、 人心渐
渐涣散、 产业陷入困境、 产品没有市场、 产业同质化等
现象， 不同程度存在。 开展精准扶贫脱贫攻坚战后， 情
况大为改观。 座谈结束， 即行简单的捐资助学活动。 单
位女同事集了资， 捐给村里的贫困大学生， 并对往后的
助学做了规划。

兵书阁村不因贫困出名， 但山间的产出远远满足不
了人们的生活需要。 经济落后激起人们奋发， 脱贫信
心， 来自红色历史的激励。 人们记忆里， 烙下了红军顽
强战斗绝处逢生的拼搏精神。

1934年12月12日， 毛泽东、 周恩来、 张闻天、 王
稼祥等在距兵书阁7公里的恭城书院紧急开会， 决定红
军从通道转兵贵州， 改变行军路线， 跳出将导致全军覆
没的敌军“口袋”。 红军走往贵州黎平的石板古驿道，
还保存得比较完好。 人们沿红军路重温历史， 无不受到
深刻的教育。

青翠山麓边和村寨旁的潺潺小溪， 清亮的水面， 映
照着边地的纯净。 视野里全是绿色， 松树杉树和南竹漫
山遍野。 这里水资源丰富， 全县库容1.34亿立方米的最
大水库的水域就在村内。 而满目的绿水青山， 怎样才能
转化为人们向往已久的“金山银山”？

人们没有描述曾经的破败与饥寒， 眼神里的星星点
点， 除了希望， 就是信念。 我对村子的古朴和红色历
史、 绿色生态， 早有仰慕。 这次走访， 感到当前的扶贫
标准远高于我们当年， 贫困村已经集聚近年各级帮扶的
能量。 扶贫春风里的丛丛山花， 就要盛开。

在村里， 我们遇见下乡调研的县长。 在村部， 与县
里来的同志座谈发展。 扶贫队长说， 驻村以来， 他们与
村支两委反复对贫困户精准识别， 重点走访300多户，
一家家算家庭收支账， 查评议是否规范、 公开， 看房屋
有无安全保障、 家中有无存粮、 有无劳力、 有无上学小
孩、 有无病残人， 还看饮水是否安全。 弄清“谁困难”，
明确“扶持谁”， 确定“怎么扶”， 清清楚楚， 明明白
白。

兵书阁的村民言语不多， 不会说漂亮话， 但做起事
来扎实。 几年来， 村里主要村道进行了硬化， 集聚的寨
子安装了路灯， 多数人家通了自来水， 户户通电， 通讯
信号也有所改善。 上级帮扶办起三个合作社， 特色水果
产业园、 苗岭生态猪场和尚品中药材专业合作社， 共接
纳贫困户50多户。 扶贫思路和措施， 比我们当年驻村的
视野更宽更有前瞻性， 力度也更大。 他们结合绿色生态
种植养殖， 逐步发展电商产业。 依托红色、 绿色和民族
传统文化， 与省内单位合作， 开发“通道转兵纪念
地———花界古驿道———四季果园———兵书阁文星桥———
雁鹅湖———晒口水库” 旅游线路。

兵书阁村民的脸上， 有着平静和自信。
蝉鸣鸟语， 在村寨里掠过。 傍晚的田野， 传出庄稼

欢动的声音。

放牧秋空
曾子兰

一
盛夏当空， 浅秋慢行。
八月， 用晨起的微凉擦亮东方呈祥的

薄云。 天空， 以最蓝最深的远包揽着山川
河流， 钢筋水泥的城市， 酥香松软的田野。

午间， 城市在汗蒸中大汗淋漓， 蚂蚁
一样爬行的汽车堵在往事的风口。 刺耳的
喇叭声排着长龙， 此起彼伏， 有人开始吸
第一根香烟， 想让时间慢下来， 再慢下来，
就如天上悠闲自在的白云。 也许， 秋空的
高远与流动的静谧， 让人开始怀想从前，
从前的故园， 故园的泥土， 泥土的辽阔，
辽阔的天空……

