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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纲要

在儿时的老屋处， 总是忍不住要想起往
事来。 跟城里的妻儿说起40年前的乡村生活，
很是新鲜， 我也很有兴味。 其中， 关于半夜
担水的故事， 引起了寻找老井的冲动。 找了
砍刀， 铁锹， 披荆斩棘， 一路汗水， 终于打
通了到老井的路， 见到了久违的老井。

老井， 几乎被我忽略。 如今的农家， 或
装有自来水管道， 或房前屋后打了深井， 一
个杠杆压一压， 井水汩汩流淌， 再也不见水
桶与扁担， 蓄水的缸也自然没了。 这些物件
的消失， 让我记忆中的担水场面， 也就成了
没有引线的炮仗， 无法燃着与炸开火花。

按照生存法则， 水是人们生活必不可少
的东西。 每天， 人们都要去井里担水， 灌满
自家的水缸。 有些东西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似的， 而且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 反倒没有
觉到它的珍贵， 就像空气， 就像水。 但是，
一旦遇到“万一”， 饮水水源变得稀缺时， 水
也变得“物以稀为贵” 了。 老井， 这才显示
出自己不可替代的作用了。 这一点， 我是经
历过的。

那年干旱， 井里缺水。
那时候， 还是靠天吃饭的年代， 可老天

不是洪涝就是干旱。 大热的天， 本来就口里
干得冒烟， 却没有水来解渴， 让人心发慌。
心发慌的人们到处找水， 我也去找水了， 就
近的几个水井都见了底， 从没有感觉水是如
此的珍贵。 好在我家只有母子二人， 用水节
约点， 一担水足以用一天， 尚能为继。 尽管
这样， 水仍然是困扰我们的一个问题。 白天，
在井边等候挑水的人要排长队， 都眼巴巴地

等着那清流能够喷涌而出， 但那只是一种愿
望。 水好像要枯竭了一样， 妈妈说， 我们只
有等到晚上才行。

没有水的日子里， 我也不敢放肆疯， 担
心玩累了， 口干了， 却没有水解渴。 妈妈则
弄了一些甘草、 绿豆稀饭、 苦瓜来缓解口渴。
天上的日头白花花地照着， 知了枯燥地聒噪
着， 世界好像都要起火了一样。 每天晚上，
我总是在迷迷糊糊中被妈妈弄醒。 然后， 不
由分说， 妈妈挑起水桶就出门， 让我打着手
电筒走在前面。 万籁俱静的夜晚， 弯弯的月
亮像镰刀一样， 在天空悬着。 我没睡醒似的，
迷迷糊糊听从妈妈的话语， 朝着水井走着。
经过窄窄的池塘塘堤， 我走得很小心， 我怕
看泛着细碎亮光的池塘水面， 怕看黑隐隐的
山， 我不知道那神秘的水下和暗暗的丛林中
藏有什么。 妈妈让我用竹竿在前面探路、 赶
蛇， 偶尔有受惊的青蛙跳到塘中， “咚” 地
溅起水花， 也能吓我一跳。 到了宽敞处， 妈
妈便牵着我并排走， 这时我便不怎么怕了。

经过大半夜的积累， 干枯的水井有了些
水， 那水看上去并不像平时那样清澈， 有些
混浊。 因为井里的水很浅， 妈妈必须下到井
底才能取到水。 妈妈有些胖， 就踏着井边的
石块， 慢慢下到井底， 用竹勺轻轻地舀， 半
桶， 便举起， 让我在上面使劲提。 我人小力
气小， 只能提半桶， 然后用另半桶倒成一桶，
最后的一桶， 妈妈便在井上用扁担勾上来。

当妈妈在井里舀水时，我独自在井的上面
依然害怕，心怦怦地跳，总忍不住喊一声“阿
娘”，“娘在，崽”，妈妈的声音是发颤的。

当我们担着水回到家插上门， 重新上床
后， 妈妈便紧紧搂住我， 用手从我的头上抚

摸到背上……
村里隔上一段时间就会把水井清理一下，

把水舀干， 清除井底的树枝树叶等杂物， 在
井壁撒上白石灰消毒 。 夏天水井的水很清
凉 ， 我们会在井里舀水喝 ， 或洗果子吃。
但是， 大人教诲了， 对井水是不可造次的。
因而， 在我们孩子心目中， 老井充满神圣的
感觉。

40年过去， 随着社会的发展， 科技的进
步， 一些东西终究被取代、 被消失。 家乡的
水井， 当年人们如此依赖， 如此神圣的风物，
渐渐地， 因家家户户房前屋后打了小水井，
或手工压水， 或水泵抽水， 不再需要担水，
因而不再重要。 通往水井的道路长满了杂草
灌木， 水井四周也逐渐被竹木遮住， 淡出了
人们的视线。 她像一个历经了风雨沧桑的老
人， 归隐于竹木之中。

