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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跃东

一点一横长

那年春天，因为顽皮无人管束得了，爷
爷将我转校到他代课的外村小学读书。 他
两眼时刻盯着我，不准到野外乱跑，说要磨
磨我的棱角，每天放学后逼我写毛笔字，写
不好不准吃饭。

“点要沉腕之力，带出顿钩。 ”
“横要气贯长虹，欲东先西。 ”
我手里的毛笔随着爷爷的训导左行右

回，一起一落，声音就化成了一个个黑字，
笔画里溢满了他粗细有间的气息。

“写错了，重来！ ”
而我的眼神飘向了窗外， 农田上空的

电线上落满了春燕， 它们怎不被电死呢？
“叭”的一声，爷爷的巴掌落到了桌面，墨汁
溅飞到我的脸上，一不小心就成了黑脸，笔
下的字，慢慢变得规整起来。

但是， 伙伴们在水田捉泥鳅的欢叫声
不断入耳， 我心痒不安， 一个横笔还未写
完，爷爷的巴掌扫到了我的头上，声音闷闷
的，我不敢抬头，眼光投到了白纸上，一点
一横，渐渐凝重。

不远处， 一个老师慢慢走过来， 笑着
说，爷孙俩坐得这么规矩，是在下棋吗？ 走
近了， 他才看到我在练毛笔字， 又对爷爷
说，你也守得住啊！ 爷爷应道，一点一横都
写不端正，以后还能有三撇四捺？

后来，每天下午我都在写一点一横，爷
爷要我练好这两笔再写其他的。 我不能评
说自己写得有多好，但是人安静下来了。写
完字，爷爷有时让我出去玩一会。我想着那
个老师说的爷孙俩下棋的话， 就走到对面
往屋里看。小屋里一床一桌，长桌一端靠着
窗台，两人各坐一边，真有点像在对弈，静
悄悄的。 窗外是一片稻田，农夫笑语声声，
春光照进来，房间里都是绿的，透过门框就
是一幅春天耕读图。

下一学期，爷爷不代课了，我回到了原
来的学校，虽然不像以前那样疯玩，喜欢上
了课外书和投稿，但那副笔墨再未开启过。

后来闲来无事，我又想起写写毛笔字。
可是爷爷不在了，无人督促，自由自在，却
写不出更多觉得舒服的笔迹， 便无心事去
深入练习了。

走上职场，我以写作为业，空闲又去玩
碑帖，手摹不多，常是目临。有时兴起，抛开
书帖，写点随性的笔画，可是几种字体、数
张白纸过后，能入眼的却还是那一点一横，
端详一阵，一种熟悉的气息扑面而来，纸上
放亮了，春晖熠熠。

人不见了，气息长久地留了下来。我常

想，爷爷要是在身边，我们还可“对弈”下
去，我的三撇四捺会要丰韵好多，别人看到
我们，又是一幅多么传情的图景！

可是回不去了， 我常常情不自禁地闭
上眼睛，安静地回忆着图画中的安静，我能
闻到鸟语稻香， 也能看到香烟在光线中萦
绕，最后总是被春雨濡湿了眼睛。

去年今日的雨

春雨绵绵，有好些天了，总把人往阴郁
里拖。 心绪低沉了，总会去想过往的云烟，
就跟眼前的雨水一样，怎么也不能断线。

忽然就想起， 去年的今日， 你离开了
我，而我没在你身边，只有连绵的春雨陪着
你，你在高高低低的雨声中走远了……

雨水滴穿了我的心!下雨天里，我会傻
傻地聆听， 我祈盼在雨声里听到关于你的
一点讯息！

我是在一个雨天回去的， 什么都看不
到了，只有田野的油菜花开得一片金黄，我
知道你的心事， 你是托付油菜花留给我一
个定格了几十年的微笑。你知道么，去年的
油菜收割后，他们给我留下一缸菜油，我捧
回城里，每顿只放一点点，飘散开来的味儿
里，尽是你身上的气息，原来你依然怀抱着
我……

我想念你，再次回到你停脚的地方，没
有看到你的身影， 但我看到了三年前为
你撰写的那副对联仍然还在， 红纸黑
字，毫无破损 ，真是应了字里的意思，萱
草长青啊……

