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钟远锦

雨越来越急，越来越想把阳光
亲昵过的痕迹，暴力地擦去。

山峦是沉默的，院子是沉默
的，大树是沉默的。唯一不能沉默
的，是老农光着的脚步。他一会儿
要去给附近的田野放水，一会要去
看看鱼塘里的鱼。

他知道，所有的暴雨都有两面
性，有滋润也有摧毁。他不能阻止
暴雨，就只能疏通沟渠，用自己的
拼命，给想要保护的东西一些机
遇。

他的连轴转与雨的节奏是连
在一起的！等他停下来，雨也基本
停下来了！

而他终于坐下来休息时，那些
沉默的事物们就开始张大嘴，尽情
享受着前所未有的清新与张力。它
们从未想过也无须知晓，它们的酣
畅淋漓，来源于哪里。

我看着那老农，越发觉得他的
背影里，有我久寻不到的亲昵！我
走过去，将一棵被风吹得歪歪扭扭
的小树扶起，像扶起一个不成熟的
自己。

湘江短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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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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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欣来

说来也巧，去往黎平的那一天，恰恰是黎
平会议召开85周年纪念日，黎平会议改变了
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前途和命运，是伟大转
折的起点。毫无疑问，脚下的山山水水都浸染
了共产党人的气息。日子流水般接踵而来，烽
烟早已像云彩一样散去，时间却无法改变我
对这片土地的景仰之情。

正是深冬，风冷飕飕的，雨点毕毕剥剥地
敲打着车窗，穿过一条满是泥泞的路，眼前是
鳞次栉比的民居，黎靖项目部便租住在这里。
一处简陋的办公场所，屋内屋外都是行色匆
匆的路桥人，他们在忙着画图纸、制作报表、
热烈地讨论着什么……我信步走进一间办公
室，和他们随意攀谈起来。

2016 年，岳阳路桥中标黎靖高速项目，
项目部负责人秦经理告诉我，他们也是摸着
石头过河，第一次承担项目投资、建设与运营
管理……望着眼前这个侃侃而谈的高个子男
人，我随口插了一句：“3 年多了，你们想家
吗？”说完便有些后悔了，这显然是明知故问。
说不想是假的，谁会不想家呢？一个戴着眼

镜、黑不溜秋的中年人把话接了过去：“我女
儿 9 岁了，几乎每晚都要和我视频，有一天，
她问我什么时候回家？我信口说了句，快了，
10 天后就回来了。结果从那天起，她每天撕
一张日历，累积到第9张的时候，她兴高采烈
地告诉她妈妈，爸爸明天回家咯。那天她见我
没回去，好多天都不理我，说我是骗子爸爸。”
他说这话的时候表情平静，语速很慢，像在讲
别人的故事，但我分明看到他眼角闪烁的泪
光。

“在这儿，这样的事多了去了，不值一提
的。”一个穿黄色工装的壮实男人从图纸堆里
抬起头来。“实验室的小何怀孕了，挺着个大
肚子从早忙到晚，到预产期前一个礼拜才回
去，生完孩子一个月就来了。一标段的刘辉，
有一回去岳阳总公司办急事，返程时又转道
永州工地送器材，为赶时间，连续 32 个小时
奔波在路上……”说到这儿，气氛陡然变得有
些凝重起来，趁着沉默的间隙，我赶紧起身，
提议去现场看看。

汽车在即将收官的黎靖高速上奔跑，云
雾随风缭绕，两旁青山若隐若现，像处在黎明
的梦境之中，延伸的公路仿若一条湿漉漉的
丝绸在其间飘拂。转过一个山头，气势恢宏的
八舟河大桥扑入眼帘，它就那么凌空一跃，用
优美的弧线将几个山峰完美地连接起来，天
蓝色的护栏如莲花瓣般冉冉盛开。上次彭主

任来检查，说我们建的桥有女性
的曲线美。开车的师傅笑起来，满
脸兴奋的表情。“我们建的这条路
全长 16公里，含大中桥 8座，隧道
4座，知道我们进场时是什么模样
吗？纯粹的荒山野岭，我们测量的
同事开始都不敢单独行动，说怕
遇见野猪和蛇。”同行的李书记不
无骄傲地补充。