秋空之蓝， 驰骋于万里长空， 云朵披
荆斩棘， 漂洋过海， 一些过往中的忧伤与
欢喜， 沉淀了岁月。

而时间是一尾欢快的金鱼尾巴， 它用
柔软的扇形控制前进的力度， 不紧不慢，
如一扇门的开关按钮， 自动启合。 鱼唇之
吻抵着流动的缓慢， 掌握着水浪和水流的
速度。 那七彩的鱼鳍有节奏地划一下， 又
划一下。 让人眼睁睁地看着时间在眼前忽
忽而过， 却又无从触摸。

于是， 天空从强光的幕布换成了熨帖
的暖色。 这种色调的柔和是农舍柴扉的绝
配， 是素描板上简单而经典的图画， 是池
塘边的童年， 是云锦少年， 是落地生根的
老年。

在夕阳中静默的村落， 听不到牛羊
“哞哞” 和“咩咩” 的叫唤声， 但还是有几
声稀疏的犬吠喊回来在外面贪玩的细把戏。
各家的小黄小白四蹄飞奔， 摇着欢快的尾
巴， 追逐着主人归来的脚步。 天空的蓝，
渐渐被四起的炊烟奶白， 这时候的天空与
原野在地平线上融为一体， 远远看去， 能
见到田垄上的蒲公英和高高低低的芦苇。
它们姿态各异， 以自己的方式舒展着自己
的天空。 匍匐的蒲公英， 张开大大的眼睛，
赤裸着身子， 相互颔首示意， 仿佛在相约
前世今生的再次重逢； 有的鼓起臃肿的身
躯， 等候清风一吹， 敞开怀抱， 放飞瓜熟
蒂落的孩子们去闯荡这奇妙的世界。 羞涩
的狗尾巴草， 垂下毛茸茸的头颅， 保持着
与大地耳语对话的身姿。 山道上， 有上了
年纪的老人吧嗒着旱烟， 背着箩筐， 箩筐
里装满了黄亮亮、 白胖胖的苞谷。

此时， 天空更低了， 大地上的生灵开
始变得朦朦胧胧。

远山眉黛， 缭绕着奶白的雾霭， 它们
很轻， 很慢， 如刚刚出浴的仙女姗姗而来，
又挥手远去……

天空， 终于拉下了最后一道幕布。

二

十月的天空， 朗朗中有了羞涩的身姿，
还是那块干净的蓝， 涤荡无垠。 风送大地
的时候， 脸上便有了沧桑， 一股贴肤的凉
意， 让人猛然打起了寒噤， 太宗的诗句便
上心头———

阶兰凝暑霜， 岸菊照晨光。 露浓希晓
笑， 风劲浅残香。

不觉秋意渐浓， 大雁南飞， 人们进进
出出， 忙忙碌碌， 早晚也开始添衣加裳了。
原野上， 淡菊送香， 摇曳生姿。 晨起的露
水张着一双双毛萌萌的娃娃眼， 仰望蓝天，
寻找新的发现。 清早赶早去侍弄庄稼的人
们， 背着挖锄， 簸箕， 在田间来来去去。
归来的路上， 胶鞋和裤管下面的一截总湿
漉漉的， 像是刚刚淋到了一场毛濛濛的细
雨。

十月的大地像是一坛打翻了的琼浆玉
液， 在阳光的大气磅礴中翻滚、 蔓延。 空
气里不再残余沸腾的温度， 聒噪远去， 尘
嚣远去， 安静而博大的蓝， 怀抱盛夏的果
实， 如痴如醉， 泄露出一地的过往。 果实
在唇香齿白之间日渐丰满， 如那些沉甸甸
的金黄， 经过发酵的土地， 在土里歌唱的
青虫， 它们正沉湎于往事， 酝酿来年的故
事。

蝉噤荷残之后， 霜降悄然。
桂花更香了， 有人在月亮升起的晚上

吹起笛箫， 弹奏胡琴， 惹得院墙馥郁， 此
刻的田野更为空旷了。

月亮永远是安静的仙子， 暗夜的神奇
药王。 她绸缎般的肌肤， 缱绻的发丝， 温
柔如水一泻千里的魅光， 能清扫蒙尘， 安
抚人们疲惫的身体， 排遣心灵之殇。 那些
白天的委屈和烦恼， 沉积于心的苦闷与伤
痛， 一切的不开心都敞向月亮， 也许， 月
亮熬成蓝光的汁液是愈合伤口的圣水， 美
美地睡上一觉， 天一亮， 什么也就忘却了。
该工作的工作， 该上学的上学， 该是什么
还是什么。 她的盈满之圆， 月缺之憾， 她
变幻无穷的神秘， 都是天空之美的杰作。
悄悄然， 用迷人的朦胧笼罩着各不相同的
呼吸。

