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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卫民

父亲向来胆小。他个子矮，与邻家
发生争执时，人家的声音大点，他就不
作声了。 我那时就觉得他不够硬气，不
够男子汉，但他转背就对我们讲，忍一
时之气，免百日之忧。现在回过头来看，
当年那些飞扬跋扈蛮不讲理的，大都过
得不好。胆小，其实是父亲的智慧。

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父亲
在外受了气，在母亲面前就偶尔会骂骂
咧咧。

有一次，他们发生了争执，父亲骂
了母亲，母亲作势欲跑，父亲不让，母亲
满腔怒气没地方出，趁着父亲在澡盆里
洗澡时，丢下一句：“我回娘屋里去了！”
哐的一声摔门而去。父亲忙不迭从澡盆
里站起，赤条条就急着追了出去。父亲
在老屋巷子里追到母亲， 一手捂着裆
部，一手死死地拽着母亲，气喘吁吁。母
亲本只想吓唬吓唬父亲， 看他这狼狈
样，又怕被邻居发现，只得老老实实跟
随父亲回家。

从此，只要听到母亲说“我要回娘
屋里”，父亲的傲慢与威风就全都丢到
一边， 换成一副讨好模样。“回娘屋
里”，成了母亲的制胜法宝———母亲晓
得， 父亲30岁才讨婆娘， 生怕婆娘跑
了。 摸准了父亲的软肋， 母亲每次都
赢。我很好奇，这个游戏他们玩了几十
年，母亲的紧箍咒都依然有用，父亲依
然那么胆小。

父亲胆小到么子程度？ 走夜路怕
“鬼”。夜里上水渠灌溉稻田，要经过一
片坟地，听到那边有动静，背起锄头就
回了家。

母亲常笑话父亲， 打个针抽个血，
父亲都一副怕疼的样子。

这么胆小的父亲，为了救重病的我
却决心捐肾，主动跟医生说：“用我的腰
子，我身体好！”

术前谈话， 手术前后必须戒烟3个
月，避免术后咳嗽牵拉伤口痛苦，也利
于早日康复。父亲烟瘾发作时，只能用
鼻子狠劲闻烟，一副馋鬼相，看着好可
怜。父亲嗜烟如命，为我戒了烟，这简直
要了父亲半条命。

我满以为， 父亲应该戒烟成功了。
没想到父亲出院休息不到两个月，又拿
起了剃头刀，也拿起了打火机。母亲说，
“你父亲又开始抽烟了， 他的理发店角
落里，一地的烟屁股，劝都劝不住，说什
么救了崽，死也死得了”。

父亲的话里带着任性，又有点满不
以为然。母亲晓得劝不了，但每次只要
看到，还是千方百计阻止他：搜出父亲
兜里的烟，打落他正在抽的烟，挡住别
人递来的烟，或者藏匿父亲的打火机。

母亲做这些时，嘴里念叨着“你割了
一个腰子身体差一些，要注意身体，救了

崽更要好好保养，多活几年才能享到崽的
福，一天到晚不逗贵气你是讨贱……”

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母亲在电话
里跟我说：“实在没办法，今后，看见他
抽烟，我就往他头上浇水！”

母亲的豪言壮语没维持多久。不几
天，母亲说，“再也不敢要你爹戒烟了”。
我很好奇，母亲一下子想通了？赶紧追
问， 发生了什么？ 母亲支支吾吾地说，
“就是因为要你父亲戒烟， 害得他撞伤
腰了”。

母亲的讲述吞吞吐吐：“你爹一有空，
总喜欢一个人呆在隔壁房， 开门一看，满
屋烟味，像熏腊肉。我一看，好哇，又偷着
呷烟！我上去抢他的烟，他躲，退后不到一
两步，腰部撞到床沿，哎哟喊个不停。赶紧
拿菜籽油揉揉，还是有点肿。你爹只有一
个腰子，撞坏了，何得了？”

“我又不是故意的。老家伙把烟屁
股扔了，不退不躲，哪会撞到腰啊。”母
亲声音里带着委屈。

现在不是说是非分责任的时候。母
亲叙述的撞伤部位描述不清，我要母亲

拍照发来，还是看不清楚。我说，赶紧到
医院做个检查，看看伤情。母亲说，父亲
不肯。我跟母亲说，赶紧想办法，逼他做
检查。

母亲这次没用“回娘屋里”那一招。
对付胆小的父亲， 她总是有办法的。母
亲以跳楼相逼，父亲当场就范。

“早点洗澡，明天赶早去医院。”
“现在不敢洗，要等你困着了才去

洗澡。”
母亲描述的对白，笑死我了。
忐忑不安中等待检查结果出来，父

亲在电话里竟然说起了生硬蹩脚的普
通话：“医生说了，没有问题。”当天，父
亲又去理发店干活了。他当然不会告诉
我们，医生开了几百元的药，他一分都
没买。

几天后打电话问， 父亲还是说疼。
我把父亲的检查结果发给专家，专家建
议，做个CT确诊。

父亲不以为然：“再检查一次，又去
了几担谷钱，没必要。”母亲劝他复查，
他也振振有词：“医生说了， 没大问题，
做么子浪费？”

