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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春雨潺潺，清明将至。清明节是人们祭奠已故亲朋、缅怀先烈的传统节日，承载着无限的追思与深情。因为新冠疫情，
今年的清明有点特殊。为严防聚集性疫情发生，各地民政部门均支出大招：有的暂停现场祭扫，有的对现场祭扫进行扫码限
流，还纷纷推出“云祭奠”“代祭扫”等服务，让市民可在网上寄托哀思。

随着网络的发展，清明祭奠的方式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新颖。“云祭奠”把现实生活中的思念、感怀、吊唁、扫墓、献
花等虚拟到网上，使人们足不出户便可祭奠逝去的亲人。这在当下的疫情防控期，尤其受欢迎。本期精选了几篇清明思亲的
文章，谨以此慎终追远，致敬缅怀。愿国泰民安，天下清明。

刘新昌

掀开蒸笼，一团白雾升腾起
来，鼠曲草的清香立刻在房间里散
开，我伸出手，准备去抓蒸笼里的
青团，母亲的手比我还快，稳准狠
地拍在我的手背上，嗔怪：“去洗
手！”

我跑到水缸旁，抓住葫芦做的
瓢，舀了一勺水，对着掌心哗啦啦
冲过，丢下勺，象征性地在衣服上
擦了擦，其实手背都没湿。操起一
个青团，我狼吞虎咽起来。这鼠曲
草做的青团，用芭蕉叶包着，里面
是冰糖芝麻馅，一口下去，香糯沁
甜。冰糖融化后，包裹着鼠曲草和
芭蕉叶的清香，在舌尖回旋、打转、
流淌，那美味，仿佛今生只要一只
青团就够了。

母亲将青团一只只装进竹篮里，
数了数，看了一眼正在水缸里旋转的
勺，说：“给胡家爹爹（方言，我外公）
送去，半路上不许偷吃，我点过数
的。”

我望了一眼屋外，太阳已经到
了西山顶，像一颗红豆马上就要埋
进土里，不过晚霞倒很漂亮，红艳
艳地亮透半边天。

“去不去？不去就别吃了。”母
亲伸过手，想夺我手上的青团。

“去。”我接过竹篮，边吃边
走。听母亲说，鼠曲草也叫清明
菜，一年之中，只有清明节的“前三
后四”这一周时间最为肥嫩，做出
的青团也最好吃。母亲喜欢吃鲜，
总是清明节前第三天采摘，制作。
这一年才吃上一次的青团，对于一
个十岁的孩子来说，是那么诱人，
我可不想把到嘴的美味让母亲夺
走。

可走到半路我就后悔了，到黄
天湾外公家，要走四公里路，然后
过一座石拱桥，往西，翻过冬茅山，
才能到达。

冬茅山的山坳中长满高大的
鹅梨树，遮天蔽日，阴森恐怖。我
曾听人讲过，山坳里闹过“鬼”，有
人在月色朦胧的夜晚看见一个白
衣妇人在山中哭泣，循声追去，白
衣妇人飘然而去，消失不见。还有
人说，阳气不足的人经过山坳，能
碰见“豆子鬼”在山坡上往山坳里
撒沙子。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走到冬茅山，天色暗了下来，
我仿佛听见了自己的心快从胸腔
里跳了出来，脚步密集而凌乱，就
在我害怕得快哭的时候，外公出现
了，他接过我手里的竹篮，说：“世
上哪有鬼，都是唬人的无稽之谈，
这冬茅山漂亮着呢，每年清明前
后，鹅梨树开满白花，好看得很。”

跟着外公走进山坳，果真一大
片洁白的梨花映入眼帘。细细一
看，花瓣晶莹似雪，粉嫩的花蕊，浅
睡在白玉般的花瓣里，那模样，俊
俏得如同邻家小妹，清纯可爱。无
怪乎雷渊用“雪作肌肤玉作容，不
嫁娇艳嫁东风”来比喻梨花，真的
一点都不为过。我们穿行在山坳
里，迎着酥暖的春风，闻着梨花的
清香，第一次体会到心旷神怡的美
好。