正说着，前方出现了一处网
格状遮阳棚，在群山之间显得异

常夺目。李书记说这是钢结构封闭式隧道
口，不仅能通过遮阳棚达到减弱光线、调整
驾驶员视觉的效果，还能防雨雪、保护隧道
路面。车行至江草坝隧道，两长溜灯光如两
条银色的长龙穿山而过，把我们带向山的
另一边。沐浴着温暖的灯光，一组镜头在我
眼前迅速切换：黝黑的山洞；机械手纵深推
进，凿岩机发出巨大的轰鸣；錾头喷溅着刺
眼的火花；头戴橘红安全帽的路桥人在穿
梭忙碌，一身泥一身汗，衣服湿了又干，干
了又湿……

车在我的恍惚中开进了路旁的一大片建
筑。洁白的墙壁，幽蓝的顶棚，让我很自然地
想到园林中的花房。无法想象这里竟是生产
沥青混凝土的场所。一个着工装的技术员正
在管线旁调试，寒风吹得他的脸有些暗红。师
傅姓周，很健谈。我走上前和他搭话：“你们这
儿最繁忙的时候一天能出多少料呢？”“4000
多吨沥青混凝土啊。”周师傅一脸的自豪。“拖
料的车近百台，浩浩荡荡，车山车海。我们抢
进度的那个月，吃了整整一个月盒饭。”我想
象着那个场面的壮观与盛大：戴着安全帽的
工人们，在黎明与黄昏，在风里，雨里，用一腔
热血与信念叩响沉睡的大山，打通一条山水
相连的脉络，从此，这片古老、英雄的土地将
告别过去，以日益繁荣的面貌融入新时代祖
国发展的快车道。

从拌合站出来，汽车穿过一座古色古香
的村庄，褐色的木楼从半山腰绵延至山脚，层
层叠叠，在云雾中犹如大手笔泼洒的水墨。进
村的路虽然七弯八拐，但很宽敞，已用水泥硬
化，两旁的小树才种植不久，呈现出勃勃生
机。“这是我们为村里修的‘扶贫路’。”李书记
再次打开了话匣子。原来，公司进驻贵州后，
也加入了黎平的精准扶贫建设。“当地的老百
姓给我们驻地送来自家菜园的新鲜蔬菜，还
从鱼塘捞鱼亲自送到工地食堂。他们说，我们
为他们造福，黎靖路是幸福路呢！”

建成仪式那天，雨停了，天空澄澈，大地
清明。极目远眺，新建的高速公路跋山涉水，
一头扎向远方。我知道，这是春天的方向！我
仿佛看到春天的篇章又已翻开，花朵正在枝
头一朵接一朵开放。

罗瑞花

苦涩涩的汤药，香稠稠的米粥，
各路菩萨的神水，都未能留住49岁的
父亲。

从墓地回来的路上，铳炮锣鼓都
歇息了，送葬的人走得稀稀散散，我
心里一片空落，没精打采地走着，听
前面的两位婶娘东一句西一句地扯
着。

“开老二是个好人啊，好人命不
长，赖人占地方。”

“开嫂子才40多岁，人又利落，准
会有人谋娶的。”

“唉，后娘难做，开嫂子还有个满
姑娘在读书呢。”

“那是。带孩子嫁过去，孩子免不
了受欺负，不带过去留给奶奶，奶奶
又瞎又瘫，自身难保……”

这几天我只知道失去了父亲，在
躺有父亲的黑色的灵柩里，在一阵阵
的锣鼓声里，在脏兮兮百衲衣道士的
念念有词里，在冥屋冥钱的灰烬里，
心里充满了对鬼神的恐惧，但从没想
过我将被母亲“带过去”或者“留给奶
奶”。而这个情况一旦知晓，就像一粒
发芽的种子埋进了春天湿润的土里，
迅速生根滋长。

