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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定文

山村那座风雨桥一直横亘在你的
岁月里。

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你从娄底师
范毕业，分配回山村任教。

当年 7 月底的一天，太阳亮晃晃
的。你兀自翻过三座山，穿过三个田凼，
走了十多里路，喉咙都在冒火一般，全
身近乎汗透了。

快到中午时分，你才赶到区公所。它是
一个青砖黑瓦的大院子，里面长有几棵郁
郁葱葱的参天大树。你找了好一阵，才寻到
区文教办的牌子。敲门进去，是一间简陋的
办公兼住宿的房子，里面的负责人摇着一
把旧蒲扇对你说，欢迎你回家乡工作，农村
就缺你们这种科班出身的老师呢。

不久，你接到通知，去一所中学教
书。那是全县唯一不通公路的偏远中
学，位于涟源、双峰、邵东三县交界处。
30 多年后，一个当了副市长的学生与
你见面时，还笑着说，老师，您当年给我
们上第一堂课时在黑板上写了4个字，
还记得么？“穷山恶水啊”，你呵呵一笑。
说实话，那真是一个比你的老家还要贫
困僻远的山旮旯。

那年 8 月底，父亲帮你挑着行李，
送你去单位。你们在田埂和山路上走了
一程又一程，还问了好几次路，走得气
喘吁吁，筋疲力尽。

幸好，途中有一座古旧的风雨桥。远
观，就好像一个长长的亭子架在河上。桥
头，立了一块石碑，刻有捐款修缮者的名
字。桥长十多米，中间有个石墩，上有供
人休憩的长廊。下面是清澈见底的河
水，水藻又长又密又柔，不时还看到小
鱼嬉戏。往桥上一坐，清风徐来，心旷神
怡，疲惫顿消。后来，在山村教书的那段
岁月里，每次你走累了，只要看到这个
风雨桥，心里就舒坦多了，精神就抖擞

了，仿佛重新有了继续前行的力气。
那天，你们走了二三十里路，下午

才到达学校。学校是一个旧四合院落。
总务办主任很客气地接待你，立马把你
安顿在食堂楼上。那里有一间宽敞的土
砖房子，摆了床铺后，还可以摆书桌和
大书架。他帮你用塑料布封住破烂的窗
户，加固你的挂钩门锁，带你去食堂与
师傅见面寒暄。

你就在这个学校安顿下来了。一呆
就是5年。

那时，你初为人师，老教师手把手
地传授育人待人之道。你旁听其他老师
的课，借阅他们的备课本，邀请老教师
评点你的课，他们严谨的作风、丰富的
经验，让你受益匪浅。学校没有任何资
料，你在周日骑车到几十里外的镇上新
华书店，采购教辅书籍。你很快积淀了
教学信心。有一回，他们评点你的课，说
你的课程设计那么多故事和笑话，有点
哗众取宠。你有些不服气，当场辩解起
来。之后，一个老教师同你谈心。他说，
你是科班出身，教学理论是有一套的。
但是年轻人要虚心，别人讲话的时候不
要插嘴；对别人的评论不要直接反驳。
否则，别人就不愿意和你交换意见了，
你也就听不到不同的声音了。这对你的
教学、你的人生，可能都是一大
损失。你说对不？你心悦诚服地
点头称是。两年后，老师们居然
推选你去参加教学创新比武，
还推荐你当教研小组长。乡学
区的肖寿桃支书平日虽不苟言
谈，却喜欢与你聊天。有时，家
有佳肴也邀你同啖。他先后鼓

