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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知道我的童年

诗
新
韵

放牛

那里翻波鼓浪，
喷薄欲出。 远方
的村庄树木沐浴在粲然霞光
里， 圣洁而庄严。 清澈的溪水倒映着
蓝天树影， 鱼儿跃水， 搅动的涟漪
一圈一圈地铺散而去， 将蓝天树影抖得飘
飘忽忽。
牛儿吃饱了， 我们割的草满篮了， 也
玩够了， 太阳升起来了， 村庄的炊烟袅
袅， 下地干活的农人陆续走出村头。 我们
则骑在牛背上， 走向田头， 将牛交给大人
后， 吃完早饭， 蹦蹦跳跳上学去。

米桶
在儿时的记忆中， 家里唯一上锁的东
西便是米桶。
那只椭圆形的米桶， 一米多高， 桶盖
由两块相等的半椭圆形木板合成。 靠着木
板房墙面的那一半是固定的， 另一半则可
以掀开舀米。 平时都是锁着的， 钥匙挂在
母亲的裤腰上。
每年到了生产队分粮的季节， 母亲照
例将已破了的筛子用竹片补好， 待稻谷碾
成米后， 母亲便坐在小板凳上用筛子将米
仔细地筛一遍， 拣去谷子和砂石， 然后小
心翼翼地倒入那只椭圆形的米桶里。 桶里
的米慢慢地堆成了小山， 母亲的脸上荡漾
着无比的笑意。 这时， 母亲总要将我抱进
米桶的那一头去， 帮助她把米往里装。 装
完， 上锁。 母亲对我说： “这可是我们一
家人的命根子啊！”
那时候， 家里有6口人， 父亲在远离

一股花香悠悠飘来， 花又开了。
这是一种不知名的树， 平日里默默无
闻， 却在冬末春初开出一树米粒大小的白
花， 盛况空前， 每一枝、 每一桠都团团簇
簇， 牵牵连连， 毫不孤单， 在绿叶衬托
下， 宁静而热烈， 芬芳而内敛。 一阵风儿
吹过， 空气都醉了。
忽然， 一阵“咚咚咚” 的声响传来，
原来人们在挥着利斧砍树的枝丫。
“好端端的怎么要砍树？”
“夏天蚊子多， 这棵树长得太密， 招
蚊子。” 大人头也不回。
它只是自然地长大， 有什么错吗？ 这
句话堵在我心里。 “被修理” 之后的树似
乎从一位丰盈健康的女子变成了一个干瘦
多病的骨感妹， 周身显露出参差的伤口，
一处又一处惨白。 当晚下了一场暴雨， 我

想， 没了叶片遮护的树干， 飞溅的泥浆一
定使她浑身泥泞。
第二天一早醒来，却是一个大晴天。我
记起院中的树，趿拉着一双鞋，急急推门出
去，咦？ 那树正精神抖擞地站在我面前，叶
片是洗过的新绿，阳光给她镀上一层金黄。
伤口处似乎有一层保护膜， 在自我修复。
“雨过天晴，又是一个新的开始”，阳光下，
那树仿佛微笑着说。我重回书桌边，树的身
姿恍在眼前，我心也沉静下来，似乎字里行
间都藏着笑容与坚毅。
我陪着树， 树伴着我， 我们在相伴的
时间里大多是愉悦的， 只是在每年落花时
分， 一地细瘦的残花总使我忍不住惆怅，
夏荣冬枯的叶儿轮回反复， 去而复来， 我
又为之惊喜， 树啊， 花开花落， 荣枯相
继， 你在追求着什么？
树儿长得更高了， 又长得很茂盛了，
我也跟着一起成长。 繁重的学业， 起伏的

成绩编织成了我的生活大网， 我深陷其
中， 越是在意， 越是难以挣脱， 我好久都
没有好好欣赏、 关注这棵树了。 当这熟悉
的花香又将我唤回到树下时， 久别重逢的
喜悦让我仔细端详着它。 它又伸展出许多
枝条， 葱茏茂密， 似乎在张开臂膊， 袒露
胸怀， 迎接风雨烈日。 地上已铺了好些落
花， 原来的伤口处长出了许多枝丫——
—伤
口已不复存在。
我欣喜， 我惊诧， 因为这树怎么看都
是青春昂扬的模样， 它身上没有风雨摧残
的印记， 也没有刀砍斧削的伤痕。 是啊，
花落了又如何？ 于它， 这不过是一段旅程
的结束， 一场拼搏的开始， 一时的失去不
算什么， 烈日与风雨也不过如此。 花开繁
华， 却总有落下的一刻， 与其苦苦计较得
失， 不如专心汲取养分。
我若繁华， 花期自来， 这声音自枝叶
间， 也从我心底传来。

