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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岳斌

谁这么托大？ 只三五户青瓦白
墙，挂在半山腰中，便叫了“小镇”？

谁这样独具慧眼，一个“纯”字叫
绝了这方山水？

夕阳挥手时，挑一户农家的阳台
坐上，沏一壶房东家自制的高山云雾
茶，清香在空中飘散，不远处，余晖将色彩的斑斓纵情
地泼在天边，山腰的黛绿渐次灰霭，山的脚背处，几缕
炊烟袅袅勾勒在空中。

月亮远行他乡的夜晚， 群山一如调皮的小孩，把
山峰削得尖尖的围合着，星星怕戳痛了自己，窄扁了
身子挤在一起，屏住呼吸,你虽然听不见牛郎织女在星
空里说的什么,但你能感受到他们诉不尽的相思之苦，
此番情景，你心中是否也翻腾起“嫦娥应悔偷灵药”的
惆怅与惋惜呢？ 也许你在想这场天上人间的爱情苦剧
还要演绎到何年何月。 当然, 星星会在皓月临空时匆
匆散开,各自去透透气，揉一揉挤痛的筋骨。

银辉泻地，月光捣过的流泉茶，清香更加酽稠，即
便托一盏空杯盛下月光，嗅嗅，好甜；这轮明月一定照
亮过唐朝那位山回路转不见君的茫茫独行“诗圣”，抚
慰过他那红尘辗转、不知此身何处可栖的瘦影，让他
苦难的心有一处暂且停靠的港湾，要不为啥清辉一直
真诚地护佑山脚下他的长眠之处？ 这一轮明月一定浆
洗过这方热土上一茬又一茬驰骋疆场战士的征尘，要
不这山的四周也不可能有这么多将星闪耀。

清风是明月的贴身跟从， 因怕拿捏不好分寸，坏
了赏月心情，不敢吹，总是小心翼翼地从山坳里溢出，
在树梢上停了停，消消力度，再轻烟般过来，倘若你风
尘未洗便坐在清风里，你会浑身不自在，除了赶紧去
沐浴，你还好意思乞求清风拥吻？

倘若还嫌不够尽意，你就听听天籁之音，知了恰
似训练有素的专业乐手，在皓月的追光里，或者在繁

星的柔光里，演奏着生命礼赞。 知了退场后，流泉登
台，泉水是小沙弥，在圆石上细敲着木鱼，山风不时摇
动树梢，仿佛在翻动着经书，佛呢？ 心静佛生。 这样的
处处，细语与呢喃都是一种罪过和亵渎，聆听与欣赏
才是最好的尊重和享受。 当然，你也可以翻开你尘封
已久的记忆，让纯溪的夜色偷窥你的如烟往事，你也
可以敞开心门，默默地盘算你如彩的未来岁月。 热闹
属于纯溪的白天 ,蓝蓝的天 ,飘逸的云 ,撑开巨伞的古
树，翡翠的溪涧沿着山势一潭接一潭，穿透进来的阳
光斑驳地在水面掠着金光，小鱼儿优哉游哉，当你想
接近它时，箭一般射走，当你不想理睬它时，它又游过
来逗你，小嘴一张一合，兴趣很浓地与你聊着。 你迫不
及待地挽起裤腿，或者干脆穿着鞋趟进溪水里，又或
跳跃在水中的流石上，不下水的人便被你泼了一身清
凉，笑声碰在石骨上又跌落到水中，清洗过，拎起来，
只剩明亮与爽脆。

冬天的纯溪别有一番暖意。 冬至后，春天胎动在
纯溪的怀抱里，白雪嗔怨春色姗姗来迟，飞花般漫天
飘扬，谁说落雪无声，分明在一路吟唱，大地被白雪紧
捂住，心中直觉温暖；一行浅浅的爪印留在雪地，分外
耀眼，格外动了你的恻隐之心，要不是家中尚有嗷嗷
待哺的雏鸟，谁不想在归巢里慵慵懒睡，人鸟母爱，一
样圣洁，此情此景，怎一个“暖”字了得？围着火炉，续几
把干柴，架上一锅腊肉慢慢炖煮，听门牙掉了的长寿
老人慢条斯理地讲着纯溪的前世今生，好日子蒸煮过
的思绪，即使是苦难，依旧讲成难得的磨砺。