励和支持你攻读大专函授班、报考本科
脱产班和参加律考。可惜，他后来英年
早逝，令你扼腕痛惜。

那时，一些学生和家长也让你感怀，
给你不少温暖的力量。这里民风彪悍，但
对老师非常尊重。每次家访，家长总把你
奉若上宾，倾其所有，热情款待你。

在山村中学那段日子，你们的教学
任务繁重，一般要上两三门课。有时，晚
上批改作业到深夜。生活也艰苦，一个
月吃不上几次肉，又没有什么娱乐活
动。起初连电都没有，晚上整个学校没
有几个人，满山的虫鸣和瘆人的鸟叫
声，在你的煤油灯芯上晃荡。你紧紧关
好门窗，还检查了一遍又一遍。星期天，
本地老师和厨子师傅回家种地了，学
校更空荡了。但业余生活也还是有亮
色的。一旦有空，几个年轻老师踩着单
车，串东家，走西家，到处打秋风。有一
天放学后，你们骑行十几里山间小道，
跑到与邵东交界的礼湾村。听一个同
事的叔叔拉二胡《赛马》，那急促的马
蹄声那么逼真，似乎现今还萦绕在耳
边。欣赏完二胡，你们品尝同事老母亲
找出来的黑黝黝香喷喷的腊肉。酒足
饭饱之后，趁着淡淡的月色，在黑乎乎
的山林间高唱《黄土高坡》，一路飙歌，
呼啸而回，真有点快意人生的味道。

那 5 年，是你生命的磨刀石，那些
刻骨铭心的艰难、煎熬，成就了你日后
厚积薄发的人生。那山村是你生命中弥
足珍贵的章节。那位区文教办支书、那
些老同事、那些学生和家长，便是你人
生中的风雨桥，那么温馨而无私地为你
遮挡风雨，让你积蓄澎湃前行的力量。

今夜，你回望岁月。那个山村，那座
风雨桥，那么温柔地矗立在你一生的记
忆里，让你温暖，让你感怀。

一路走来，风风雨雨，又何止遇到
一座风雨桥。

陈仲伯

感怀

杏叶飘然落，
黄花自在开。
枯荷藏绿梦，
瘦柳着春胎。
好景随心至，
闲愁对镜来。
鬓霜芦荻美？
相比费君猜。
耕耘湘府数年，忙碌间收

获多感动多忽略更多，这山这
水这人，应当入诗入画入心。时
令入冬但暖阳宜人，兴至感怀，
以五言律诗记之。己亥年冬月。

咏民阜山（二首）

（一）
民阜山藏锦绣中，
揽风叠翠且从容。
千年德政人为上，
再凭公信立一峰。

（二）
民阜藏春不露踪，
青枝绿叶四时同。
慎亭独坐思循吏，
清誉从来众口中。

湘府后山取名民阜，垒土
为阜，民本为山。山上立“知行、
慎行、笃行”三亭，古语云前有
照、后有靠。以老百姓为靠山是
最大的靠山。垒土成阜、以民为
靠、立信为峰，是以记之。

民阜山鸟（二首）

（一）
闲步入山林，
惟闻百鸟音。
自知身是客，
得句莫高吟。

（二）

莺闹枝头雀戏丛，
山无生猛鸟称雄。
才衔枯草安巢歇，
又教新雏俯向冲。
惯看东来西往客，
练勤长啸短呼功。
高天鸿雁无攀处，
林下蒿间快意风。
写于庚子年清明假期。后

疫情时代引人许多深思，人在
自然面前有时强大有时却无比
渺小。为政从业者均应有所敬
畏、有所顾忌。

石峰岗

回忆是人生的酵母，到了一定年
龄，时间会过滤痛苦的往昔，酿出酣
畅的醇酒。

小时记忆印象最深刻的，是饿。
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能吃、好吃，却又
没得吃。那时物资紧张，啥都实行计
划供应，买粮要粮票，买油要油票。即
便精打细算，很多家里的粮油也熬不
到月尾。一年到头，主食是没完没了
的红薯，红薯饭、煨红薯、烤红薯、红
薯刮片、红薯汤……饥饿相伴，大家
见面的口头禅是“你啷家呷了吗？”

衣服是老大穿了老二穿，老二穿
了老三穿，常常打了好几个补丁。不
过大家都差不多，没有谁笑话哪个穿
得差。冬天冷的时候，小伙伴们下课
了在教室后面靠墙“挤冷火”，互相身
体挤来挤去取暖。

