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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会云

清明时节雨
纷纷……长江南
岸的临湘市，清
明时节，是很难
碰上一个好天气
的。但今年是个
例外，清明前后
这些天，阳光格
外明媚。

“爬山去哟！天气这么好，快起来
爬山啰！”一大早，妈妈就把休假回娘家
的我喊醒。

爬山？门前这座荆竹山？这有什
么好爬的！我睡眼惺忪地不愿起床。
这座荆竹山，砍柴、扯猪菜、挖葛根、摘
油茶子……少年的我们哪天不爬几
遍？那时候，我们谁不想离这座山远远
的？谁不想着山那边的繁华？

终于，寒窗苦读，翻过了这座山。
一餐一饭，终于不需要像鸡啄米似的从
山里刨了。为什么还要去爬山呢？

懒懒地躺在床上，想着今天是清明
节，突然又生出兴致，觉得应该去看看
这座山，它曾让我的双手、脸上布满荆
棘刮出的许多血痕、令我痛苦甚至恐
惧。这也算是对逝去的少年时光的一
种祭祀吧。

走出家门约 300 米，就到了山脚
下。这 300 米，我已经差不多 10 年没
走过了。山涧里的泉水依旧在叮咚，竹
子比以前似乎更茂密了些。

咯咯嗒、咯咯嗒……突然，竹林中
飞奔出一群鸡来，飞奔的鸡群让山林瞬
间有了生机。鸡群后面站着一个陌生
的年轻妇女。“这是周大娘养的鸡，有
300多只。”妈妈的话，一下子把个祥林
嫂般的人物拉进我的记忆中。这个周
大娘，年轻守寡，有个儿子，快 30 岁还
娶不上媳妇。周大娘逢人就诉说，她崽
如何老实、如何肯吃苦，求别人介绍媳
妇。但因为家里穷，硬是没姑娘看得
中。我问妈妈，周大娘的儿子现在娶上
媳妇了么？妈妈笑着不答话，与不远处
喂鸡的大嫂鸡价高、蛋价好地扯了小半
晌。

我们重新上路后，妈妈才说，政府
先是要周大娘靠山吃山，在山脚下种蘑
菇，后来又加入一个合作社喂鸡养羊，
日子芝麻开花节节高，周大娘的儿子前
几年娶了邻村的姑娘，就是刚才喂鸡
的。周大娘说有了靠山就不会再过穷
日子了，天天笑得合不拢嘴。

当年快被贫穷逼疯的周大娘竟然
过上了好日子，我不禁心情愉悦，脚步
也轻快起来，走山路如履平地。走到半
山腰，一片美丽的云霞挡住了我们。“怎

么有这么多桃花？这是谁栽的桃树？”
我惊呼。

“这是我栽的桃树，你是小会吧？
我是你叔咧。”花丛中，50 多岁的国良
叔正在为桃树抹芽。

年轻时的国良叔是我们村里的大
力士。记得有一年，有个湖北人在我们
这里收茅草梗，一毛钱一斤，拖到造纸
厂里做原料。国良叔白天砍了好几百
斤，晚上去搬，他力气大，一边肩膀搬一
捆，腾不出手来拿手电筒，就用嘴巴咬
住手电筒，结果下山时滑了一跤，手电
筒插进了喉咙里，流了好多血。妈妈倾
其所有去看望，也只凑了20个鸡蛋。

“那一次受伤后，我十来年不敢上
山。”听我提起恐怖的一幕，国良叔陷入
回忆中。出门就是山，不敢上山的国良
叔日子越过越穷。前几年，临湘市派来
的扶贫工作队支持国良叔将这一片荒
山承包起来，搞起了种植业。国良叔在
工作队的带领下，重新走进大山，种了
30多亩桃子，还种了几亩黄精，现在年
收入30多万元。