这天， 经过1个小时的披荆斩棘， 打通了
从菜园到水井的道路。 终于， 久违的太阳光
照射在了水井上面， 水面上漂浮着一层绿藻，
拨开它， 可以看到绿叶的影子。 朦胧中， 我
似乎看见一个少年， 跟随挑着水桶的母亲，
来担水了。

我发觉， 我整理出来的不仅仅是荆棘丛
生中的一条道路， 更是一段童年生活的记忆；
我们打通的好似是一条时空隧道， 让我穿越
了40年， 看到了当年熟悉的老井。

再见老井， 仿佛见到了一位久别40年的
友人， 她安静地看着我们， 不悲不喜。 反倒
是我， 虽有一丝久别重逢的喜悦， 但也心存
打搅的内疚。 老井， 她已经不合时宜， 已经
被人忘却， 但她一直是我心中一道难以抹去
的风景， 一段相互见证历史的情愫。

肖和元

草鞋把故乡的黄泥
一路蹭到城里
里面藏着一粒种子
什么时候发芽，开花，结果
我不知道，没有人知道
只知道贼亮的皮鞋
常常抬起头，很神气
草鞋早已化作泥土
和那粒种子一同呼吸

十几万万人不再挨饿
无数的票证俱已作古
比绫罗绸缎更高级的衣服
在闪耀着霓虹灯的街上使劲扮

酷
那些高楼将城市挤破

农村的土坯房成为遥远的记忆
汽车是小儿科，出行坐飞机
高铁穿行于南北东西
一路上开开心心玩着手机
这40年，仿佛穿越好几个世纪

那点泥土，那粒种子
一直深深埋藏在我的心底
农民的儿子啊，真是故土难离
我一次又一次叩问自己
故乡虽没有我一寸土地
青山绿水唤回多少美好记忆
那粒种子终于发芽，开花，结果
闪耀在额头被岁月犁出的沟里
国家有国家的成功， 我有我的

成功
初心不变， 日子永远流淌着诗

意

程应峰

两棵并肩挺立的树，在冬日的清寒与萧瑟中，在枝
与枝、根与根可以触碰到的距离，默默凝视。虽然华装尽
去，但给人的感觉并不苍凉，它们有如两柄温情之剑，时
时刻刻在情感深处挑起生命激情。

走近两棵树， 心头总会一次次泛起美丽的生命律
动，眼前总是浮现那幕平实感人的生活场景：她要了一
碗汤圆，他要了一碗水饺。 刚尝一口，她眉头一皱，撂下
筷子说，是糖水汤圆啊！ 太甜了。 见了她的神态，他极其
自然地把尝了一口的水饺推到了她的面前，说，交换一
下，让我甜蜜甜蜜。 其实，他平时不大爱吃汤圆，他只是
有心让她吃下那碗诱人食欲的水饺。 她呢，因为感觉汤
圆确实味美，才故意皱起眉头着意让他亲历汤圆的甜蜜
滋味。

这对花甲之年的伴侣，从黑发到白发，就这样不着
痕迹地相互宠着，相互爱着，在生命的旅途上无憾无悔
地坚守心底那份情感的灵性和阳光，无论是鹅黄还是嫩
绿，无论是沉绿如茵还是落叶萧萧……

两棵树就像两个人， 两个在生命旅途中相濡以沫、
不离不弃，并期望可以在来生的烟火人生中再续前缘的
人。 一如那对年迈的夫妻，在各自的坚守中撑开人生的
情感，抑或执着，抑或热烈，纵然千磨百折，也要坚守那
个与生俱来、天荒地老、相守一生、相爱一生的承诺。

永不消失的爱
女诗人在弥留之际， 握着先生方方正正宽大温厚

的手， 说：“我爱， 我要———出远门了， 我———在天
堂———祝福你……”她说不下去了，不，是她无力说下
去了，她的双唇轻颤着。 先生附耳在她的唇边，实在没
法再听见她说了些什么， 然而先生分明感到在他的手
心，她绵软无力的手集聚了一生的力量在写着什么。 他
明白了， 是他和她在此去的人生中写了不知多少遍的
那几个字母 ：“Shmily”———See� how� much� I� love�
you� (知道我多么爱你）。

一刹那，逝去如水的日子蜂拥而至，雾气笼罩的镜
子上，绝尘而去的公共汽车的玻璃上，音乐茶座的桌子
上，乡村火塘的草木灰上，一张放在衣服口袋中的纸条
上，所有能想到和不能想到的地方，无数个随手写下的