“梨花开时，秀丽芬芳，清新雅
致，不像其他花，喧嚣繁闹，抢尽春
光，它只是静静一树花开，便斩断
天下白，压尽世间花，那个美，真的
如心头那抹白月光，爱煞人了啊。”
外公自言自语。那时我还不知道
我的亲外婆就埋在这个山坳里，对
外公的自言自语也无从理解。

就在我给外公送青团的第 5
个年头，外公坐在一树鹅梨花下等
我，那时他已经 70 岁了，胡子花
白，门牙也掉了，穿着一件青黑色
的对襟袄子，吧嗒吧嗒地抽着旱
烟，看见我，招呼我过去：“在这歇
一会儿。看看，对面的坟堆就是你
亲外婆呢。”

我那时已是一个毛头小伙，知
道了外公的身世，他是民国时期的大
学生，精通书法和诗文，后因世道混
乱，放弃学业，回乡娶妻生子。他做
过民国时期代理县长的秘书，也做过
教书先生和账房先生，挨过不少批
斗。外婆周氏1952年生病去世时，
我小舅还不到一岁，再后来，外公和
范氏外婆结婚，婚后没子嗣，尽心抚
养我母亲他们姐弟四人。那时我对
爱情充满好奇，问：“爹爹，你更喜欢
哪个 囡 囡（方 言 ：奶 奶 、外 婆 之
意）？”

外公站起身，拍拍身上的尘
土，说：“一个是嵌入肉里的朱砂
痣，一个是亮在窗前的白月光，都
喜欢。”

那天，翻过冬茅山顶时，外公
莫名对我说起晏殊的破阵子：“燕
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以后
的清明节，记得到这个地方来转转
啊，美着呢。”我站在山顶望了望，
满坳的梨花如雪般绽放，淡淡的雾
霭在山坳里飘动，山涧一泓清泉流
淌下来，不急不缓，徐徐有声，如丝
竹，素雅、空灵，细致、婉约。

后来，进入紧张的高中学习阶
段，我再也没有时间去给外公送青
团。大二那年冬天，外公溘然长
逝，按照他的遗愿，与周氏外婆合
葬在冬茅山的山坳里。下葬时，我
记得漫天风雪如梨花般盛放。

胡金华

初四深夜，我从防疫指挥部回屋，弟弟
打来电话哽咽说：父亲死了。我忙问：你摇
一摇，是不是晕过去了？得到确切答复后，
我一时天眩地转。之后，父亲生前的一幕
幕场景浮现在了眼前。

打有记忆起，父亲就带我干农活。小
时候很反感，大了才知十分珍贵。没上学
前，他就教我扯秧插田，从胯下插一行到插
两三行，最后村里最能干的妇女也被我甩
在了后头。犁耙水响，他样样都要我学
会。我愿意干他就笑着夸，若稍偷懒就得
挨骂挨打。为了让我干好活，他可谓煞费
苦心，农具都是一套一套的，锄头有重有
轻，挑箕有高有矮，水桶有大有小，可谓五
花八门。他的规矩又多：清早要看牛杀草，
放学后要出工，挑猪屎牛粪时还要当记工
员。一担牛屎六箢箕，我记账不清，汗水比
挑担子还多。太阳西下了，还得回家干自
留地的活：挑马桶、插秧子、锄地……没完
没了。当然，所有的活总有他做伴，我无法
偷懒调皮。

记得十来岁时的一年，他吸取前几年
没柴过冬、一家人冷得发瑟的教训，夏天就
开始做准备，带我在后山里挖树蔸，晒干后
贮存起来。等冬天下雪的晚上，村里人都
睡了，他带我去山里，一担一担地挑回家。
因为那时上面有精神，要封山育林，他是大
队书记，不想让人瞎猜，于是雪夜就是父子
俩最好的时机了。我俩借着雪光和经验，
他大担我小担，一前一后，沿乡间山路一步
一步往前走。摔了不吱声，爬起来继续
走。实在挑不动了，他就挑到前面放下，回
来帮我挑。他担心我怕鬼，总在我模模糊
糊看到他背影的地方停住，像蚂蚁搬家似
的。我俩就这样挑了一个冬天。