我常梦见你，每次醒来，你都不在。 我
闭上眼睛，好想再回到梦里。 渐渐地，我只
要想你的时候， 我就闭上眼睛； 我闭上眼
睛，你就出现在了身边……

我把你用过的一只茶杯带回家里，情
不自禁地捧着喝水， 小时候你是这样握着
我冻红的小手，那种温热不曾飘散去，你仍
然握着我的手……

前几天我到郊外， 看到今年的油菜花
盛开了，金灿灿的一片，我觉得我来到了你
身边，到处是你的微笑。以前我总不理解人
们说的“春风十里不如你”，现在我知道了，
春风十里暖人，却不如你温润……

我思念你，就跟眼前的春雨一样，没有
尽头，心里却柔透了。

去年今日的那场雨从没停过， 我一直
在安静地辨听着， 滴滴答答纷纷扬扬的雨
声里，哪些是你归来的脚步声……

骨韵
吴抄金

我对骨头的回味竟是源于对老姑父的怀念！
老姑父家住狐狸源，与我家虽属两个不同的村庄，但其实也仅

是一山一水之隔。山唤回头山，水名芦溪河。他只需穿山过河，便到
我家。 时人羡慕地说：“至亲近邻，拉帮说聊，真是幸福啊！ ”

老姑父是一名老郎中。 他身板骨硬朗，花甲之年仍常背着医箱
游走于乡间小道。 从我记事起，他隔三差五便会过来一趟。 年年的

“三节”他还会携崽女早早前来拜节。 老姑父给人看病存有活钱，常
常自买鲜肉带至我家。 在那个清苦的年代，吃肉叫打牙祭。

我对老姑父怀有敬畏之心。 因为他总对祖父讲我有脾虚毛病，
常一只手抓住我那不足三寸的小手， 而另一只手则用银针在我的
每根小手指上一针一针的扎进去， 直至每个指头都挤出一点点鲜
红的血来……

你知道吗？ 当初我有多恨这个老姑父。
不知为什么？有一次老姑父却没带肉来。父亲不知从哪挤出一

块钱，嘱咐我到就近的杨泗庙去买肉。 老板麻利地把肉剁好，细心
地用稻草搓成的绳子拴好给我带回。 谁料，父亲发现老板在肉间夹
杂了一根近三两的排骨。 他气嘟嘟地骂老板没良心， 骂我不长记
性，然后硬要拉着我找那屠夫“算账”。 那时不比现在，现在排骨比
肉贵呢。 正当我惶恐时，老姑父阻止了父亲，他说他最喜欢吃的是
骨头。 骨头中含有丰富的钙，好吃！

我庆幸老姑父为我解围，但我知道那时没人喜欢吃骨头。
母亲当时采用的是家常回锅肉的做法，将骨肉放入冷水锅中，

煮至九成熟连汤取出， 由原汤浸泡至冷却后取出入锅， 再辅以青
椒、蒜、姜、酱油、味精爆炒完工。 未上桌前，已迷其香。 老姑父知道
我的怀疑，率先从碗里夹出骨头，偏着脑袋，让骨头与嘴口对齐，
斜放。 同时露出一口雪白整齐的好牙，毫不顾及“呲牙咧嘴”的
不雅，从骨头的顶端开始往下啃，遇到难夹之时，干脆丢却碗筷，用
手抓住骨头边撕边咬，吃完之后还抹抹油嘴故意鼓腹而游，大呼：

“过瘾……”
又过了几年祖父忽然得了“哽”疾，用现代医学术语讲，是食道

癌，无福再享受打牙祭的乐趣。 老姑父和他郎舅情深，每天都要来
看望祖父，并且改变了原来回锅骨头的吃法。 他要求我母亲用骨头
炖成各种汤，或用新鲜排骨，或用腊肉骨头。 于是，萝卜骨头汤、西
红柿骨头汤、海带骨头汤、酸菜骨头汤，各种我们可能想得到想不
到的东西，在我家与骨头联袂上演炖汤计。 老姑父会亲自到厨房过
问炖汤的时间。 火候到了，他会先用饭碗盛上一碗热汤，吹凉，送给
祖父吃。

待上桌吃饭时， 老姑父吃骨头的速度似乎比以前明显的慢了
下来，吃法也更加讲究。 一个上好的骨头，他会先用牙齿慢慢撕咬
至骨头上光溜，肉味之美自不用提。 即便是那作为肉附属的骨头，
老姑父也要送至嘴里，这头吮吮，那头吮吮，个中滋味算得上是悠
长深邃。 骨头啃完，便盛上一碗米饭，用骨头汤泡了，再就一小份青
菜，食物给人带来的品味便如此简洁而直抵心灵。 老姑父说：骨头
好吃啊，那骨、肉、髓相聚的乐趣，得细品才能体会。