“Shmily”充溢着他的整个生命，他泪流满面，真真切切
感到自己的一生是多么幸福。

她纤柔的指尖垂在他的手心里， 幸福安详却恋恋
不舍地去了。 他噎着悲伤，颤抖着用低沉苍老的声音轻
轻唱起了不成调却是最叫人心碎的歌谣：“知-道-我-
有-多-么-爱-你……”

“Shmily”，在她的灵魂飘向天际的时候，他在心
里，在她的灵柩上，用那双温厚的手无数次书写着这六
个贯穿他俩一生的爱的符号。

在整理女诗人遗作时， 先生在枕头底下发现了她
最后的日子里写下的一首诗《Shmily》：“当我死去，把
我留下的给孩子们，/如果你必须哭，为走在你身旁的弟
兄哭泣，/把你的手臂环住任何人，像环住我一样。/我想
留给你一些东西，比文字和声音更好的东西，/在我认识
和我所爱的人的身上看见我的存在。 /如果没有我你活
不下去，那么让我/活在你的眼里、心里和善行里。/心手
相连让孩子们得到自由；/爱不会死，人会。 ”

是啊，一个一生爱着的人在舍弃身体的时候，爱并
没有随之而去，它一定以各种方式活着———在每一个被
爱的人过去和未来的岁月里，在每个被爱的人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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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鼓， 谁是舞
谁在鼓， 谁在舞
在击鼓歌舞

让盛唐旋转了360度
盛唐晕晕乎乎地说———是苗人
让苗人旋转了361度
苗人天高地厚地说———是盛唐

我在哪里
我顺着汹涌的唐诗， 漂流而下
一头扎进苗人闪烁的银饰之中

我被鼓舞了
我也鼓舞了

2

发黄的线装书， 重重绊了我一脚
我跌倒在模糊的封面上
趁机酣睡了一个通宵
然后， 被鼓舞惊醒

我被李白、 杜甫、 白居易
推进了一个幽深的苗寨
猴儿鼓、对跳鼓、四面鼓、团圆鼓
一齐敲了起来
单人舞、 双人舞、 花鼓舞
一齐跳了起来

我的目光如炬
也是一对木制棒槌
我的耳膜如鼓
也蒙上了一层牛革

我的骨架子
曾经弱不禁风
摆设在风起云涌的鼓舞之中
竟然如此厚重
落地生根

3

唐是用来歌颂的
也是用来鼓舞的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深宫大院之外， 这些敞亮的民间
将悲欢离合， 表演得有声有色

鼓舞起， 山丘跳跃
鼓舞起， 河流奔腾
鼓舞起， 平原舒坦
鼓舞起， 五谷丰登

鼓舞起， 时光汇合
逆流而上的向往， 迅速返回原乡

4

我从南到北
穿越了整个凤凰
从阿拉营出发， 登上腊尔山
进入禾库

大鼓真是魔王的皮做的吗
庆年， 谓之年鼓
庆神， 谓之神鼓
左手击鼓， 右手舞之
右手击鼓， 左手舞之

神秘的湘西， 就这样左右开弓
鼓之舞之， 舞之蹈之
神秘的苗人， 击打遥远的苍茫
发出属于自己的声响
自己的哀乐

我随之摇动
脑袋像拨浪鼓
我的双手， 敲响了半夜的山风

5

深呼吸的深苗区
被爬上石头山的太阳， 照亮
大大小小的溶洞， 藏在腹部
水声隔着人间， 一层又一层

干旱的喉咙， 冒烟
长满苔藓的壁崖
从牙缝里省了几粒水， 给我

鼓舞停歇的时候
对面的山歌， 飘过了峡谷
接腔的人， 赶场去了
我哑口无言地进入了黄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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篝火点燃， 粗大的树蔸
说出憋了很久的语言
借着飞扬的火焰
我阅读了稍纵即逝的脸孔

不知名的鸟
忙着回家， 一闪而过
如果有两三片羽毛，不小心被剥离
像小小的指甲， 轻划了暗黑

我仿佛听见鼓舞的膨胀
由远而近
在接近我的心脏时
被另外一枚心脏拘留

7

鼓舞起，巫风浩荡
跪拜的人，膝盖以下都是雪
雪光一泻千里
我要么被洗涤，要么被淹没

鼓舞起，无数的场景被剪辑成电影
胶片

鼓社稷，跳丧， 跳 花 ， 祭 桥 ， 芦 笙
会……

所有的祈祷，为鼓而舞，为舞而鼓

苗，在水田里种草的人
农耕，祭献五谷之神
跳香舞，连绵千年
我举着一炷香，洞烧了小小的夙愿
对遥远的目标，终于有了一孔之见

8

鼓舞起， 图腾凸显
古苗人迁徙深山老林
狩猎之时， 有了仿真与共鸣

木鼓舞， 身心合一
鼓之， 细腻， 如啄木鸟啄木之声
舞之， 粗狂， 如蚱蜢之相争相斗
鼓舞之外， 亦是歌舞升平
亦是群魔乱舞
我独守着这一方原始
这一方喧哗的安宁