前几年搬家，还有些蔸蔸柴火没烧完，
我说丢了算了。他和母亲笑着说，等他们
百年后，用这柴火煮饭给乡亲们吃。然而，
父亲这一愿望落空了。他在这个举国防疫

的非常时期离世，我们不能开火，也不能
让乡亲们上门了。

我和父亲一样，是家里的大崽。他总
教育我：长子要有长子样，干活就是第一
宗，能干十分不留一分。那时候家里五口
人，除了年幼的弟弟在家煮饭外，我们其余
四个猛挣工分，工分总是大队里数一数二
的。但即便这么卖力，也总是吃不饱。有
一年，为了还上年借的粮，刚秋收不久，家
里居然没粮了，全家只得饿肚子。那一年，
他带队去县里修水库，工分挣得特多。生
产队决算时，一个工只得五分钱。决算完，
他和生产队几个干部都痛哭流涕。为了生
计，家里把红薯、南瓜、萝卜、荞麦甚至野菜
等能吃的都吃遍了，有些现在我见着就反
胃。油盐坛子煮了又煮，一夜起来，铁锅里
是一层锈……好在第二年春天，国家拨了
返销粮，才算支撑下来。

日子这么艰难，父母总是乐观，也总那
么乐善好施。有一年夏天，我放学回家，见
屋檐下有个老年女哑巴，就逗她。父亲见
了，拿着一根粗棍子追着我打，说，当年他
带着村里民兵修娄邵铁路，就住她家，哑巴
待他们像亲人。哑巴在我家住了半个月，
临走时，父亲把家里唯一的一坛猪油送了
她。哑巴哭得像个泪人，可惜以后再也没
见过她了。

虽然家境不好，父亲还是拼命送我读
书。他说，他吃过读书少的苦，所以一定要读
书。有一年，母亲叫一个盲人给我算命，盲人
说我长大了不会为父亲送终。父亲笑着说：
那肯定是读书出去了。那时学费虽然不贵，
但对一个农村家庭而言，经济压力也很大，父
亲从未抱怨、退缩过。我每考得好一点，他都
使劲地夸，弄得我好难为情。我得的奖状，都
被他贴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

而今，父亲没了，所有的一切成为黑白
电影般的沉痛记忆。我匆匆赶回老家送别
父亲。疫情之下，一切从简，想来父亲能理
解。

又到清明，联想父亲平凡的一生，思念
像河水一般绵绵涌上心头。目前还处在疫
情防控时期，不能回乡扫墓，只能在心中无
尽地追忆。想来父亲都能理解。

彭学明

（一）
春节还来不及去敲你的门
武汉
你就猝不及防
被隔离了
春联正打算去你家走亲
武汉
你探亲的路途
就被封了
正在踏过严冬的春风
还没有温存地亲吻一下你的额头
武汉
你就不幸染病
浑身喊疼了
你是南中国那么强劲的一叶肺啊
怎么忽然间
供血不足
呼吸不顺了

（二）
谁能把你强壮的身躯
不动声色
撞成内伤
谁能把你鲜活的生命
肆无忌惮
折磨枯黄
那投错胎的病毒
那下错药的恶魔
怎能背后突然一枪
那么多的人感染了
那么多的人倒下了
就连那么多救死扶伤的医生
也
踉踉跄跄
靠近死神
一个人没了
又一个人没了
一个人牺牲了
又一个人牺牲了
每天传来的悲伤
都是雪上加霜的揪心
别无选择的武汉
义无反顾
关门
封城
壮士断腕
切病毒之源
飞蛾扑火
救同胞亲人
以一城之肩
扛天下之难
用一己之力
担天下责任