村民们要担柴三四十里地到镇
上赶集，换点生活用品。家家有个灶
屋，墙上四面黑，用来存放砍来的柴
火。我们兄弟几个都要上山砍柴，保
证家里的灶屋柴火堆得满满的。有时
连着下雨，湿气重，把火烧燃烧旺是
门技术活，一不小心就会被烟熏得流
泪。

晚上点的是煤油灯。母亲在灯光
下纳鞋底，我们在灯下做作业。有时
光线不够，我们用毛边纸作灯芯，自
制简易的煤油灯，往往第二天鼻孔里
全是黑黑的烟灰。

最盼望的娱乐活动是看露天电
影。片子就那么几部，《地道战》《地雷
战》《南征北战》《上甘岭》《沙家浜》

《渡江侦察记》等。各生产队轮流放
映，一二个月才能轮一次。只要听到
放电影的消息，大家过节一样奔走相
告。晚上打着火把，呼朋引伴，一路欢
歌笑语走七八里山路赶过来。一到开
映，银幕正面、反面都是黑压压的人。
大家边看边津津有味地议论电影中
的情节，散场了还回味和模仿电影中
的人物语言：“高，实在是高！”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们家从偏
僻的小山村搬到了镇上，我第一次吃
到了只在书上见过的白面馒头，第一
次吃到了传说中的雪糕。放学不再砍
柴捡猪草，取而代之的是做煤球。

乡镇企业开始兴起，我们镇成为
周边几个县小有名气的服装镇。三三
两两穿喇叭裤的时髦青年，手提三洋
录音机，放着邓丽君的歌，在街上招
摇过市。

我们兄弟三个都考上了大学。老
妈老是唠叨，“搭帮邓小平，不然凭你
们几个出身，只能一辈子在农村种
田”。

武汉的夏天是真正的火炉，能够
抵御的，只有一把扇子。一个晚上过
去，床上可以印出一个完整的汗渍人
形。有精彩的电视连续剧和足球赛
时，大家里三层外三层挤在一起看小
小的黑白电视。远处操场上的吉他声
传来的是崔健的《一无所有》。

生活虽然仍然艰辛，但大家的精
神生活是富足的。上世纪八十年代真
是读书的黄金年代，刚改革开放不
久，大家如饥似渴地吸收知识。黑格
尔、尼采的哲学书竟然成畅销书，《朦
胧诗选》更是洛阳纸贵。晚自习必须
早早占座，不然可能找几个教室都找
不到座位。

我家在邵阳。春节挤火车回家，必
须一帮子同学通力合作，先搭人梯从
窗口爬进去，再一个个接应。在车厢里
能够两只脚站直就感觉非常幸福了。
到长沙还得转车。为省钱，大家晚上就
背靠背呆在火车站广场过一夜。

大学毕业了，日子过得飞快。
饥饿的河流已经东去，“你啷家

呷了吗”的见面问候语不知不觉消失
了。粮票、肉票、油票、糖票，一个接一
个地废止了。吃饱不是问题了，吃得
越来越好了，怕吃得太好了。我从同
事玩笑中单位“四大排骨”（瘦子）到
肚子开始发福，体检时甚至听到医生
嘱咐:“要减肥了。”村民烧煤气了，砍
柴成为历史。家乡的山林茂密得像一
堵堵高大的墙，野猪、野山羊开始占
山称王。

一切都在加速改变。回家方便了，
有了高速公路。到武汉方便了，有了高
铁。热浪酷寒不惧了，有了空调。看电
影升级了，有了 3D 版和巨幕电影。旅
游热开始兴起，锻炼潮开始流行……

城市变高、变亮、变美了。我也有
了自己的房子，自己的车子。甜蜜的烦
恼是，城市道路改造得太快，高速路修
建得太快，导航时常跟不上变化。

80 多岁的老爸曾经是全县老师
象棋赛冠军，现在最大的爱好是上网
下棋，鏖战各路精英。

老妈的感叹很朴实，“哪个朝代
可以赶得上现在，呷得好穿得好，天
天像过年。”