9

城市与村庄的两栖人
早已空降成散兵游勇
海陆空， 由谁来鼓舞

那些沉寂的鼓， 那些蒙尘的精神
由谁来激荡
那些肢解的舞， 那些僵化的灵魂
由谁来盘活

鼓舞起， 鼓舞我的精气神
鼓舞起， 鼓舞理想的光芒
鼓因舞而响， 舞因鼓而动

我有了鼓舞， 才有响动
我有了响动， 才会鼓舞

刘宗林

忠于职守的闹钟凌晨5时20分准
时响起，我不敢懈怠，即刻起床更衣，做
我日复一日的功课———晨练。

走出单元大门，被眼前的景象惊呆
了：只一夜工夫，气象的画师就将世间
万物涂抹得纯白纯白，雪地的反光将黎
明映衬得通透通透，露天停放的车辆被
厚厚的雪绒裹得严严实实，仿佛一夜间
长出了无数座纯白色的山包，幢幢屋顶
都铺上了柔软的雪毯，远山近峦银装素
裹，蔚为壮观！

这般雪景，如冰水拂面似的刺激着
我的神经， 唤起了我孩提般的冲动，迫
不及待地想就着暗淡的路灯在这洁白
的、绒绒的雪毯上来几个翻滚，把自己
滚成一个雪人。 但看着这纤尘不染、丰
腴迷人的满地皎洁，骤然间，从心底里
生发出几分踌躇，迈开的脚步又迅即收
了回来，怎忍心在这婴儿般稚嫩的躯体
上留下鲁莽的脚印！然而，浴雪、弄雪的
诱惑终究胜过了惜雪、 护雪的怜悯，便
贪婪的、 小心翼翼地向雪地迈开了脚
步,用痴爱的心体验着久违的踏雪的惬
意：脚在柔软轻盈的裹挟下慢慢由浅入
深，一会儿脚面就被白雪覆盖，随着脚
的渐入，积雪在重力的挤压下发出“嘎、
嘎”的声音，我屏息静气侧耳倾听雪的
呢喃，走一步听一会，走走听听，身后雪
地上留下了一行或深或浅的孑行脚印。

冬至虽过， 天依然醒得那么迟，早
上6点， 苍茫间还是一片朦胧。 凭着雪
花偶尔绕到伞下骚扰脸庞的感觉，我知
道它丝毫没有停歇的打算，从雪花飘落
伞面发出声响的变化，判断出它的强度
正在逐渐加大，是啊，积聚了经年的能
量， 不在短暂间将宇宙装扮得地肿物

粗，显示不出它的能耐!
� � � �伞下听雪的感受固然美好，终究替
代不了视觉下雪花翩翩起舞带来的愉
悦。 于是，我移步并伫立在高悬的路灯
下， 欣赏雪花在灯光映照中起舞弄影。
飘落的雪花形状相似、大小各异，大者
似棉团，小者如柳絮。 或许它们各自怀
揣不同的心事，落姿也就呈现出千姿百
态：有的心无旁骛，垂直降落，义无反
顾，急匆匆要与大地深吻，它们急着将
天之精灵融入地的萌动中， 去孕育生
命，去催生万物；有的飘飘扬扬，忽上忽
下，一步一回头，行进中充满了对天庭
的眷恋和不舍；更有一些像顽皮的孩子
难以抑制不安分的天性，尽情的、毫无
节制的在飘落的雪丛中嬉戏逗闹，将原
本有序的阵容搅得稀乱。飘落的雪花勾
勒出一幅多姿多彩、婀娜迷人的绚丽图
画，让人们心旌荡漾。

我将视角从路灯下飘舞的雪花中
收回，平移到身前的雪地。 在我仰视欣
赏雪花飘舞的时间里，留在雪地里的脚
印被新的落雪所填平，整个雪地平平展
展、白白净净，找不到一点杂质，看不到
一丝伤痕。 雪地光洁、清纯的仪容极大
地勾起了我的贪欲，我用随身携带的雨
伞将自己的名字写在了雪地上。 待到气
温回升，冰融雪化，我的名字将和积雪
融为一体化作晶莹剔透的甘露，渗入大
地，流向江河。

7点左右，天色逐渐明朗，周围景物
清晰可辨。屋前的桂树失去了往日的精
神，一棵棵被压得弯腰驼背，墨绿的树
身也变成了洁白。 放眼远望，天地间白
雪皑皑，人类仿佛进入了单色世界。

早起的孩子们兴奋异常，他们在扯
开喉咙呼唤自己的伙伴，接下来会是一
场场难分胜负的雪仗。

汉诗新韵

陈惠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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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赏雪

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成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