我由衷地为国良叔感到开心，当年
的大力士终于不再沉沦。

“端午节一过，桃子就熟了，你一定
要来摘桃子吃呀。”走出老远，国良叔中
气十足的嘱咐，还在我耳边萦绕。

沿着青石板铺就的山路拾级而上，
这石板，墨黑色中泛着灰白的光，石板
的左边是随手可攀折的红杜鹃、紫檵
木，右边则是一条清亮的小溪哗哗流
淌。这样的石板路，我在云南的茶马古
道走过，在贵州的千户苗寨走过，这古
老的石板路，分明就是珍贵的旅游景点
嘛。妈妈说，确实有外地人来旅游，桂
香姐开了家“乡里香”农家乐，就是专门
接待游客的。妈妈还笑着与我分享，去

年9月份，有一伙岳阳的户外驴友来这
里爬山，正碰到妈妈，就出 300 元钱要
她带路。“爬爬山，就赚了 300 元地导
费，哈哈哈……”妈妈开心极了。

“小会，你知道这风力发电机一天
可发多少电么？”坐在石头上休息时，妈
妈抬手指着山顶上一线排开的风力发
电机问我，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发电
机，我只得老老实实地告诉妈妈，我不
知道。为了看个究竟，我大踏步走上山
顶。写着“国网电投”的风力发电机，在
风的作用下，不紧不慢地转动着，巨大
的叶轮，发出低沉的“嗡嗡”声，像邻居
毛婆婆在喘气。毛婆婆有气管炎，喘气
声音特别大，她儿子是个不会说话的哑
巴，日子要多苦有多苦。

说起毛婆婆，妈妈不知借了多少米多
少油给她，但从来没有还过。“现在不找我
借东西了。”妈妈说，自从有个局长结队帮
扶她家后，那个局长先是自己提米提油给
她吃，后来安排她哑巴儿子在村里拖垃
圾，一年1.2万元工资，不愁吃穿了。这个
风力发电项目，也是那个局长考察我们村
子后，看到这座山地势好，适合发电，争取
了这个风力发电扶贫项目，每个贫困户每
年可分红3000元……

一样的荆竹山，不一样的人间烟火！
10年时光，当年的穷山僻壤，在政府的帮
助下，已经变成了乡亲们脱贫致富的靠
山。

站在山顶，俯视村庄，只见弯弯曲
曲的山路，像飞舞的银蛇，一栋栋气
派的楼房，像山路串起的珍珠，熠熠
生辉……10年前的茅草屋、泥巴路，连
同那段贫穷的生活，都埋葬在岁月深处
不见了踪迹。天地万物，竟是如此气清
景明。

荆竹山，乡亲们永远的靠山。

田仁华

我理想的居家是傍着沱江河。
太爱这条缓缓的小河了。
白天上班，跨上桥头起，就瞟着小河，看一河

碧色轻轻滑过县城，滑到青山豁口，这时也正好走
到大桥另一头，于是收回贪恋的视线。

黄昏，这条河就是我的了。一个人，换了禅
服，解散长发，欣喜地来到河岸，快活惬意如鱼回
到水里。

虹桥到北门码头一线的吊脚楼河岸都是游客
的。唯上游的风雨桥这一段河岸还有些郊野气
质。连绵的人家到尽头了，夕阳浩荡里，听桥头那
蓬野生水竹当风吟歌，看桥下那片柳林吐芽吹
丝。向上或向下走几步，去听青冈树唱歌，那是一
种珠子落玉盘的声音，密密的，脆脆的响，盈满树
冠的每个缝隙。那当然是一种虫子鸣叫。也可以
为河面停留，看鱼吻破水面的宁静，看行走了一个
夏天的水草森林一样呼啸……

我的黄昏，应该是神的黄昏了。一切枷锁这
时哗哗脱落，身子可迎风飞舞。我怀疑世间争吵
正是缺少这样一个黄昏。

这份闲逸，当然归功在沱江河边居家。
房子离沱江河 40 余米，下了楼，穿过 209 国

道和富源小区，就到河边了。房型并不理想。富
源小区的房子早卖完了，只好在旁边屈就。我怀
疑我的前生是一条鱼，问过许多人，没有谁像我这
样离不开这条河的。买房子时，既没去看其他楼
盘，也没选户型，选的，仅仅是挨近沱江河。这在
县城原住民眼里，是可笑的。他们拥有这条河几
代了，似乎并不像我这般宝贝它。