可惜祖父那年还是过世了，老姑父亲自主持了祖父的成服礼、
存陈礼，授予我等麻衣孝服，高歌祖父生前场景。 在他悲凉的唱诵
中，我感受到了骨肉分离的怅然……

说也奇，时隔不久，老姑父也永远走了。
斯人已逝，骨韵犹存。 祖辈们拉帮说聊的亲情依偎，如同惊鸿

一瞥，却值得回味。 这年清明节，我亲手炖了一碗骨肉来到了老姑
父的坟前。 他就葬在了回头山上，在他高卧的山顶，我清晰地看见，
山的这一头是他家，山的那一头是我家……

叶志勇

杜鹃啼血，天清地明
谁把诗行碾成阡陌
在一座开满杏花的村庄
幻化成满天雨丝
就像离人绝望的歌
漫入江南涣涣春水
你来，或不来
都注定打湿罗裳
带走十里春风

眺望四月处子般的青丝
我在柳絮纷扬的山地
被一场浩大的花事劫持
漫山遍野无名小花
撼动万千招魂幡
一月，二月，三月
点亮这些
在四月绽放生命的精灵
只为五月炸裂宏大的夏季
延续不为人知的秘密

在某年的清明
在某一个安息的心灵前
被一朵从未见过的花朵
轻轻摇曳
恍若生命从未停息
恍若芬芳的记忆拉长了时光
而你的歌唱，遥不可及

父亲的墓地
谭晓春

沿河岸往西 一个饱满的土丘
苍劲的呐喊 衔接着血脉
仍在经流
寒冷的日子 落进淡忘的尘土
冥想 虔诚于蓝天之下
入髓的枯草 把根留住
雨停了 风在吹
几丝香火在飘逸
跪在坟茔前 多么超度
一语父亲 一声哀愁
我知道 你不会破土而笑
也不会垂手而迎

记忆中的你 是众多童话里
一条月色的河流
无形之风 让我一叶小舟
失去了舵手
暮色深处 咀嚼岁月的秘密
默默与余音握手
历史 不容怅望的静止
唇齿相依 回首浮现的面容
伴着经络的链接 活着之上的怀念
载着你一生荣誉的秋风

怀念“德聋子”
张耀辉

“德聋子”死去好几年了，但我经常会想起他。
他是邻居家的孩子，比我小几岁，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他从小

就是一个哑巴，耳朵也听不见。听人说，他还是婴儿的时候，由于发
高烧，医治不及时而变成了聋哑人。 他叫张德长，由于名字里有一
个“德”字，又是聋哑人，故而大家习惯地叫他““德聋子””。

“德聋子”是个善良的人。 我记得小时候，家家户户都种了农
田。每到双抢时节，他总是喜欢跟着我，帮着我家收禾打谷，不辞劳
苦。他没有过高的要求，最多吃个冰棒。要他去我家吃饭，他总是摇
摇头便跑了。也许是我略懂哑语，只要他打一个手势，“啊啊”几声，
我就知道他在说什么。 他把我当成了知心朋友。

“德聋子”没有读过书，但是他很聪明，还会写几个简单的字。
字牌尤其打得好，一上桌，一般人还不是他的对手呢！ 他的三哥很
疼爱这个弟弟，勤奋苦读考了一个中专，当上了聋哑学校的教师，
想为他的学习创造条件，以此来改变人生，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加
上家里拿不出钱，随着年龄的增长，便耽搁了。

“德聋子”水性好，蛙泳、仰泳样样老手。 他不但在河里游泳是
一把好手，在小溪中打捞鱼虾更是一绝，全村几乎没有人能够赶上
他。小溪一旦涨水，就会立马见到他的身影，不是扳鱼就是捞虾，忙
上忙下不亦乐乎。 只要他一出门，就不会空手回，甚至还会弄上几
条大鲤鱼，战果总是比旁人多出好几倍。 一到枯水季节，他总喜欢
提着铁桶到小溪中捉螃蟹。 他不像常人一样去移动水中的石头，而
是独辟蹊径，游去对岸的河堤，找那些石缝，或被螃蟹掏出的洞穴，
每次都会找到惊喜。“德聋子”还有一绝，就是用须笼在稻田里捉泥
鳅。须笼是用竹篾编成的锥形小漏斗，他先在须笼上放置香气浓郁
的炒米粉糠或将蚯蚓烤熟伴椿芽做成的诱饵, 然后放入水稻田的
泥土中埋着，并在须笼的进口处做一个圆滑的通道。 傍晚时放好，
第二天清晨便去收，每次都大有收获，有时运气好，会提回来一大
桶呢！ 因此，他母亲常引以为豪，也常有人到他家买这些“水货”。