母亲的绝招用完了，到我来想办法
了：“您现在怕浪费几百元检查费，以后
万一真是骨折，那住院，只怕是几千元
甚至上万元，那得值多少担谷？自己还
多遭好多罪？让我们多担好多心？您要
不去，我立马订票回来，我一来一回，车
费加上误工费，又是几百。您想清楚，需
要我回来陪您检查不？”

父亲沉默了一分钟，答应了———估
计他在算账，我回家的费用远远大于检
查费，再说，他也晓得我的倔脾气。

检查结果出来， 父亲骂骂咧咧说：
“说了不要检查不要检查， 又是几担谷
不见了！”

这一次，父亲的胆小，是担心更大
的“浪费”。

听着父亲爽朗的骂声，一颗悬着的
心，总算落地了。

其实，我也胆小。

丁会云

江南水乡，是一个水灵灵的地理名词。
地处长江南岸的临湘，每到夏季，大地

上就铺开一幅壮观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
日荷花别样红”的锦绣油彩。碧绿的荷叶像
个大玉盘衬托着绚丽的荷花，美丽绝伦。

走在水乡的小路上，成千上万的碧绿的
荷叶中，无数朵漂亮的荷花，一簇簇地相拥
而来，一伸手，荷花与莲蓬就可以揽入怀中。
好像为了打破天地间的宁静，几只蜻蜓在天
空中自由自在地飞翔，它落在莲蓬上，莲蓬
就更加充满生机。 这梦一般美丽的景致，令
我觉得毕生看过的壮丽风光都黯然失色，仿
佛世间一切，均是一阕“采莲南塘秋，莲花过
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的宁静温
婉、风烟俱净的唯美清词。

但是，曾几何时，这美丽的荷池，却是一
片荒芜。 因为依境东流的40公里长江黄金
水道，让梦里水乡的临湘时不时受到季节的
伤害，不是这里的垸坝垮塌，就是那里的房
屋被淹。这生命之源的水啊，蕴藏着无穷力
量，它可以赋予你生命，也可以让你顷刻间
毁灭。

1998年，一场洪水，把刚刚结婚的小叔
叔家的电器全部冲走了； 一位表嫂在抢救
猪仔时，被洪水冲走，至今音讯全无；我家
喂养的鱼苗也全部被水冲走……面对灾
难，整个家族都笼罩在深沉的悲痛中，我记
得我的父母白天四处寻找表嫂， 晚上则在
灯光下忧虑孩子们的学杂费。 那一个一个
的白天，总是在失望中流逝，那一个一个的
黑夜，总是在叹息中走远。表哥不顾危险，
顺着河流向下游寻找表嫂，被困水中，惊慌
中幸亏武警官兵及时出现， 表哥才捡回了
一条命。

在那个季节，我们最渴盼的就是武警官
兵的身影，只有这些坚强的肉肩，才能扛得
起灾难的山梁。

从1980年以来， 汹涌的长江给临湘带
来了16次较大洪灾，平均每两三年一次；发
生过溃垸型险情117处，溃决62处，每年直
接经济损失达数千万元。每一季雨汛、每一
场灾难， 对我们来说， 真是一场生死考验。
“天旱三年，太阳出来是个宝。”哪怕是火热
的酷暑，生活在湖区的人们，都盼着太阳。这
是对自然何等无奈的叹息哦！是啊，洪灾，是
江边人生存的心理阴影啊。养鱼吗？怕洪灾！
种稻吗？怕洪灾！良田沃土，一片荒凉。

长江不治，百姓不宁！基于这种认识，在
各级领导高度重视下，长江临湘段按Ⅱ级堤
防标准设计，全面进行加高培厚，施工总工
期从1998年10月开工， 至2003年4月底，长
江大堤建设累计完成加高培厚土方1221.3
万立方米，投入资金2.4亿元。洪魔，渐渐地
在记忆里远去。