到美国，到欧洲，看看外面的世
界，从羡慕他们到平视他们，感觉他
们“也不过如此”，“海归”取代了“出
国热”，我们真的大步赶上来了。

“我们唱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
富起来。”所谓的沧海桑田，不过40来
年，我们这一代都看到了、经历了，我们
庆幸生活在这创世纪般的大历史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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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跃红

油菜花那么美
紫云英在田野里结黑

色的草籽
有乡愁的地方
热爱和种子一样，都

根植土地
他们是这块土地的

子民
赤子之心，再一次捂

暖家乡
九曲十弯的乡路
口罩外的每双眼睛都

坚毅
每个身板都是脊梁
如果书写春的使者
就像写母亲衣襟上的

纽扣
写机器内部的螺丝钉
这紧了又紧的力
还要叙述春暖花开的

模样
人们微笑，把美好反

复想象
我懂得每粒草籽的

重量
他们，举起了一个盛

大的春天

古炮台
铁链早已有了时间的

锈迹
岩石却还是那么坚硬
长沙会战的英雄也有

这样的钢铁之躯
他们把自己上膛
像一颗颗怒吼的榴弹炮
这里现在少有人来
和平年代的人们听不

到一九三九年的重炮声
替我们铭记刻怀的
是露出历史冰山一角

的石碑
读一遍
就目历了上世纪的战

火烽烟
来岳麓山的人
都该在炮台遗址上倚望
溁湾镇那么繁华
你就懂得了和平的珍贵

张 茧

父亲，终究是无可奈何地老了。
前些日子，我把父母从城里接到我郊区

的家里小住。那天，阳光暖暖地照着，窗外春
色正好。父亲吃完早餐，说是一个人到小区走
走。这么好的天气，适合出门散心，大家都没
在意。两个多小时过去了，父亲仍没回来。我
拨通他的电话，父亲的声音有些焦急：“我转
了四五圈，就是找不到家。”我心里咯噔一下，
一直担心的事情，终于来了。我赶紧跑出去，
在离家不远的一个岔路口，看到了正在四处
张望的父亲。见到我，父亲孩子般地松了口
气，“房子都差不多，到处都是树，记不清回家
的路了。”我这才想起，昨天他也是出门好久
才回的家，回去就倒在沙发上不动了，想必也
是找了好久。看来，医生说的老年痴呆，已经
无法阻拦地落到了79岁的父亲身上。

父亲原来身体一直很好。隔段时间，他就
会和母亲一起来我这里小住，侍弄房前屋后
的小块菜地，冬播萝卜夏收豆角，日子悠闲而
惬意。不料 4 年前，父亲不幸脑梗中风。入院
治疗一段时间后，恢复得不错，能走能吃，生
活基本可以自理。不过我也发现，生病后的父
亲，记忆力明显衰退，记不住东西，到菜市场
买菜，还经常把50元的钞票当10元的用了。
为了防止意外，我特意为他做了一块胸牌，留
下了地址电话，叮嘱他随身带着。还好，这几
年，父亲基本都能按时回家。

吃完中饭，我故意提议，全家人一起出
门，在小区里踏青赏春。我带着父亲一直在家
附近转悠，一遍遍地告诉他：这里有个三角形
的小花园，朝前走有两棵大樟树，前面房子墙

壁上牵满了爬山虎，再过去就是我们的家。父
亲一边听，一边记，自己还左顾右盼不停地寻
找参照物。看得出，他在用心把这些特征努力
刻进脑海里。

回到家里，父亲提出，自己再出门巩固一
下记忆，我点点头。目送他出门后，我快速绕
道悄悄跟在他身后。在小区幼儿园，父亲开始
数着岔路口往家走。或许是走了一天，累了，
他的脚步明显开始蹒跚。一个，两个，都对了。
在第三个路口，父亲又开始犹豫，不知道该是
往左还是朝前，我看到他使劲地捶打自己的
后脑勺。我鼻子一酸，赶紧几步追上去，扶着
父亲：“爸，我们回家。”他满脸歉意地看着我，