“德聋子”是他家务农的顶梁柱。 兄弟几人大多在外，而他却静
静地留在父母的身边，看牛、耕田、插秧、打谷都是能手，为辛劳的
父母减轻了不少负担。 他没结过婚，从十几岁就开始工作。 先是在
一家炭素厂，污染比较严重，一干就是好几年。后来炭素厂倒闭，又
进了一家水泥厂，水泥厂的环境更坏。 一晃已经四十岁了，不幸的
是，他的脸肿起来了，听说是肺矽病，是环境污染影响的。我在外地
工作，前几年回老家时，他总是“啊啊”地向我打手势，指指自己浮
肿的脸说明他的病情，显出一副无奈的样子。听说他也曾去长沙看
过几次病，但由于医疗费用太大，只得作罢。 我也曾偷偷地拿些钱
给他，钱虽然不多，但表达了我的心意。

后来的后来，我回老家时，没见到他的身影。 父母说他死了，就
埋在河对面的山峦上。 每到清明，当我回家挂清时，就会听到那山
峦上一阵“噼噼啪啪”的鞭炮声。 我知道，那是人世间最凄凉的声
音，也是一种呼唤社会更加关爱残疾人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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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诗新韵

意长

桃
花
糕

最是

赵碧晴

又是一年三月，微风轻抚，摧得柔枝
吐芽。缀满绿意的桃树枝上飞着几片粉红
的云霞，风一拂，花瓣似雨般滑落，似美人
的低诉，朦胧中，一个梦中的身影，从季节
深处踏歌而来……

“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
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沿着小巷石板
上镶嵌的时光， 在十年前的偶然之间，我
推开了那扇深掩的门楣。一位素衣淡衫的
女子，立于纷飞的桃花之中，嘴角含着淡
雅笑意。孑然的清影，静默与嫣然，孤傲与
生动， 似乎是这个季节最无与伦比的风
景。我呆呆地站在一旁，不敢挪动半步。她
回过头， 对着孩童的我绽开了温暖笑意。
她用纤纤十指捻起一块桃花糕放在我掌
心，桃花糕绵软中透着瓷实的质感，如美
人的凝脂。 童年的味道，除了双交面绣花
锦菜薰豆茶， 野荸荠橘红糕的滋味儿，更
多了一丝淡雅清丽的桃花甜。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刚步入少年
的我依然恋慕着那片桃花，那个有温暖笑
容会做桃花糕的少女，可她的门前却渐渐
地热闹起来， 她的笑容也渐渐羞涩起来，

她仍会给我们做好吃的桃花糕。我赞叹着
她的手艺和妆容一次比一次精致，正如那
一树桃花，那每一瓣的转折与重叠，张合
与凝止，都是那么恰到好处。

因在外地求学，我已有好几年不曾回
到那个桃花纷飞的小院了。院中的女子仍
在，只是形容憔悴，颊带病容，苍白得让人
心碎，让人恓惶。听到我的轻唤，她回过神
来，撑起温暖而憔悴的笑意：“你又来吃桃
花糕了？ ”我不好意思道：“无事便来看看
你。”她嫣然一笑，恰似当年：“我现在不能
吃甜的糕点了， 但现在还是可以给你做
的。 这次是独一无二的桃花糕，你以前没
吃过，以后也吃不着了。 ”

她挽起衣袖，系上围裙，先把桃花洗
净。花瓣洗净沥干，切成发丝般细。再将花
瓣用细纱布包好泡煮， 桃花汤香气四
溢，颜色是淡粉。 泡煮时间要掌握好，
不可心急， 否则花香未逸； 又不能过
长，以至于略带苦味。 花汤好了，便加
白糖，倒入糯米团，复加花瓣花汤，大火
蒸，至透明时则熟。待在阴凉处冻成糕后，
撒上几颗鲜红的枸杞子，点染生色。 这一
举一动，直如美景。 我迫不及待地拿起一
块，咬一口，花香四溢，清凉而伤感，似有

万般滋味蕴于其中。她用青翠如玉的艾叶
做了一个小兜，把盘中心最漂亮的一块桃
花糕细心的剔切出来小心盛好，递给将离
开的我。

又是一年春到。小院依旧，桃花依旧，
心中预备下无数说辞，我叩响门环，再叩，
却无人应，推门一看，满室桃花，纷飞乱
舞，却是凄清。

“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春
风。 ”十年一晃，再没了，那人面桃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