收割后的田野， 一些晕染的成熟在深
秋的纬度上躬耕着圆实的身子。 孩子们相
互追逐， 调皮嬉戏。 秋空无垠， 在蓝天白
云间投过来一线镀金的箔锡。

再回首时，仍是令人流泪的秋空之蓝……

游宇明

人是需要感恩的。别人帮了你，你
觉得理所当然， 那些帮你的人内心里
难免会产生不快。不过，“感恩”这东西
就像天气一样复杂，绝不可一概而论。

朋友的母校100周年校庆，他一直
为是否回去参加校庆大典而纠结。 回
去吧，“优秀校友” 们都是被单独邀请
的，会场有位子，宾馆有名单，晚会现
场有影像， 而他只得到过一张笼统的
面向所有校友的邀请函， 名不正言不
顺的；不回去吧，又觉得母校改变了自
己的人生， 内心里有一份感激需要表
达。我对他说：你的母校培养了60多万
人，不可能一一邀请。有头有脸的校友
被邀请回去参加校庆活动， 给母校捐
钱捐物、向母校汇报自己的人生成就，
固然是一种感恩； 一般校友未被特别
邀请， 你愿意表达对母校和老师的祝
福，在朋友圈、微信群里宣传庆典的盛
况，其实也是一种感恩。

现在一些人总喜欢将感恩物化，

在他们看来，一个人得到某个组织、某
个人的帮助之后， 必须以看得见摸得
着的东西进行回报才可以算数。 殊不
知，物质性的感恩是需要条件的，假若
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深深地关注有恩
于自己的人或组织， 用心灵化的方式
向他们表达感激，也未尝不是感恩。

我认识一对年过八旬的乡村老年
夫妻，他们的小儿子经商，每年给他们
的钱至少有30万元， 不要说生活在一
个小县城，哪怕是生活在北京、上海这
样的大都市，都非常舒适。他们的大儿
子、二儿子是农民，一年给父母千儿八
百不成问题，再给多一点，就有些力不
从心了。这当大儿子、二儿子的很会做
人， 他们知道自己在经济上无法帮到
父母，于是有空就往父母家跑，陪他们
说话， 千方百计解除他们精神上的烦
恼， 还不时通过视频将父母的近况告
诉远方的弟弟。这样一来，弟弟安安心
心做生意， 做兄长的也觉得自己尽了
责任。

是的，关注也是一种感恩。 有时，

我们关
注的对
象 ， 未
必缺少经济上
的宽裕和物质
条件的优越 ，
甚至也不需要我们付
出其他的帮助， 他们
缺的只是别人出自内
心的理解，只是忧郁时的温馨开导，快
乐时的真心共享。

还有一种更高层次的感恩则是以
自己“优质”的思想反哺。 曾国藩当年
考上同进士入京做官后， 家里的一切
都是大弟曾国潢操心， 不仅大家庭的
事是这样，小家庭的事亦是如此。曾国
藩在家书中多次对大弟的辛劳表示感
谢。然而，曾国藩是一个立志做清官的
人，最初做京官本来就清贫，常年要靠
借款度日，没有多少钱寄给家里。后来
做了外官， 手中攥着大把白花花的银
子，但曾国藩不想乱来，给家中寄去的
金钱依然很少。他始终如一地做的，是
非常勤快地给家人写信， 将自己的人
生理念传达给他们， 耐耐烦烦地教育
子侄如何做人处事， 最后曾家的子孙
都非常优秀，代有才俊。曾国藩对大弟
的辛劳感恩了，不过主要不是
金钱，而是优良的家风。

每个人的感恩理念、付出
能力各各相异，需要感恩的人
处境也千差万别，希望用一种
模式感恩， 本身就是不正确
的。 一个人时刻记着别人的
好，以适合自己生活状态的方
式进行报恩，我们便可问心无
愧。