随着旅游的热度上蹭，小城容不下任何闲逸处
了。左邻的宾馆加了层，右邻的住户打了钢棚，加上
对门人家，三面堵。太阳和月光只能探进一个眼神
了。只有后院，还是一块空地，可以透口气。这空
地，先是一丘田，后来是砖厂，再后来，是一块长满杂
草的荒地。现在，主人把它整成停车场，旅游旺季，
半夜还听见“倒——倒——”的指挥声。

这个四五百平方米的开阔地，放逐着我这只笼
中鸟对自然的种种向往。立于书房窗前，掠过空地
和后面一片人家，视线可抵达后山。看山上树叶青
了黄，落了生，看山上的坟在过年和清明时纸花飘
拂，被人间惦记。也看电线杆上的麻雀叽喳跳舞。

但这块空地岌岌可危。说不准哪天就长出一
栋楼房，我就完全沦陷了。

而河边，游客哗哗涌来，夏季的黄昏，也不能
散步了。

决心重新买房。当然是靠河买。
凤凰城只有一条沱江河，但凤凰已经是天下

凤凰，沱江河边的民宅全部都已作了装修精良的
客栈。偶尔有卖的，价钱不是我等人能想的。商
品房在古城外围如雨后春笋般长。那些拿了十几
二十几万一年房租的原住民，四散地把家安在新
开发区。县城由此不断被撑大。但那些房子，我
是看都不会去看一眼的。

只是，这种情形下，要在河边买房也是做梦。
河边郊野的平地规划完后，河上游的两个山

头保不住了。铲土机轰隆轰隆几个月，一片葱郁
灰飞烟灭。一两年后，一片密得透不过气的灰色
建筑把粗壮的脚搁在河边，彪悍而冷漠。沱江河
的优雅就这样一点点丢失。我有点心痛那一抹碧
色一去不复返。

但这样一来，倒可以继续做河边买房的梦了。
这座山被斩了头颅剥了衣服，因为太高大，得

以保留下颈部以下的大半截身子。开发商何等精
明呀，河边平地的一线房子全留做商业区，拟卖几
万块钱一平方米。倒数第二排还算近河，但也是
商住房，7 千左右一平方米。只有山腰以上的才
是商品房。这些住房被挡住了，大多看不见河。
少数高层伸着脑袋勉强可以见河的影子。但我不
想做一只高空鹰。我没有翅膀。

开发商最大化榨取房子的价值。公摊总是
大，而光线和视线则小心分配，于是露台照样没
有，阳台五六个平方米，加装修七八十万，做房奴
大半生，住的还是个“鸟笼子”。

我愤慨地放弃了这个小区。但，一年过后回
头，成千套房子卖光了。

接着，上游毗邻的山头也开发了。这是最后
一个挨着河的楼盘。一期是小高层，砖混结构，9
层楼。这个开发商对准的是我们这一层消费者，
3300 元/平方米起价。因山头没有铲平，坡势巍
巍，吓走了许多老人，他们的膝盖不能爬坡了。我
却喜欢这依山傍水的地方，无数次的跑销售部。
照样，河边房子是预备做酒店的。山崖上，面河开
发的几栋别墅，先是没出价，等下回再去，说卖完
了。问售楼小姐，300万左右，算便宜的。我有些
怅然。可其实哪轮得上我怅然？

只好不断往山上退。在山的颈部那一栋，我
终于买了一套三居室。

让我出手的有两个元素。一是前栋的9楼因
坡势落下一层，成了我八楼层的露台。只要过了电
梯，头顶的天就是我的了。其二，站在阳台上，往左
能鸟瞰沱江河，河边的田野以及两岸青山。虽然沱
江河已经小了许多，像可观而不可触摸的一幅画。