彭金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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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本以为新疆是没有雨季的。 不
然为啥塔克拉玛干、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
那么壮观地存在这片土地上？ 甚至听在
吐鲁番援助工作的朋友说， 那里很少有
雨雪，而经常下土。 何为“下土”？ 大风天
气，尘土随风起舞、飘落，“土雨”过后，房
顶、地面、树叶上都是尘土，一片灰蒙蒙
的世界。 朋友告诉我，有时晚上睡觉忘记
了关窗，第二天一早醒来，嘴里都有了细
细的泥土。
我于去年9月底来到新疆西北部的
伊犁自治州西北部，每天都是艳阳高照，
白天气温与我所在的湘北并无 明 显 差
别，只是晚上更凉爽。 大约20天后的一场
雪，颠覆了自己“北疆气温也不过如此”
的概念，伊犁河谷瞬间从秋入冬。
从那以后，多则十天半月、少则三五天
就会有一场雪， 一直延续到今年3月中旬，
整整5个月，不是漫天飞雪就是晴空朗朗。
春节前至3月初，在三湘大地的人们
慨叹“太阳公公”失联的时候，我却在万
里之外的北疆乐哉悠哉地享受着晴空与
瑞雪的“和谐共存”、相得益彰。
春雨姑娘从南方缓缓而来， 到达我
所在的北疆时，已是3月中旬了。 估计她
是搭乘的11路公交车。
在湘北的 朋 友 圈 里 每 天 都 被 油 菜
花、樱花、桃花霸屏的时候，我所在的北
疆依旧是枯枝枯丫的； 我只能在朋友圈
劲晒皑皑雪山和微笑的太阳公公， 算是
与朋友们南北呼应。
3月18日，我终于等到了伊犁河畔的
第一场雨， 一场水量不超洞庭湖畔一夜
大露水的小雨。
北疆的初 春 雨 比 故 乡 湖 南 吝 啬 多

梁尔源

徐助全

我若繁华，花期自来
林小文

诗三首

母 亲
家乡的煤矿挖煤。 家里只有母亲一个劳动
力， 所挣工分少， 口粮便少。 母亲总是将
米桶里的米攒着， 供我们兄弟姊妹吃， 她
自己碗里一年四季难见米饭， 常以红薯充
饥……
待到盛夏，那米桶里的米开始见底了，
母亲弓着腰将手臂伸进桶里也舀不到米，
便再次将我抱进米桶里，舀足了一顿吃的
米，再将我抱出来。 那时的农村只兴吃两
餐，每日两餐，我得在米桶里出入两次。
我对母亲说， 干脆将剩下的米都舀出
来吧！ 母亲说： “细水长流， 细水长流
啊！ 都舀出来了， 你们姊妹们想吃红薯
了， 是不是？ 快了， 新米上来就好了。”
现在想来， 真是心酸。 那时在母亲心
中的一切， 全都似乎就锁在这只米桶上。
她日日算计的便是如何让她的儿女们填饱
肚子……
想来， 5000年的岁月里， 我们的祖
先用热血浇铸了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 而
故事的起源其实不都是关于米桶吗？ 从商
鞅变法到大泽起义， 从文景之治到太平天
国运动， 哪一次不是围绕着米桶展开的？
能锁住米桶是母亲的欣慰， 不再为米担忧
是我的怡然。 而年幼的儿子定然无法体
会， 当年的我双脚陷入米桶的悲欢。
是的， 生命的伟大便在于它永远有着
崭新的开始， 而历史的崇高则在于它时时
提醒人们别重蹈覆辙。