我依恋着母亲，警惕着母亲的每
一次外出。

半年后，邻村的红英嫂子坐在了
我家灶塘的板凳上，边往灶里添柴边
说着她们村里刚死了老婆的穆老师
是如何的一个好人，我放学回来在门
口听到，恐慌地望着母亲，母亲忙放
下手中择的菜，过来拉住我的手，对
红英嫂子摇头说：“我满姑娘还在读
书呢。”

红英嫂子还是不走，说读书正
好，可以要穆老师教……我转身跑到
屋外的柴垛上拿起一个竹扫帚，高举
过头顶，对着红英嫂子喊道：“不要你
管我娘，要嫁你去嫁……”红英嫂子
吓了一跳，扔了铁夹慌忙往外跑。

高举竹扫帚赶人的壮举经红英
嫂子那能说会道的嘴一传，全村人都
知道了我是怎样一个烈姑娘，自然也
知道了母亲的决心。从此，再没有人
来家提母亲改嫁的事，母亲也就这么
守着自己，守着我们的老屋，坚韧而
体面。

母亲田土的庄稼总是比别人蓬
勃，喂养的鸡鸭热闹成群；村里催缴的
费用、捐助从不落人后面；亲戚邻里的
红白喜事，母亲都会按礼数来往，且放
下自家的活去帮忙；别人给她拿来礼
物，她总是加倍回礼，从不亏欠别人；
父亲的三年月半祭三年社钱，热闹周
全；正月初一的团圆饭，谷雨前后她的
生日，母亲总是早早地准备好菜肴和
米酒，她的大大小小的亲戚坐满三大
桌，喝酒吃菜，笑语喧哗，满屋子的豪
情和快活……

可母亲守不住美丽的容颜和健
壮的体格。近年来，母亲味觉退化，吃
什么都不香，脊背弯成一张弓，倚杖
才能行走，但母亲坚持不离开自己的
家，总是说，我是个农民，只要还能挪
动，就要种庄稼。一个人的生活，她养
成了自言自语的习惯，白天跟她喂养
的鸡鸭说话，晚上对着满屋子的黑暗
絮叨。有天晚上我留下来陪她，母亲
很开心，不停地说话，如关不上的水
龙头，而我睡意渐浓，听着听着不再
回应她。朦胧中，床头传来母亲的一
声叹息：“唉，一夜天长啊。”

这是深夜的一声闷雷，我心里涌
起一阵阵紧缩，仿佛扎进了一把梅花
针，疼痛不已，瞬时泪流满面。我把母
亲长满鸡眼的脚抱在胸前，像小时候
她暖着我一样。父亲走了 30 多年，一
万多个“天长”的夜晚，母亲是怎样孤
寂地挨着！我想起了儿时那把举过头
顶的扫帚，愧疚自己年少无知，不懂
人世不懂爱。

每次离开家时，母亲总要在屋门
口目送我转过山坳，我看不见她了，
她一定还倚靠在门边。我往前走着，
年少时心里漾满温暖，因为身后有母
亲，可现在，心里泛起的是一阵阵苍
凉，老是想，如果当年我不高举竹扫
帚赶走红英嫂子呢？

庚子春日感怀
汤新樑

其一
贺岁不闻爆竹鸣，
河山处处静无声。
市井通衢无车马，
商埠柴扉紧闭门。
冠毒肆虐惊环宇，
疫情蔓延害黎民。
万众殷殷频翘首，
何时才唱送瘟神。

其二
京城号令天下闻，
元戎含蓼问疾情。
举国同心抗大疫，
海内携手护江城。
白衣高歌驱瘴疠，
红旗漫卷靖妖氛。
纸船明烛送瘟去，
从此华厦不陆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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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诗新韵

家的味道

尝一块红烧肉喜气洋洋，
咬一口煎豆腐口齿留香，
喝一杯药烧酒浑身是劲，
吃一个荷包蛋情深意长。
啊，这就是家的味道，
饱我口福，醉我心房。
家的味道是妈妈的叮嘱，
家的味道是爸爸的目光，
家的味道日日在我的心上……

摇一摇大蒲扇凉风爽爽，
穿上那土布鞋轻松舒畅，
住进这土砖房冬暖夏凉，
睡在这木板床美梦成双。
啊，这就是家的味道，
让我眷念，终生难忘。
家的味道催人奋进，
家的味道给我力量，
家的味道夜夜在我的梦乡……