邓跃东

人到中年，最注意什么？
开始我以为忧虑白发，到处都在染发啊；又觉得

在乎皱纹，好多人都戴帽子眼镜遮挡；后来发现，最注
意的还是后背。 看，大家时不时地往后瞥，不是怕穿反
毛衣后背凉飕，而是怕驼背。 那无法掩饰，叫人自惭形
秽。 这是中年时候的清醒。

但是一些人跟年轻时一样，很是在乎颜面发型和
胸前的打扮，什么时候都马虎不得。 去年夏天，我遇到
一桩跟胸脯有关的事， 曾跟胸脯的主人深究了一番，
互相没说出一个结果，但终究产生了影响。

胸脯的主人是单位的一位女士，四十出头，被查
出乳腺癌，唯有切除才能保命。 这个结果，一家人都接
受不了。 但是要活命啊！ 丈夫想通了，给妻子做工作，
没做通。 家里其他人和朋友也劝了，没劝下来。丈夫来
到单位，希望组织出面谈谈。 妇女主任上门谈了两个
小时，还是毫不动摇。最后领导找到我。可是我是男同
志，哪好谈这事。 但这是最后的希望了，谁都不忍心放
弃。

我没有上门，而是打电话给她，平静地请她来办
公室一趟，商量工作。 她很快就来了，看出了我的用
心，竟直奔主题，说不要劝了，主意已定。 我想不到她
会这么直接，以为还会矜持一下的。 是什么力量让她
如此坚定？我只好向她直接发问了。她沉思了一下说，
宁肯这样死去，也不让人看到身前的残缺，以令人失
望！

为一种美宁愿放弃生命！ 我明白了她的内心，十
分吃惊，不知道该对她说什么了。 为了掩饰空虚，我把
目光转向一旁的玻璃柜，嘴里对她说着喝点茶，脑子
里却没有停下。

突然，我看到台湾作家龙应台散文集《目送》的书
脊，封面的内容顿时跃入脑中———一个母亲手推自行
车载着孩子去上学的背影。 这本书里，日复一日目送
亲人背影远去的爱意曾经打动两岸读者，多次再版。

我忽然走过去把书取出来，指给她说：“这个图好
美，她的孩子长大了，不一定记得妈妈年轻时的相貌，
但肯定能记住妈妈的背影。 ”她一阵沉默，认真端详着
封面。 我轻轻地说：“这样吧，你把这本书带回去，没事
翻翻，有空再聊，不急着做什么或不做什么。 ”

她起身致谢，带着书走了。 我目送她远去，觉得她
比平日漂亮，裙摆摇曳，背影生艳。

过了几天，没见她有什么动静，可能是铁心了。 我
们再不好去劝，也没人提起这事，慢慢地淡忘了。

一个多月后，她的男人来到办公室，归还借去的
《目送》。 我才得知她已在长沙做了手术，正接受治疗，
情况平稳。出乎预料！ 我不解地询问她是怎么转变的。
她男人说，具体也说不清楚，她是主动联系医院，手术

后叫他来还书。
送走她男人后，我静默了很久，手指“刷刷”地拨

弄着《目送》。 我看到里面有折页，还用铅笔描了作者
的一段话：“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
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 你站在小路的这
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
背影默默地告诉你，不必追。 ”

我心里渐渐舒缓开来。 这肯定是她描的，还折了
页。可想她为这句话沉吟了许久，最后释放了。这是一
个背影的力量，背影让人安定。

后来，我对背影有了一种特别的感触。 走在街上，
会情不自禁地望向前面的背影， 尤其是中年人的，常
常会被一个身影迷住。 那些背影，俊俏疏朗，笃定沉
稳，不见华丽，不见躁动，即使摇晃，也独有风姿。 而在
年轻时，都喜欢看一个人的前方，颜容代表了美丽。 但
人是会老的，再美丽也会褪色，仅看前面，心里就会失
望。