了， 下得无
声无息、雨
过地皮湿；
江 南 的 春
雨， 淅淅沥
沥一连数日
甚至半月，那叫一个酣畅、缠绵。
上帝为你开启了一道门， 就会关上
一扇窗。 自然界亦如此。 北疆大地，一年
间雪期近半年， 银装素裹的世界那叫一
个豪气，令生长于江南的我流连忘返。
进入4月以来，北疆伊犁河谷一带似
乎也进入了雨季。 有时候一早起来，地面
上湿湿的，一看就是雨的痕迹；有时候上
午飘下零星小雨，中午又放晴。 到了4月
下旬也会出现连续两三天的绵绵细雨，
一如江南的雨季。
新疆的朋友们告诉我， 伊犁河谷是
全新疆气候、地形条件最好的地方，世人
誉之“塞外江南”“中亚湿岛”。 为啥？ 这里
四周被天山余脉环绕， 阻挡了寒流的长
驱直入； 这里冬有长时间纷纷扬扬的瑞
雪，春、夏有让南疆的人们神往的雨季。
雨润万物。 相比洞庭湖畔，北疆这略
显姗姗而量少的春雨， 与雪水汇成涓涓
细流，滋润着这片神奇的土地。 道路两旁
光秃秃的树枝渐渐吐露细芽； 杏花先于
杏叶急急绽放， 引来全国各地如蜂般的
游客； 对面东西绵延数十公里的山坡也
由褐色逐渐鹅黄、浅绿、碧绿，那是全中
国乃至全世界有名的那拉提草原。
古语“春雨贵如油”，而我要说“北疆
春雨贵如金”。 这如金的春雨，涵养着这
片神奇的土地，使之成为新疆沙漠、戈壁
夹缝中宝贵的绿洲， 明珠般地闪耀在祖
国的大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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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在村小读二年级， 放牛是我每
天的必修课。
“起来， 放牛去！” 母亲总是在我凌
晨睡梦正酣时将我叫醒。 我睁开惺忪的睡
眼， 只见月光透过瓦楞的缝隙， 洒下千万
根银针， 将屋里照得朦朦胧胧。 屋外的蛙
鼓高一阵低一阵， 合奏着春天的序曲。 露
珠尚挂在嫩绿的草尖， 大自然充溢着生命
的闹意。 “牛儿吃了露水草膘肥体壮。”
母亲再次催促着我。
这是一头高大壮实的牯牛， 皮毛光
溜， 而且十分温驯。 在母亲的催促下， 我
手提竹篮， 将牛牵出门， 踩着牛角， 翻身
骑在了它宽厚的背上。 用不着吆喝和指
点， 牯牛就信步悠然地朝着对门山上走
去。
此时， 蓝蓝的天幕上， 聚会的星星正
在散去， 朗月如水， 将清澈的田园镀上了
一层银粉。 虫声唧唧， 蛙鸣鼓应， 此起彼
和。 清润的空气中， 弥漫着油菜花的馨
香。 放牛的娃儿陆续到来， 牛见了自己的
同 类 ， 亲 昵 地 你 “哞 ” 我 “呜 ” ， 互 道
“早安”， 然后大口大口地啃着带露的草
儿。 德建家养的是头骚牯， 这家伙见了异
性， 两眼发直发光， 兴奋得“哞哞” 不
已， 叫声浑厚沉雄……我们对这种原始的
性启蒙教育毫无兴趣， 听任它们在那里折
腾、 作乐， 雀跃着奔向四方割起草来， 为
它准备“中餐”； 或几个小把戏在树林里
玩起了打仗的游戏。 “打仗” 时， 我们一
般分为两组， 一组扮解放军， 一组扮敌
人。 用树枝做帽子， 腰间别着自制的用墨
水涂黑的木枪， 根据历次战绩封赏军衔。
呵呵， 还真像那么回事呢！
东边天际沸涌着赤色云霓。 太阳正在