“儿子啊，真的不中用了，唉。”那一刻，我决定
不再奢求他能够记起回家的路了。我平静地
说：“爸，以后出门记得带胸牌和手机。”我知
道，父亲已经努力了。

那段时间，朋友圈里一篇文章《父母在，
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正在
疯狂地刷屏。文中，儿子写给已故母亲的清明
祭文尤其让人泪目：

小时候，妈妈的膝盖是扶手
我扶着它学会站立和行走
长大后，妈妈的肩膀是扶手
我扶着它学会闯荡和守候
离家时，妈妈的期盼是扶手
我扶着它历经风雨不言愁
回家时，妈妈的笑脸是扶手
我扶着它洗尽风尘慰乡愁
妈妈没了
我到哪儿去寻找
我依赖了一生的这个扶手
……
字里行间，浓浓的思念之情让人唏嘘不已。
确实，父母走后，时常挂念追思，甚至后

悔莫及。然而，我们为什么不趁父母健在时珍
而重之，尽自己所能，多陪伴、孝敬父母呢？

我们忙于工作，看上去这是疏远家人的最
佳借口；我们忙于交际，朋友的一个电话就能
把我们从父母身边偷走；我们忙于创造我们的
未来，但却不曾想过，当我们梦寐以求的未来
到来时，父母还有多少时间能陪在我们身边？

记得曾经看过一段话——“你不记得你
初试啼声时脆弱的样子，但是父母记得；你不
记得你蹒跚学步时跌倒的无助，但是父母记
得；你不记得那些在你年幼时无眠的夜里，藏
着多少父母的深情；你不记得你如何哭泣，又
如何被安慰，但是那种你不曾体会的心疼，父
母记得。不过，总有一天父母会忘了他们年轻
时的喜悦，这时，也请你一定要记得！”

说得真好!
扶着父亲慢慢开始佝偻的身子，我们一

步步朝家里走去。我似乎看到了 40 多年前，
父母也是这样一步步扶着我，迈开了人生的
步子。是呵，有一些事情，当我们年轻的时候，
无法懂得。当我们懂得的时候，已不再年轻。
或许有很多事情我们都做不到，但是，我愿意
像此刻这样，简简单单，陪着父母一直老去。

炊烟
钟远锦

立起来是炊烟，倒下去了，是山径
还是小溪？当然，没人那么问。山里人
淳朴，他们相信一个钉子一个眼，一根
筷子不能弯。

如果你是那把伞，你会怎么办？夏
天阳光威力不可挡，阳光照得院子前
面空坪，发出白光。一个孩子和我在堂
屋里乘凉，我指着一把伞讲。

孩子端着脸，看着我，不说话，但
是眼珠子努力在转圈。

突然，孩子站起来往外跑。外面，她
母亲提着一把锄头一个篮子走了过来。
他跑过去抢过锄头，就往屋里跑。母亲
终于松下了手，步子明显快了许多。

我知道了孩子答案。一把伞，如果
不能遮蔽母亲头上的烈日，就做甘泉，
流进母亲心田。

而炊烟，更像是站起来的山，根在
山村的起源，尾在山村的未来空间，永
远香甜。

谷雨
周晓丹

山河无恙，春归如故，阳春四月
里，暮春了，清明了，谷雨了，人的心境
随时光而变，雨生百谷，润物无声，去
冬的枯萎，皆已拔节返青。这世界清静
明洁，杨花落尽子规啼，柳絮飞落，杜
鹃夜啼，牡丹吐蕊，樱桃渐红……这世
界，仍生机勃勃。

独坐这雨天的黄昏，虽有些孤寂，
低头看，茶杯里的绿茶在水中泛出浅
浅的绿光，像是一束能带给人希望的
生命之光，看着，人有了精神。

明朝日出，走，是不是谷雨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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