背影耐看，是一个人有着潜在的力量。 我想起朱
自清先生，他写了很多文章，那篇短短的《背影》最能
留在读者的情感里，无数空虚的心灵都被一个温厚的
背影填充而变得坚实。

人年轻时，为了理想、为了前途，负重不堪，累弯
了腰。 进入中年，渐渐安康，是遵从内心的时候了，不
必过分看重前面。 一生的奔波，再如何铆劲、再如何叠
加，人们能记住的，只是一个淡淡的背影。

父 亲
徐炯权

虽然我5岁时父亲就因病去世了，但有关父亲的记
忆仍历历在目。在我心中，他不但是慈父、孝子，还是乡
亲们口中的能人。

20世纪60年代末，农村还没有电，晚上点的是煤
油灯， 外出办事只能拿干杉树皮用稻草绳捆成火把照
明。 有一次，我哥哥和父亲挑着粪去浇菜，中途歇息时
不小心让粪桶倒了，被父亲骂了一顿，哥哥赌气出走，
半夜都没回家。父亲急得请左邻右舍帮忙，打着火把寻
找了两三个小时不见， 回家却发现哥哥躲在茅房堆放
柴草的楼上。 父亲气得浑身发抖，要打哥哥,可刚扬起
的手中途又放下，叹息道：“算了，打你也冇用。 都怪我
把这犟脾气遗传给了你。 ”此后，任凭哥哥做错了什么
事，父亲再不打他了，只是苦口婆心地给他讲怎么为人
处世。

父亲的慈爱，在我这个满崽身上也有体现。 我3岁
时得了一场病，无精打采，还发高烧，迷信的堂叔公说
我是受了吓，丢了魂，要请道士把魂收回来。 第二天傍
晚，父亲果真请了一个道士来，十来个乡亲一起举着火
把，在吹着牛角号的道士引领下，从两三里远的村口往
我家里走，边走边喊着“炯妹（浏阳人喊‘伢子’为‘妹
子’），回家咯！炯妹，回家咯！”哪知道道士折腾了一番，
我的病情依然不见好转。 父亲只好又喊了做郎中的堂
叔公水生给我号脉，说我是得了疳积，要消积。 水生阿
公用银针把我的手指头一个个扎了个遍，挤出点血水。
我当时哭得呼天喊地，但病果然好了。看我每天又活蹦
乱跳的， 父亲慈爱地摸着我的头说：“别看水生叔年纪
不大，却是个清白（指医术好）郎中。”自此，父亲再也不
信什么道士了。

父亲45岁才有了我这个满崽， 他50岁就去世了。
母亲说生下我时，我父亲考虑家庭困难，怕养不活我，
打算把我送给别人做崽， 但想到我哥哥是他和前妻所
生，终又改了主意：“算了，还是把这个满崽留给我婆娘
吧，将来她也好有个亲生崽伺候。 ”

从此，父亲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百般呵护。 那时
生产队收了油茶籽，会分给每家每户。农户到碾坊把晒
干、炒热的油茶籽碾碎蒸熟，做成茶饼，再上榨油机榨
油。 碾茶籽时，父亲总是抱着我坐在木碾上，自己挥舞
着手中的竹枝丫赶着拉碾的老黄牛， 一边吆喝一边唱
起山歌。 好几次， 我都在他依依哟哟的山歌调中睡着
了。