买的是期房。一年后房子到手，才见入户的
路也被开发商挤压成一段陡峭石级，入户门小得
像个鸟笼门，再好的脾气也被挑战了。

但我可以窃喜有一块千户难寻的露台了。以
后，我可以晒着太阳看书，可以拿着饭碗赏夕阳，
可以栽种花草和蔬菜，可以沐浴月光和微风，冬天
或许也可以拥有一片雪地——那时，我就从“鸟笼
子”出来，重新为人了。

江斐斌

春节寒假，为防控新冠肺炎
疫情，假期延长了，很多人闷在家
里，有度日如年的感觉，而我依偎
在故乡温馨的怀抱里，却过得舒
适安闲。

这一晌，故乡的桃林、橘林便
是我的最好去处。春节前后，桃
花怒放，蝶舞莺飞，春风吹过，落
英缤纷，来到桃林，我还以为误入
了武陵春。此时橘树枝头长满了
待放的蓓蕾，在阳光雨露的催生
下，橘花渐渐开放，洁白的花朵，
小巧玲珑，如繁星累累缀满了枝
头。暖风阵阵，馥郁的橘香充满
山冈……

置身在这生机勃勃的桃林和
橘林中，内心充满了喜悦，心想，
今年又将是一个丰收的年成。故
乡的桃林和橘林曾经是一片野树
林，面对此情此景，我的思绪常常
会“钻”进孩提时故乡的野树林
里。

故乡的野树林究竟有多久的
历史，我无从考究，只听说在爷爷
的爷爷的爷爷那个时候就是如
此。想起野树林，我自然就想起
了欧阳修笔下滁山的朝暮、四时
之景：“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
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
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
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
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
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太像了，野树林里杂木野柳和荆
棘纵横交织，熟透了的野果清香
混含着湿润的泥土味儿弥漫着。
走兽嬉戏，鸟语声声更觉山林幽
静，那枝丫的摇曳声、树叶的零落
声声声有韵。每每想起这些，我
的心里就有一支牧笛在缓缓地吹
响，在那悠扬的笛声中，我看见了
记忆深处葱葱郁郁的野树林。

清晨，一片好静的野树林。
一群孩童骑在牛背上吹着竹

笛朝野树林走来，那便是我和伙

伴们放牛了。随着悠悠
的笛声，太阳公公被唤
出来了，天空也湛蓝得晶莹
剔透，小鸟儿唱着欢迎我们
的歌……牛儿散遍在野树林,伙伴
们也散遍在野树林，一会儿，每个
人就带着各自的收获来到预定的
草坪，笋儿、野菜儿、韭菜儿、雷公
菌、蘑菇、野鸡蛋还有从公家地里
翻来的红薯。内容真是丰富多
彩，每个季节有每个季节的时鲜
土菜。接下来砌的砌灶、洗的洗
菜，用捡来的柴生起火。然后把
藏在茅窝里的沙罐拿出来洗干净
上满水。水开了放下菜，把从自
家“偷”来的盐和油倒在罐里，搅
拌几下，野味顿时香遍了野树
林。这时，从柴火里夹出煨熟了
的红薯，美美的中餐开始了。一
边吃着一边轮流讲“古”。记得有
一次，有个小朋友把他从爷爷那
听来的鬼故事，添油加醋讲得神
乎其神，大伙都听得毛骨悚然，正
听得津津有味时，不知谁说了声：

“我的牛不见了。”
就像一道命令，伙伴们便散

遍野树林，四处寻找。不一会，从
远处传来了悠扬的笛声，那是从
庄稼地里找到了“犟”牛而发出的
信号，随即，笛声四起，整个野树
林欢腾了……

中学毕业，带着师范入学通
知书，带着无限的眷恋，我离开了
孩提时的伙伴，离开了野树林来
到了都市。师范毕业后，我曾回
到了故乡，因工作的需要，又离开
了故乡，离开了野树林。面对繁
华的都市，我仍然思念着野树
林！望着一片片偌大的桃林和橘
林，我感到无比的欣慰，但还是有
些怅然若失。