（三）
一滴血的伤
是一条江的痛
一方水的苦
是整个海的咸
中华56个兄弟
怎能让你
孤立无援
我们的母亲
挺立在前
一个武汉受伤了
千万个武汉赶去疗伤
一个武汉的肺活量不够了
千万个武汉的肺活量赶去输氧
那成千上万的白衣天使
一夜间就变成了不拿枪的白衣战士
从四面八方
冲向武汉
冲向峰顶
堵枪眼的黄继光
炸碉堡的董存瑞
呼叫向我开炮的王成
都在现实中
一个个再现
一场场上映
那浩浩荡荡的救援物资啊
更是战地后勤保障队
载着爱
带着暖
揣着心
悲情武汉
烈火重生

（四）
喊一声武汉
每一扇窗口
都是亲人的脸
望一眼汉水
每一滴水珠
都是我的河山
再摸一摸楚辞写就的荆楚
谁能不爱
诗经里的国度
离骚里的祖先
再听一听编钟击响的黄钟大吕
谁能不捧起长江
泪流满面
武汉
武汉
武汉

梨花落后清明
父
亲

汉诗新韵

喊武汉

李青凇

一切总是来得如此自然
三十年前的一丝轻风
在夫夷河掀起一片潮声
那轮旭光成了诗眼
满江秋月续写着物语
诉说某种因缘与传说

一万一千朵岁月芳华
演绎尘世大剧
虽没有跌宕起伏
望江楼的一帘幽梦
白云岩的一曳烛光
似有某些神秘的对应
白水泛起莫名的涟漪
清溪独自流向未知的远方
一群马在山坡或者田野
啃着不同颜色与形状的草
在他们的嘴里似乎没有什么分别
但在一个人的眼里 他们不一样
其中一匹从此日行千里

去年清明回乡
不期巧遇在道口
似乎您早已在此等候
当时我是多么惊喜
现在才知 您是来道别

又一年清明前
您走了 那么洒脱
像放下陈旧的包袱
心在滴血
瞬间开出朵朵杜鹃

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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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怀
念念

杨华方

小时候，一到夏天乘凉，我们搬个小
板凳坐在塘边的草地上，吹着从水塘刮过
来的徐徐南风，听大人们说古或讲时闻，
这时，有一群黑乎乎的东西“扑簌簌”从
我们头上飞过去。大人说，这是夜老鼠帮
我们吃蚊子。夜老鼠就是蝙蝠。因为它
喜在夜晚飞出来捕食，两扇巴掌大的翅膀
中间，夹着麻雀大很像老鼠似的身子和嘴
巴，我老家的人们把蝙蝠叫夜老鼠。

夜老鼠是兽类，不会在地上行走，却
能像鸟类在空中飞翔。它夜晚飞行，据说
不是靠眼睛，是因它有一种回声定位的技
能，它的口鼻有着特殊的发声结构，能够
发出人听不到的超声波。这些声波一旦
遇到障碍物就会被反射，然后传到它的耳
朵里，在它的大脑里加以分析，它就可以
在夜里寻找到猎物了。

塘边草地上虽然凉快，但蚊子较多，
我们带着蒲扇赶蚊子。当一群夜老鼠“扑
簌簌”来回飞了几趟，蚊子明显少了。那
时，我觉得这夜老鼠给我们帮了大忙。有
时，我们挥着蒲扇赶蚊子，碰上一只夜老
鼠飞过来，只听“噗噜”一声响，夜老鼠撞
翻在地。有人带了电简，照着夜老鼠，只
见它尖嘴小耳，翅膀一收，绿豆大的眼睛
放着光，真像只老鼠。有细伢子要用木棍
子拨弄夜老鼠，大人忙制止说，不要动，让
它飞走。