长江安宁了，沃野田畴，绘出崭新图画：
名优水特产养殖基地一个挨一个，蔬菜瓜果
“基地＋公司”的联营体系惠及家家户户。表
哥也在政府的帮扶下发展水域经济，他养殖
的临湘青虾、 黄鳝等特种水产品远销上海、
江苏等市场。他当年居住的土砖房，换成了
崭新的乡村别墅， 还娶了一位美丽的表嫂，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一夜春风， 吹绿江南岸线！2018年4月
25日，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长江时， 吹响了
“保护一江碧水”的嘹亮号角。临湘大张旗鼓
地开展长江岸线复绿生态修复工程，通过种
草植树、 沟渠绿化和修复湿地等措施，200
余万人次参与义务植树复绿工程，植树750
万株，复绿面积2万多亩。如今的长江大堤，
已从当年千疮百孔的土埂堤，蝶变成了美丽
的生态长城，引来游客无数。无论是当年决
战洪魔的傲然身姿，还是今天岸边休闲的美
丽倩影，我们走过的每一个脚印，都是生活
最美的赞歌。

季节的灾难与生活的磨难，造就了表哥
和像表哥一样的千千万万的人。正是他们的
经历，让我深深懂得，只要我们对生活真诚
地努力地付出，那生命之堤就会像长江大堤
一样，永远绿意盎然！

大木源
我故乡的河

唐继华

大木源 我故乡的河
像轻柔的飘带
蜿蜒穿行故乡的南北
群山绵亘 古木参天

有无穷的源泉
故乡的河 流过村庄 穿过我的身体
以某种弧线 连接过去 现在 和未来
水中的鹅卵石和嬉戏的小鱼
从儿时的记忆里抽出一个个小精灵
几声鸽哨 仍像童年时的风声
哗哗的流水声 像一支摇篮曲
母亲在一旁轻抚着我
炊烟袅袅升起 红霞映照牧归的牛儿

美丽乡村建设的号角
激荡潺潺的流水 推动故乡前进的脚步
当清凉的溪水倾泻 像猛兽般冲击身体
肆意的尖叫和欢呼声中
带来故乡致富的希望
犹如童年 父亲的那盏煤油灯
点亮我心中的梦想
大木源 我离不了
仿佛血脉相连 一同见证世事沧桑

江月卫

朋友张的儿子结婚给我发来邀请，
在严格控制酒席规模的情况下还给我
发请柬，已是把我当至亲。我提前半个
小时到酒店，发现两个大宴会厅已宾朋
满座。新郎新娘我不认识，连名字都不
晓得。这里同时举行两家婚宴，两家的
新郎都姓张，我只得向负责贺礼管理的
打听。正在这时，戴着“父亲”胸花的朋
友张闪了出来，一把拉住我说，你坐那
里，那里还有个位子。

坐到桌上才发现， 还有两个空位
子。朋友张又拉来了一位皮肤黧黑穿着
皱巴巴白衬衣的男子，50多岁的样子，
胸前的红色领带像狗舌头一样卷在那
儿，那样子是想认真打扮一番，却能耐
有限。都是凑拢来的，大家既陌生又熟
悉，无非是吃餐饭，没必要挑剔。红领带
一直微笑着，朝这个看看，朝那个笑笑，
并没有引起别人的回应。他拿起桌上的
烟，一一敬过。大都麻木地摇头。一位锅
盖头接过一支，他立马站了起来，掏出
一次性打火机很感激地打燃，锅盖头用

自己的白色钢化高级打火机“噌”的一
声自己点了， 对红领带看都没看一眼。
红领带自讨没趣地坐了下来。

红领带应该是朋友张的乡下亲戚。
红领带又主动拿过桌上的白酒瓶

劝说，大家还是喝一杯吧，莫客气，都是
朋友！感觉他就是主人家。没有人理会，
他自个儿倒了一大杯，大概有2两左右。
他放下酒瓶又拿起饮料劝大家：这个没
问题，天气热喝这个止口干。然后把大
家面前的酒杯一一地倒上饮料。 上菜
了，他不停地邀大家：吃菜吃菜，大家千
万不要客气。其实，大家并没有客气，正
埋头苦干呢，并没有像他那样眷顾着别
人。戴老花镜的老头手边放着蓝黄相间
颜色的饭盒，应该是自己带来的，酒店
一次性饭盒没这么高级，老花镜自己夹
一筷，也给饭盒里夹一筷，有时还添一
筷，生怕饭盒吃亏了。

整个酒席上只有红领带最热心：喝
啊，只要感情有，饮料也是酒。有的附
和，有的埋头吃菜不理他。红领带喝了
一口白酒后说，今天是个好日子，大家
应该高兴，来来来，吃菜吃菜！