那时榨油， 得三四个强劳力扯起一桩吊起的大圆
木（撞锤），对着上好茶饼、有十几个交叉排成两行的榨
油栓使劲撞击，木栓越撞越紧，茶饼受到挤压后，冒着
热气的油脂哗哗地流淌到下面的油桶里，香气扑鼻。每
次榨油时，都是三四户人家合伙，派出精壮劳力当撞锤
手。 约三至五个撞锤手， 掌锤头的一般是榨油坊的坊
主，我父亲个子高，总是掌锤尾。 他们几个汉子口里喊
着号子，抱着那根撞锤在空中画出一道弧线，合着节奏
一下又一下轮流猛撞两排油栓，油栓被撞击后发出“碰
碰！ 碰碰!”的声音，带着动人的音符，是一种力量的瞬
间美的展现，让我十分享受和入迷，觉得父亲好伟岸。

父亲是独生子。听左邻右舍说，我阿公（祖父）29岁
时跟随蔡锷将军部下讨伐袁世凯， 在我们那个小镇上
做演讲时遭人通风报信，被抓去杀了头。 自此，28岁的
阿婆一直守寡把儿子拉扯大。为了报答母亲，父亲对我
阿婆（祖母）十分孝顺，每次走亲戚或到外地干活，回来
时总要给阿婆买点心、称肉。 到了集镇上的大商店、药
店，他就买当归膏、补脑汁等滋补品孝敬娘。 父亲对两
个崽管教很严，他买给阿婆吃的东西，我们都不准吃。
每次看到火炉旁的砂罐里煨着阿婆吃的鲜肉汤发出阵
阵香味，我就流口水。 可除了阿婆主动给我尝试外，我
从来不敢偷吃。 我始终记住父亲的话：“上桌吃饭必须
让长辈先动筷子， 家里少有的东西一定要让给老人
吃。 ”

父亲小时候读过《三字经》《增广贤文》《幼学琼林》
等传统启蒙读物。每次跟人闲聊，都能把其中的典故和
词语用上，大家都称他口才好。 他的算盘也打得好，听
说我们生产队、大队的会计打算盘都是跟他学的。更让
家乡人佩服的是，他还会唱夜歌（流行于浏阳北乡的纪
念亡者的民间歌调， 已列入湖南长沙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但凡周围有老人去世，都会请他去唱夜歌。父亲
唱夜歌圆口（口才）好，善于灵机应变。有一次他去隔壁
乡一个名叫桃花洞的地方做近邻（陪唱），碰到东家（主
家）调笑他们几个近邻，说他们家乡田少人多冇饭吃，
才跑到他们乡里去混白米饭呷。 想到桃花洞其实比他
们乡里更偏僻，田更少，吃得更差，主食是红薯，父亲灵
机一动，脱口唱道：“野鸡坪桃花洞，番薯（红薯）齐屋
栋，不吃肚子饥，吃了肚子痛。”反应之快，押韵之准，让
人拍手称快。 此后，他唱夜歌的名气更大了，不但本乡
本县，就连毗邻的长沙县一些乡镇都请他去唱。

父亲虽然走了半个世纪， 但他的音容笑貌却刻在
我心中，永久难忘。

信念
王孝忠

辞旧迎新大雪飞，
寒锁冰封何所畏。
冻死残花蓓蕾育，
压断枯枝新芽催。
原野苍茫尘不染，
山川奔涌云更追。
待到春暖花开时，
神州大地尽朝晖。

秦勇

冬天来了，雪不一定下。 但，梅花一定会开的。
梅花，是花中君子，是冬天的红颜知己。
她不畏国色天香的牡丹，不逊姹紫嫣红的玫瑰。 她身

怀兰花无人也自香的清高， 心藏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的雅
性。她有迎接风霜雪剑的傲骨，不畏世俗冷暖的个性。也有
超凡脱俗的柔情，魂牵梦萦的暗香。

正是层冰积雪时，梅花次第绽放，数萼含初雪，小萼点
珠光，雪海茫茫，花香袅袅。 只要邂逅一缕梅香，再寒冷的
冬天也会有一袭暖流伴你冬眠。 仿佛你在茫茫人海里，邂
逅一位绝世美人的回眸一笑，再漫长的人生，你也永远忘
不掉她的容颜。