我老家的人都讨厌乌鸦，大人们说，
乌鸦是晦气脑壳，它若在屋前屋后的树上
叫唤，就可能会给这户家人带来霉运。所
以老家对不会讲话的人，比作是长了一张

乌鸦嘴。夜老鼠面目狰狞且在黑夜飞行，
却从没人讲蝙蝠的不是。由于“蝠”字与

“福”同音，蝙蝠在民间有“鼠仙”之称。如
果蝙蝠飞进了屋，人们不赶，任其飞行歇
脚。大人说，夜老鼠不仅吃蚊虫，如果飞
到家里，那就是象征好运和福气来你家
了，是“福从天降”、“福运到来”，满屋里都
是福了。

燕子喜在农家堂屋做窝。为方便燕
子，农民在木梁上钉两根木棍，搭一片瓦，
这样，燕子做窝时要省一些事，少啄一些
泥。农民对待蝙蝠也像对燕子一般。但
蝙蝠不飞进堂屋做窝，只到阴暗的阁楼上
或者杂屋里，或栖息于屋檐、房梁、石缝、
岩洞和树洞中。它们白天休息，晚上飞出
来觅食，不仅吃蚊子，还捕食夜蛾子、金龟
子、尼姑虫等一些害虫。很多植物是夜晚
开花，喜在夜晚飞出来活动的蝙蝠，便是
传授花粉的重要使者。蝙蝠在维护自然
界的生态平衡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农
民看见倒挂在阁楼墙上或杂屋梁上的蝙
蝠，总是嘱咐自己的小孩：“不要去赶它”，
或“不要惊吓它啊”。

有一年暑假，我在父亲的中药房，听
他对一个病人说，这夜明砂，就是夜老鼠
屙的屎，可以帮你清热明目。等病人走
了，我问父亲，夜老鼠屙的屎怎么叫夜明
砂？父亲拿出夜明砂给我看，那夜明砂长
椭圆形，两端微尖，表面略微粗糙，棕褐
色，像老鼠屎。有些碎了的呈粉末状。父
亲说，这都是夜老鼠在它们栖居的山洞里
屙的屎。夜明砂具有清肝明目，散瘀消积
的功效。一般用于青盲、雀目、夜盲症、白
内障、目赤肿痛、内外翳障，还可提高视

力，对小儿疳积和瘰疬、疟疾发作、痈疽肿
毒等均有很好的疗效。听父亲这么一说，
我对这夜老鼠印象更好了，觉得这夜老鼠
是人类的真实朋友，给人们尤其是眼疾患
者，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福音。

早些年专家研究 SARS 病毒的源头
时，是在果子狸体内发现它的。研究人员
认为，它只是病毒的中间宿主，蝙蝠才是
SARS 病毒的自然宿主。这一来，人们认
为这都是蝙蝠惹的祸。病毒专家石正丽
和她的团队，找遍了我国28个省市包括西
藏的林芝、雅鲁藏布江，终于在云南的一
个山洞里，找到了自然宿主——SARS 直
系亲属的一株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

当年SARS暴发于广东，发现的病毒是
在云南一个偏僻的山洞里，它是怎样到广州
去的？SARS的源头是蝙蝠不假，但广东野
生动物市场和餐馆为它提供了传播平台。人
们贩卖、宰杀的果子狸是SARS病毒的直接
传染源。当年广东很快发布了一条禁令，全
面捕杀野生动物市场的果子狸，关闭野生动
物市场。在那之后，广东再没有出现SARS
新增病例。

据病毒专家介绍，只要和蝙蝠保持一定
的距离，病毒传播给人的机会微乎其微。这
使我想起儿时在老家看见乡亲们和蝙蝠的
相处，他们把蝙蝠奉为吉祥之物，蝙蝠屙的
屎都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它虽然携带多种
病毒，但它并没有要危害人类，它和人类几
百年几千年都是那样和谐相处。

如果我们不盲目追求吃野味的刺激，
不去破坏老祖宗几千年形成的生活习惯，
蝙蝠携带的病毒不管怎样厉害，不还是呆
在云南那个偏僻的山洞里么？

黑夜里飞行的蝙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