乡村三月茶登场
乡村三月茶登场，
姐妹们队队采茶忙。
东边采一行，
笑脸映霞光；
西边采一厢，
头顶明月光。
姐妹们双双采茶归，

青茶满筐情满筐。

乡村三月茶登场，
姐妹们双双揉茶忙。
笑绕茶机转，
歌伴机声唱；
巧手细细揉，
青茶片片香。
深情揉进香茶里，
五湖四海飘芬芳。

糍粑印出丰收画

秋到山乡传佳话，
家家户户做糍粑。
小伙擂粑槌，
姑娘把砣抓；
大嫂掌印模，
老汉印水花。
今日农家富起来，
糍粑做得圆又大。

秋到山乡传佳话，
家家户户做糍粑。
东家贺寿星，
西家把女嫁；
上屋添福娃，
下屋送亲家。
日子富了喜事多，
糍粑印出丰收画。

乡村即景
杨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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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

昏黄的煤油灯光下，父亲端端正正地坐在书
桌前，头发几乎挨住了火苗。他手持毛笔，在墨汁
里轻轻点了点，然后在旧作业本上挥毫。墨汁里
兑多了水，写出的字墨色轻淡，一律向左倾斜，一
笔一划却极认真……很多年了，我脑中总清晰地
出现这个画面。父亲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命运坎
坷，却一生重视读书。我们家读书的故事，首先要
从爷爷说起。

爷爷自小给人做长工，5 岁放牛，10 岁拖大
车养家，一家人挤在 3 间茅屋里。自小向往读书
的他，经常躲在私塾先生的窗口听人念书。爷爷
16 岁那年，湖南解放了，他从此结束了长工生
涯。因根正苗红，他被派去修建黄花机场。怀着对
新生活的热爱，爷爷废寝忘食地奋战在荒郊野
外。别人做工到天黑，他劳动到半夜；工伤鲜血直
流，他撕根布条包扎住，继续做事。1 年后，组织
送他读扫盲班。白天，他在工地上黑汗水流地背
石头；晚上，在简陋的教室里如饥似渴地学习。后
来，他入了党，分配到乡镇工作，先后担任过副区
长、乡党委书记等职务。当了“官”的爷爷唯一的
爱好是读书，经常通宵达旦地看书，还有文章发
表在当地报纸上。鼓励子女读书，成为爷爷家庭
教育的重要部分。

之后，爷爷被打成右派遭批斗，奶奶急得精
神失常无法劳动。待到爷爷恢复工作，长年在城
里上班，家里的重担自然落在了作为长子的父亲

身上。每天上学前，他得先到山上砍担柴，放学后
要煮饭喂猪。因挣的工分不够，一家人难得吃饱。
在爷爷的言传身教下，父亲品学兼优。初中毕业
后因为干部子女身份，生产队不肯推荐他读高
中。不久，爷爷因积劳成疾倒在工作岗位上。看着
神志不清的奶奶，还在上学的叔叔姑妈，父亲义
无反顾地走出家门开始了拖大车的生涯。年仅15
岁的他，每天拖着几百斤的砂子，沿着湘江辗转上
百里。与母亲结婚后，外公让当石匠的舅舅带父亲
学了几个月的徒，自此他与石头做伴了大半辈子。
同我们说起以往，父亲并不埋怨什么，只说这是

“命”。
地处穷乡僻壤，还要供 4 个孩子读书，沉重

的生活压力如巨石一样压在父亲身上。卖苦力为
生的他，农忙时种田，农闲时打石头，有时给人做
泥工，每天累得黑汗水流。他甚至走街串巷贩过
干鱼干辣椒，收过荒货，挣来的血汗钱往往入不
敷出。由于长年的劳作，父亲不到 40 岁背就驼
了，满面皱纹，陌生人问路喊他“老爷爷”。尽管父
亲一生都是从事最苦的活计，却重视文化。下雨
天无法出工，他便坐在灶前看书，有时入迷了，吃
饭要叫多次，才恋恋不舍地拿开书。有几年，他还
恋上了书法，晚上收工就练字。因为没人指导，甚
至没临过贴，他的毛笔字始终没有进步。我从小
喜欢阅读与写作，与父亲的潜移默化有关。