白梅纯洁无瑕，红梅妩媚绚烂，黄梅富丽堂皇。 萧萧的
冬季，那雪中绽放的一枝梅花，像一位穿越千年风花雪月
的女子，谁不会多看一眼？ 一定会买上一枝，入室入怀，诗
意栖居。

美人与梅花 ，
美人还要稍逊一些
情调。 她们若是非
要较量一番， 结局
正如白雪与梅花，
“梅须逊雪三分白，
雪却输梅一段香”，
宋朝诗人卢梅坡早
就下了评语。

对梅花爱到极
致的， 要数北宋诗
人林逋。 他隐居杭
州西湖，结庐孤山，
终身不仕，终身不娶。 与高僧诗友相往还，与梅花仙鹤作知
己。 他写《山园小梅》：“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这个“以梅为妻，以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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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跃东

人到中年，最注意什么？
开始我以为忧虑白发，到处都在染发啊；又觉得

在乎皱纹，好多人都戴帽子眼镜遮挡；后来发现，最注
意的还是后背。 看，大家时不时地往后瞥，不是怕穿反
毛衣后背凉飕，而是怕驼背。 那无法掩饰，叫人自惭形
秽。 这是中年时候的清醒。

但是一些人跟年轻时一样，很是在乎颜面发型和
胸前的打扮，什么时候都马虎不得。 去年夏天，我遇到
一桩跟胸脯有关的事， 曾跟胸脯的主人深究了一番，
互相没说出一个结果，但终究产生了影响。

胸脯的主人是单位的一位女士，四十出头，被查
出乳腺癌，唯有切除才能保命。 这个结果，一家人都接
受不了。 但是要活命啊！ 丈夫想通了，给妻子做工作，
没做通。 家里其他人和朋友也劝了，没劝下来。丈夫来
到单位，希望组织出面谈谈。 妇女主任上门谈了两个
小时，还是毫不动摇。最后领导找到我。可是我是男同
志，哪好谈这事。 但这是最后的希望了，谁都不忍心放
弃。

我没有上门，而是打电话给她，平静地请她来办
公室一趟，商量工作。 她很快就来了，看出了我的用
心，竟直奔主题，说不要劝了，主意已定。 我想不到她
会这么直接，以为还会矜持一下的。 是什么力量让她
如此坚定？我只好向她直接发问了。她沉思了一下说，
宁肯这样死去，也不让人看到身前的残缺，以令人失
望！

为一种美宁愿放弃生命！ 我明白了她的内心，十
分吃惊，不知道该对她说什么了。 为了掩饰空虚，我把
目光转向一旁的玻璃柜，嘴里对她说着喝点茶，脑子
里却没有停下。

突然，我看到台湾作家龙应台散文集《目送》的书
脊，封面的内容顿时跃入脑中———一个母亲手推自行
车载着孩子去上学的背影。 这本书里，日复一日目送
亲人背影远去的爱意曾经打动两岸读者，多次再版。

我忽然走过去把书取出来，指给她说：“这个图好
美，她的孩子长大了，不一定记得妈妈年轻时的相貌，
但肯定能记住妈妈的背影。 ”她一阵沉默，认真端详着
封面。 我轻轻地说：“这样吧，你把这本书带回去，没事
翻翻，有空再聊，不急着做什么或不做什么。 ”

她起身致谢，带着书走了。 我目送她远去，觉得她
比平日漂亮，裙摆摇曳，背影生艳。

过了几天，没见她有什么动静，可能是铁心了。 我
们再不好去劝，也没人提起这事，慢慢地淡忘了。

一个多月后，她的男人来到办公室，归还借去的
《目送》。 我才得知她已在长沙做了手术，正接受治疗，
情况平稳。出乎预料！ 我不解地询问她是怎么转变的。
她男人说，具体也说不清楚，她是主动联系医院，手术

后叫他来还书。
送走她男人后，我静默了很久，手指“刷刷”地拨

弄着《目送》。 我看到里面有折页，还用铅笔描了作者
的一段话：“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
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 你站在小路的这
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
背影默默地告诉你，不必追。 ”