一路向南
廖克勤

我来自洞庭湖畔， 抛弃了那铁饭碗。
你来自湘江两岸， 离开了美好家园。
她来自湘西大山， 只带了温饱心愿。
沿着107， 顺着京广线。
向南！ 向南！ 向南！ 一路南飞雁。
不管岭南风大， 不怕南海浪险。

我曾罗湖摆地摊， 东门呷过酸辣米线。
你曾打工在南山， 地下室里当客栈。
他曾创业在福田， 莲花山上盼梦圆。
沧桑了容颜， 模糊了泪眼。
向南！ 向南！ 向南！ 敢为人之先。
说着春天的故事， 打造新的家园。

我曾中环卖保险， 写字楼里常加班。
你曾为师在沙田， 教学育人好典范。
他曾教学在西环， 实验室里搞科研。
流过多少汗， 拥抱大屿山。
向南！ 向南！ 向南！ 一路涌向南。
唱着东方之珠， 扎根南方之南。

树上的叶子落了。 有点个性的，
便枯剩在树枝上。 这个季节， 想看点
绿色无疑显得非常奢侈。

那个穿黄衣服的女子， 端着照相
机， 在林子里寻找老半天， 无奈都没
个按快门的理由。

早来是不错的， 可以看秋染的霜
叶， 那红， 红得热情， 黄也黄得纯
粹； 晚些时候来， 下一场大雪， 银装
素裹， 照相机也会很忙碌。

得出结论， 这不是一个有风景的

时间节点。
幸好我不是搞摄影的。
我看见林子里隐约三两座蒙古

包。 很安静的样子， 是那种千帆过尽
后的安静。 不远处两匹马在吃草， 草
是干枯的， 比不得春天的绿嫩。 马吃
得很淡定， 吃出种随遇而安的味道。

光的树， 枯的草。 有条河， 河里
的水也流出那种安身立命般的坦然。

河旁边横卧一棵巨大的枯树， 两
个人努点力可以合围住树腰。 不消

说， 它看过了太多的大漠风沙， 也守
望过太多的水涨水落。 接纳过牧羊女
子树下妩媚， 挽留过套马的汉子一身
雄健。

如今， 它只用巨大的身子储存它
的记忆。

目之所极，这里的景，还真没有一
处是哗众取宠的。你来或不来，它们的
表情只对山野沟壑的大自然负责。

有些风景， 或许不那么入镜， 却
很入心， 只要你把心的门打开。

在南方，冬窝子是一个稀罕的词，
而在北方，则是牧羊人冬天的温暖。日
出的起点，日落的归处。

石块垒成一个圈， 算是给羊群一
个安身处，依山势挖个洞，或建个简易
的房舍，再把牛粪羊粪搓成大粑粑状，
晒干后，升起炊烟。 那烟，一种人畜相

依相惜的味道。
那个牧羊女，挥舞鞭子的姿势，那

草原养成的眸子，好在你没有看到，要
不，你定会多一个辗转反侧的夜晚。

与主人一道经营着梦想的牧羊
犬，是不是随主人出山了，进城了？ 不
知道城市的天空够它翻腾么。

只有冬窝子，剩在原地，供偶遇的
游人，打开记忆或展开联想———这里繁
衍过喜怒哀乐，也发生过天被地床的爱
情吧，这样的爱情，百分百纯天然。

当下人们的生活， 被格式化成一
个模式。而冬窝子，渐渐远成了一道童
话的风景。

在故乡的日子里， 有句峰回路转
的话：千年不断娘家路。这与其是一种
情感，不如归属为一种生存的智慧。

不少鸟种，擅长迁徙，飞离故土，
万里之遥。

鸟是念及故乡的，飞多远，它都会
从多远的地方飞回来。

狗出远门， 都会在它认为必要的
地方撒泡尿，做一路标记，为回家做铺
垫。

当然也有“破釜沉舟”者，成了，叫
大志。 不过，再刚性的外交辞令，都预
设了一条战略迂回的路。

有智者说过“走得再远，不忘来时

的路”。 说者道出一种牵念和期待，听
者是否感受到了语言的温度？

是的，一个忘了来时路的人，走得
再远，充其量是一场梦游。

初心，就是不忘来时的路。知道从
哪里来，方知道到哪里去。

换句话说，记住初心，可行致远。

时间轴上的亲情
（外三篇）

吕政保

冬窝子

来时的路

寻找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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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也是一种感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