父亲对我们说得最多的话就是：孩子，要发
狠读书，家里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你们。只要看
到我们做作业，他就什么活都不让我们干。而且，
我们家女孩和男孩一样被看重，不像当时有些村
里人，女孩初中毕业就让外出打工，甚至为了供
儿子上学，逼着女儿辍学。父亲常说，我们读书赶
上了好时候，有宽敞明亮的学校，有认真负责的
老师。他们小时的学校是一个老庙改造的，课桌
是几块土砖垒的，凳子是学生自带的破板凳，一
不小心便会摔个狗啃泥。父亲不能给我们辅导功
课，却经常拿爷爷和周围人的事例来教育我们：
读书才能改变命运，才能更好地报效国家和社
会。

一直以来，我们发奋读书，不肯落后，破旧的
墙壁上贴满了“三好学生”“优秀队员”等奖状。父
亲心酸而自豪地说，别人家用石灰粉墙，我家没
钱，就用孩子的奖状糊。当我拿到大学录取通知
书时，多年没有出过大学生的村子沸腾了，道喜
的鞭炮整整响了半个月。那个夏天，父亲最为欣
慰，即使为借我的学费，跑遍了所有亲友，赔尽了
笑脸。后来，两个弟弟相继考上大学。家里还是土
砖房，处在周围的高楼中，显得格外寒碜。村里来
了外人时，村里人就指着我家介绍，这家爹娘是
卖苦力的农民，但培养出了3个大学生。再后来，
我们都考到机关工作。等我拿到工资后，才慢慢
还清所欠的学费。等弟弟成家后，老家新建了两
层的楼房。新屋落成那天，父亲脸上放光：国家政
策好，社会讲公平，你们命好！

等到我的孩子上学时，上学条件更是优越。
宽敞明亮的教室，绿草如茵的操场，生动活泼的
多媒体教学，老师们博学多才，无论软件还是硬
件条件，与我们那个时代相比，都不可同日而语。
每次，父亲在新闻里看到精准扶贫、尤其是教育
扶贫的报道时，总要感叹：这一代孩子的命更好！
是啊，这个时代再也不会有因是女孩子而不让上
学，或因贫困被迫辍学的事发生了。只要努力，每
一个孩子都能成为“中国梦”的主角。

回首这些年，家乡人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不仅表现在衣食住行上，还有文化上、
精神上和思想上。向上向好的日子，见证着国家
发展的壮阔进程，也是我们心中幸福感受的来
源。我一直觉得，父亲所说的“命”，其实就是时
代。一个人的命运总和时代紧密相连。我相信，随
着祖国的繁荣昌盛，我们每个人的“命”，也会越
来越好。

春天的方向

祖国 我为你骄傲

祖国 我为你骄傲
坚强 勇敢 仁义 智慧
你的人民的美德
令人无比荣耀
14亿人都是抗疫的勇士
多少人宅家爱国坚如磐石
多少人坚守岗位百折不挠
多少人告别家人驰援武汉
多少人投身志愿火线奔跑
钟南山 王辰 李兰娟
刘智明 董锐 袁海涛……
层出不穷的英雄模范
像阳光 像火炬 像灯塔
把人间奇迹创造

祖国 我为你骄傲
统一指挥 整体协调
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
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传唱着社会主义动人的歌谣
346支医疗队
从长城内外 大江南北
逆行江城武汉

冲向抗疫的最前哨
武汉解“封”湖北解“封”
中国境内疫情持续向好

祖国 我为你骄傲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
鲜红的党旗高高飘扬
钟南山说
在抗疫特殊时期
最需要党员冲锋在前
张文宏说
一线岗位全换上党员
奔赴武汉的河北护士孙继红
在请战书上写道
作 为 一 名 有 着 12 年 党 龄 的

党员
哪里最需要
我就去哪里报到
9千万党员
在抗疫的前方后方
在国难的今朝
践行了入党誓言
经受了生死大考

阳红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