我心里渐渐舒缓开来。 这肯定是她描的，还折了
页。可想她为这句话沉吟了许久，最后释放了。这是一
个背影的力量，背影让人安定。

后来，我对背影有了一种特别的感触。 走在街上，
会情不自禁地望向前面的背影， 尤其是中年人的，常
常会被一个身影迷住。 那些背影，俊俏疏朗，笃定沉
稳，不见华丽，不见躁动，即使摇晃，也独有风姿。 而在
年轻时，都喜欢看一个人的前方，颜容代表了美丽。 但
人是会老的，再美丽也会褪色，仅看前面，心里就会失
望。

背影耐看，是一个人有着潜在的力量。 我想起朱
自清先生，他写了很多文章，那篇短短的《背影》最能
留在读者的情感里，无数空虚的心灵都被一个温厚的
背影填充而变得坚实。

人年轻时，为了理想、为了前途，负重不堪，累弯
了腰。 进入中年，渐渐安康，是遵从内心的时候了，不
必过分看重前面。 一生的奔波，再如何铆劲、再如何叠
加，人们能记住的，只是一个淡淡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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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吃惊，不知道该对她说什么了。 为了掩饰空虚，我把
目光转向一旁的玻璃柜，嘴里对她说着喝点茶，脑子
里却没有停下。

突然，我看到台湾作家龙应台散文集《目送》的书
脊，封面的内容顿时跃入脑中———一个母亲手推自行
车载着孩子去上学的背影。 这本书里，日复一日目送
亲人背影远去的爱意曾经打动两岸读者，多次再版。

我忽然走过去把书取出来，指给她说：“这个图好
美，她的孩子长大了，不一定记得妈妈年轻时的相貌，
但肯定能记住妈妈的背影。 ”她一阵沉默，认真端详着
封面。 我轻轻地说：“这样吧，你把这本书带回去，没事
翻翻，有空再聊，不急着做什么或不做什么。 ”

她起身致谢，带着书走了。 我目送她远去，觉得她
比平日漂亮，裙摆摇曳，背影生艳。

过了几天，没见她有什么动静，可能是铁心了。 我
们再不好去劝，也没人提起这事，慢慢地淡忘了。

一个多月后，她的男人来到办公室，归还借去的
《目送》。 我才得知她已在长沙做了手术，正接受治疗，
情况平稳。出乎预料！ 我不解地询问她是怎么转变的。
她男人说，具体也说不清楚，她是主动联系医院，手术

后叫他来还书。
送走她男人后，我静默了很久，手指“刷刷”地拨

弄着《目送》。 我看到里面有折页，还用铅笔描了作者
的一段话：“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
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 你站在小路的这
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
背影默默地告诉你，不必追。 ”

我心里渐渐舒缓开来。 这肯定是她描的，还折了
页。可想她为这句话沉吟了许久，最后释放了。这是一
个背影的力量，背影让人安定。

后来，我对背影有了一种特别的感触。 走在街上，
会情不自禁地望向前面的背影， 尤其是中年人的，常
常会被一个身影迷住。 那些背影，俊俏疏朗，笃定沉
稳，不见华丽，不见躁动，即使摇晃，也独有风姿。 而在
年轻时，都喜欢看一个人的前方，颜容代表了美丽。 但
人是会老的，再美丽也会褪色，仅看前面，心里就会失
望。

背影耐看，是一个人有着潜在的力量。 我想起朱
自清先生，他写了很多文章，那篇短短的《背影》最能
留在读者的情感里，无数空虚的心灵都被一个温厚的
背影填充而变得坚实。

人年轻时，为了理想、为了前途，负重不堪，累弯
了腰。 进入中年，渐渐安康，是遵从内心的时候了，不
必过分看重前面。 一生的奔波，再如何铆劲、再如何叠
加，人们能记住的，只是一个淡淡的背影。

邓跃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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