野树林啊，我孩提时的乐园，
在你温馨的怀里，我渐渐长大，是
你的甘甜滋润了我童年的梦……
野树林啊，我怎么会忘记你呢！
想起你，就想起你的博大、朴实、
坦荡、慈爱。

青虹

奶奶爱喝酒，兜兜便爱端着一
个小酒杯，和奶奶碰杯。酒杯里是
水，就称水酒；倒奶，就说是奶酒；盛
汤，则是汤酒。奶奶爱读诗，兜兜自
然跟着读——

花间一壶酒，
独酌无相亲。
举杯邀明月，
对影成三人。
……
怎么是三人呢？
兜兜说，明月、我，还有我的影

子哇。
对一个3岁零4个月的孩子来

说，能这样回答，让大人都很高兴，
都夸兜兜聪明。

又到周末，家人小聚，又碰杯喝
酒。奶奶自然懂得温故而知新的道
理，有意端起酒杯，问兜兜：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几人啊？
“对影成四人！”
“嗯，怎么成四人了？”奶奶也

没否认，鼓励他说。
“花间一壶酒啊！月亮、我、我

的影子，还有花。”
“啊，兜兜真棒，对，还有花仙

子。”
兜兜更来劲了：“奶奶，对影成

十人！”
“喔，那还有谁呢？”
“还有太阳。”
“不对，一般有月亮的时候，太

阳落山了。”

“奶奶，有日有月就是‘明’啊！”
兜兜认识好几百字了。

“兜兜真聪明，日月同辉的时候
不多，想想还有什么？”

“还有星空、云朵、风啊，还有小
草、蟋蟀……”兜兜一边想，一边慢
慢回答。

“还差一个，还有小虫对不？”
“不对，还有青蛙王子！”兜兜听

了不少的童话故事。
“青蛙王子当然好，为什么不能

有小虫呢？”
“不喜欢小虫。它咬树叶，咬菜

叶，弄在身上好痒的。”
天，“十人”，还真不是随意说，

而是有意境的喜好。
孩子的想象力超出我们的想

象，李白能邀明月，邀其他当然也可
以。在孩子的眼里，小花小草都是
神奇的小生命，但小生命也有美丑
之分，这便是他们的童话与诗歌。

当然，这童话，这诗歌的萌生，
这想象力的绽放，还需要一个媒
介。这媒介，便是大人的引导。单
靠幼儿园、学校是不行的，毕竟时间
受限，且不是一对一。诚然，孩子有
没有家人陪伴也都会长大。但花朵
长在荒山野岭，与长在有人养护的
公园，当然是不同的景致。当年孙
权船载一只大象运到许昌送给曹
操，若不是曹操带领文武百官，还带
着 5 岁的儿子曹冲一同去看，并问
大象有多重，便不会有曹冲称大象
的智慧故事；如果曹冲称象的故事
不流传，不被后来的一位妈妈讲给
孩子听，就不会爆出另一个孩子的
智慧之光：曹冲还不是最聪明的，搬
上船替换大象重量的石头，为什么
不可以是人呢，走上船去就是啊。

每个孩子都是小天使，他们对
世界的回答妙不可言，说不清什么
时候就萌出了神性之光，大人没有
道理错过，世界没有道理错过。你
说呢？

河边安家

野
树
林
里
的
童
年

对影成几人对影成几人

汉诗新韵

浅夏
（外二首）

彭郁青

老屋的池塘里 鸳鸯们洗着云彩
客居的家燕 唐诗飞出来
父亲、牛和犁在南方的画册里
凤舞一帖草书
浅夏，淡雅
经贾岛先生的推敲 淋漓于一纸
指点江山是笔 激扬文字是诗
日子踱入荷塘月色 被朱自清挽留

乡情

老屋 炊烟会乡村音乐
厨房 酒香四溢
牧童 将鞭子一甩
山歌 从泉眼里流出来
月亮滚下山去 就变个太阳
晨曦中 蝶又归来
化身梁祝 落在了他乡，或花上

母亲

月亮睡去了 乳名醒着
每当这时 我的胸口隐隐作痛
灯下 母亲的针线
为儿 缝补乡愁

靠

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