我心想，哪天日子不好呢？
红领带端起酒杯朝我面前伸来，

说，老哥，敬你，祝你开心快乐！
我急忙拿起饮料向他碰杯。我有些

忍不住问道，你在哪里高就啊？
我，呵呵，我农夫子，农夫子一个，

家在凳寨。老张是我的好朋友，有空和
老张一起来玩， 我们乡下别的没有，土
鸡土鸭有！

凳寨？不知属于哪块版图，我不去
细问，只是客气道：你大老远跑来，一定
要好好喝一杯，我敬你！

红领带不经劝， 自个儿带头说：喝
喝喝，今天大喜日子，特别高兴！

我心想， 这人肯定是个好酒之徒，
人家结婚你有什么高兴的？借这个理由

想多喝几杯罢了。
红领带又给大家杯里添满说，新郎

新娘来敬酒了，大家杯里不管是酒还是
茶或饮料，都干了，祝新郎新娘心想事
成，开心快乐！

新郎新娘敬过酒，红领带自告奋勇
地提出，我唱首敬酒歌：太阳出来红艳
艳，鸾凤和鸣在今天；端杯又敬酒一遍，
贺喜添丁在明年……唱完， 红领带说，
我要和新郎新娘合个影，麻烦帮我拍一
下。 说完把手机调到拍摄模式递给我。
红领带站在新郎新娘中间，俨然一位父
亲。红领带笑得挺开心的，正如他所说
的，今天特别高兴。

朋友张来了，自谦说招待不周请大
家谅解。一边说一边拉过红领带给大家
介绍：这是我老弟，叫陈新功，两年前，
单位帮扶凉伞镇凳寨村，我是陈新功的
帮扶责任人……后面的话我没有听进
去，不说我也知道是怎么回事，我提出
他俩喝一杯， 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
朋友张却一把拦住陈新功， 说你醉了，
不准再喝。陈新功却抢过杯子一口干了
说，今天是个好日子，我特别高兴咧！

新郎新娘也加入到我们这桌来，陈
新功从裤兜里摸出一个手帕包着的东
西，把大家的目光吸引了过去，因为时
间久了，手帕脏得变了颜色，陈新功放
在桌上小心翼翼地打开，是一个没有盒
子的白色玉手镯。陈新功说，我今天来，
送几十块钱拿不出手， 送多我又拿不
出，这个是我家袓上传下来的，本来是
留着给我儿媳妇的，到了我这代独自一
个人，今天我这个儿媳妇过门，我一样
的高兴。说完便给新娘戴上。此时，掌声
四起。

陈新功双手伸起示意大家坐下，嘴
里不停地说：大家一定要到凳寨我老家
去，别的没有，土鸡土鸭和米酒是有的。

大家一齐喝彩：好，干杯！

因为有了你
罗健

你从远古走来
历经了五千年古国岁月沧桑
从抽象的记号结绳到音形义具备的方块字
横竖撇捺无不凝聚着先人们的智慧和期望
历史从此开创了人类社会进步的篇章

你从远古走来
谱写了五千年中华绚丽诗行
从简单礼仪之邦到繁荣发达的文明古国
灿烂文化无不闪耀你的价值与光芒
炎黄子孙血脉里流淌着你不屈的梦想

你从远古走来
见证了五千年华夏沉浮衰旺
从落后的原始社会到新时期的成就辉煌
中华崛起无不彰显你强大的基因和力量
一带一路领引你跨越国界，飞越海洋

啊 汉字
你是中国文化的根基
中华文明传播的使者
因为有了你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充满希望
因为有了你 华夏文明走向世界，奔向远方

凝望秋天
周广玲

日子在树叶间一页页翻过， 由绿到黄，不
经意间，秋天已悄然而至。褪去了夏的酷热和
沉闷，秋突然清爽了起来。

凝望秋天， 我眼里写满了金黄的色彩，这
种颜色是一种喜悦，丰收着希望。

凝望秋天，是激情的开始，心中的力量会
时时随着秋风涌动出来，那种生活中点点滴滴
的感动，瞬间凝结于心底，淡淡而忙碌的日子，
便有了简洁而深刻的诗意。

陶渊明有诗云：“迢迢新秋夕， 亭亭月将
圆。”秋拉长了夜，洁莹的月光折射秋的洁净。
杜甫则有“天上秋期近，人间月影清”的诗句。
暑气消散，夜凉如水。我喜欢秋月的境界，常常
在月光下，翻读生活这盘棋，有了浓浓的诗意。

凝望秋天，把一片秋叶夹于书页，读这个
季节的书签，那透底的清凉，伴着暖暖的金黄，
还有一份藏在心底的温馨，让秋散发着成熟和
迷你的气息。刘禹锡的《秋词》说：“自古逢秋悲
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
诗情到碧霄。”万里晴空，一只鹤凌云而飞起，
引燃了我的诗情。秋天是诗意的，秋的轻盈、洒
脱，给了我们更多人生的思考和感悟，秋的意
境，让我们收获了丰厚多彩的人生。

汉诗新韵

绿
意
盎
然

江
南
岸

特
别
高
兴

胆
小
的
父
亲

制图/张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