星期五

喝茶

我总幻觉母亲没有死， 其实， 她去世已有12年了。
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想写一篇回忆母亲的文章， 却迟
迟未落笔， 唯恐我的文字功底尚浅， 描画不了对母亲
的那份爱和感恩。
时间会抹掉过去的痕迹， 但母亲的一切挥之不去，
永远都流淌在我的血液里， 她的一笑一颦， 撩人心弦，
仿佛就在昨天。
母亲年轻时， 曾是十里八村出了名的“村花”， 身
姿袅娜， 脸面清秀， 聪明伶俐， 勤快能干。 她18岁不
到嫁给我当教书匠的父亲。 可好景不长， 父亲在上世
纪60年代末被打成了“臭老九”， 要强的他受不了精神
上的打击， 过早的撒手而去， 丢下了一家7口老弱妇
孺。 那时母亲不到36岁， 上有70多岁的婆婆， 下有5个
不懂事的儿子， 老大不到14岁， 我排列第4， 只有3岁
半， 小弟不到半岁。 那个时代物质匮乏， 缺粮挨饿是
常有的事， 这个家濒临崩溃的边缘。
父亲走后， 天塌了。 这对母亲来说是沉重的打击，
我无法想象母亲是怎样熬过那段岁月， 又是一种什么
力量在支配着她。 母亲可以另谋出路， 但她没有抛弃
这个家， 而是全力拖着一家老小， 在泥泞困境中艰难
爬行。
在那段漫长寒冷的日子里， 村寨里也有很多乡亲
帮助过我们。 有个热心人找到母亲商量： 有一户好人
家， 干部家庭， 生活宽裕， 没有儿子， 想领养一个。
母亲看着自己的孩子， 营养不足， 饿得骨瘦如柴， 就
同意了， 决定让小弟逃离苦难， 过上好日子， 有好的
前途。 可小弟去了3天哭了3天， 水米不进， 这家人实
在没办法养育， 把小弟退了回来， 还送了好几套新衣
服。 其实， 在小弟离开的那几天中， 一家人也哭作一
团， 母亲像丢了魂， 一个人跑到对门山坡父亲坟茔前
大哭一场。 小弟回来了， 家里日子还是苦不堪言， 但
母亲精神状况好了很多。
为了支撑这个家， 母亲在用生命作战。 白天， 她
上山背粪肥， 耕地， 下田打谷， 犁耙， 男人能干的农
活她都会做； 晚上， 那双手又做各种针线活， 帮别人
家纺线、 织布、 纳鞋垫， 挣钱供儿子们读书。
历经漫长的寒冬， 春天终于到来。 我们都已长大，
一个个飞出了穷山窝， 有了自己的事业和家庭， 拥有
一片灿烂天空。 母亲那双纤长白晳的手变粗， 变弯曲
了； 她那柔美的身段萎缩了， 腰驼了， 身姿老丑， 行
走迟缓。 但母亲从不自哀叹息， 心里仍然充满阳光。
母亲是一个闲不住的人， 她在进城的那些日子里
帮我们买菜做饭， 带孩子， 接二连三地把孙子孙女带
大。 后来， 家务事少了， 母亲改不了闲不住的习惯，
走到哪里看到有废品， 都要拾回家。
儿女们碍于面子， 纷纷劝阻说： “您年纪大了，
身子不好， 该好好在家养身体， 到处捡废品， 外人见
了， 会讲我们闲话， 现在的日子过得不错， 不缺那点
小钱。” 母亲却说： “过去捡破烂， 为了生存， 现在
捡， 一来为了环保， 二来活动手脚， 有味。” 母亲的执
拗， 是读不完的生命启迪。
母亲在我心中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她让我懂得了
什么是“责任”， 更领悟到生命的价值所在。 她教导我
要做一个好父亲， 疼爱妻子， 教育子女， 关心社会，
关爱亲人。 我常与儿子聊天， 谈论人生时说： “父亲
的童年生活就像一条虬曲的蚯蚓， 写在有苦有乐的乡
土上， 如果你从父亲的行为中， 还能找出一些亮点，
那应该是你奶奶最美的风景在你父亲身上的折射。 这
点美景永远都不会失色。” 有了母亲的言传身教， 正在
读研的儿子懂事乐观， 积极向上。
母亲走了， 去见父亲了。 她走的那天， 上午还好
好地在镇卫生院里给我们打了电话， 说有一点呕吐不
舒服， 叫儿子们放心， 睡一觉就好了。 我们了解娘的
性格， 她是从不给别人添麻烦的人， 遇到天大的事一
个人扛， 实在扛不住了， 就独自躲在角落里流泪。 于
是， 我们兄弟分别从广州、 长沙、 吉首赶赴老家镇卫
生院。 下午3时， 母亲临终了。
“娘娘， 我们回家吧！” 三哥开着车， 我在后排抱
着母亲。 母亲抱我多少回， 这是我第一次紧抱着母亲，
泪水直打在母亲脸上。 母亲一路无语， 但面容是那么
的慈祥。
辛苦一生的母亲最终又融入这片旷野， 沉入土地。
连绵的大山， 一望无垠。 在大山深处的荒山坡上，
一位农妇正在忙碌， 她抚摸着绿油油的庄稼， 开心地
笑了。
母亲， 安好！

闲暇， 一个人品茶
端起茶杯
世界便安静了
清淡泡不出恣言妄语
沉下去的风
掀不起满地鸡毛
面对一个透彻的宇宙
找不到吹牛拍马的对手
口含春光， 不吐莲花
也不再指桑骂槐
那五魁手和六六六
屏蔽在红尘之外
沏一杯仙风道骨
喝出无字天书
石凳上品高山流水
屏风里徘徊
潇潇竹声

重组春天
打翻童年的调色盘
蘸上豆蔻的绿
一笔刷去， 遮盖掉
那些刺眼的红绿灯
摁下那台老式的录放机
将风的咳嗽快速放过
把雷的脾气删除
让几声鸟鸣
啄破梦的外壳
让风筝的手伸进云朵
拽住闪电的尾巴
将天空的眼神
拖出一道少女的彩虹
不能再将春天
显示在手机屏幕上， 因为
那些爆出的表情包
没有桃花妖
也不似梨花素

IC卡之歌
终于和一辆奥迪分手
给下坠的皮囊安装一张芯片
高台上的鲜花已经谢幕
实惠便捷的 IC 卡
刷出慢节奏的归程
在站台的车次牌前
重新定位夕阳的轨道
攫着刷卡机的应答
用轻松踩着陌生的站点
穿梭往来的公交
似肉体中滑行的肠镜
来去匆匆的眼神
透视出五脏六腑的阴影
用真空中不太灵敏的嗅觉
重新找回秋风的体味
在拥挤中抓紧扶手
改变以往出行的姿态
把长期台上台下坐着的尊严
让给负重的躯体
真实的大地上
不再有悬空的双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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