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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克邦

邻居主人叫刘四爹。虽然我们都姓
刘，但无亲缘关系，之前也不是很熟。我
们虽然是邻居，且为远近数百米间唯一
的邻居，但我们都是拆迁户，来自于不同
的生产队，平常交往不多，关系不亲也不
疏。

刘四爹一家六口，上有年迈的母亲，
下有三个未成年的儿女，妻子患有痨病，
长年卧床不起，咳嗽起来没有个完，应该
说，生活过得挺艰难的。但他吃得苦，精
于盘算，每天除了在生产队出工外，一回
家就提把锄头或挑担粪桶直奔自留地忙
活起来，把个菜园子盘弄得井井有条、活
色生香，小日子也还算是过得去。

令人称奇的是，他的菜园子里除了
长满了萝卜、白菜、豆角、南瓜、冬瓜等蔬
菜外，还有其他农家极少栽种的西瓜、凉
薯、花生、甘蔗等罕见的作物。这些作物
经济价值高，收成后可挑到附近厂区兜
售，换来一些零用钱补贴家用，但种植技
术要求高，人工、肥料投入大，还要祈求
老天爷帮忙。否则，事与愿违，收效甚
微，甚至血本无归。刘四爹却偏不信邪，
我行我素，一头扎进菜园子，下种、移栽、
浇水、施肥、松土、除草、整枝……像侍奉
孩子般的盘弄起这些作物来，魔幻般地
叫它们一株株破土而出，枝繁叶茂，生出
满地的财喜来。

那年，我12岁，“双抢”时期插秧、扮
禾，一天劳作十多个小时，承受着难以想
象的饥饿和劳累。每天收工回家，两腹
空空，饥渴难耐，经过刘四爹那片枝繁叶
茂、绿阴如盖的凉薯地，想象着那地底下
生长的一个个水泱泱、脆甜爽口的凉薯，
就垂涎三尺，有一种欲罢不能极想品尝
一口的冲动。

人心底下，拴着魔鬼，稍不留神，它
就蹦了出来。我终于忍不住了，起了贼
心。

那天凌晨，天还没有亮，我起了个大
早床，悄无声息，蹑手蹑脚，低着头，勾着
腰，深一脚、浅一脚地摸索着来到那片凉
薯地，瞪大眼睛四处搜索确信没有人时，
才弯下腰来，摸到一株凉薯藤，抓住贴近

根部的茎秆，一个骑马桩，
铆足劲就往上拔。殊不

知，那凉薯倔强得很，
根本不吃我那一套，
任凭你使出吃奶的

劲来，深扎在土里纹丝
不动。我左一下，右一
下，变换着姿势拔，怎么

也拔不出。一株不行，换一
株再拔，还是不行。连续拔
了好几株，力气用尽了，不
是揪断了藤条，就是剐脱了
茎皮，除了一手黏糊糊的
汁和湿漉漉藤皮碎屑外，
连个凉薯影子也没见到。

我大汗淋漓，气喘吁吁，坐在地上，
沮丧极了。眼看天快亮了，忙活了一阵
子，仍两手空空，好不容易架起了这个
势，实在不愿就此善罢甘休。正待起身
再干时，“谁？”一声喝问，声如雷霆，不远
处一个身影在晃动。哇，是刘四爹！我
吓出了一身冷汗，情知不妙，转身就跑。
他肯定看清了是我，追了几步，没有再
追，在后面冲着我大喊：“我告诉你家大

人！”
这下子完了，全完了！我害怕极了，怀

着恐惧的心情回到家中。父亲见到我，劈
头就问：“一大清早去哪儿了？”“扯秧去
了。”我撒了一个谎。“刚才刘四爹来了，找
你有事吗？”父亲用疑惑的眼光瞟了我一
眼。“没，没，没什么事！”我强作镇定，生怕
露出什么破绽来。从父亲的语气中，我知
道刘四爹来过我家，但没有提及我偷他家
凉薯的事，一颗悬着的心总算放下来。

一天，两天，三天……我像一只惊弓
之鸟，竖起耳朵听人家说些什么，仔细观
察别人的眼色和神情，心里面不停地忏
悔着，祈祷着：我再也不去偷东西了，千
万别有人叫我贼呀！幸运的是，刘四爹
网开一面，未将我的“丑行”散布出去，我
担心的结局始终没有出现。

我无地自容，悔恨不已，觉得很对不
起刘四爹，老远老远躲着他。

“双抢”进入了最火热最激烈的阶
段，队里收上来的新谷子还在晒谷坪里，
要等晒干车净后才分到每户家庭。而这
时，我家的米缸已见了底，每天的劳动强
度只增不减，不吃饭哪有力气去干活？
无米下锅，祖母急得团团转，不知如何是
好。

父亲手拿簸箕，把我叫过去：“去，到
刘四爹家借几升米来！”一听到要到刘四
爹家去借米，我心里咯噔一下，扭转身
子，躲到一边。显然，是不愿去。怎么
了？父亲不明就里，平日里言听计从的
儿子，今天竟违抗起他的“命令”来。“家
里没米了，你好生跟四爹说，就借几升，
度过这几天荒，待队上分了新谷子，马上
就还。”他追过来，连哄带劝。“我不去！”
想起凉薯地里的事，我心有余悸。“你敢
不去！”见软的不行，就来硬的，父亲怒目
相向，厉声呵斥。

走向邻居家的路很近，但对我来说，
好难好难，太长太长。我磨磨蹭蹭，走一
步，停一下，不到一百米的距离，不知走
了好久。我哪有脸面见四爹呀！

站在刘四爹窗台下，犹豫之下，我硬
是不敢跨进那扇门。正徘徊之际，一阵
咳嗽传来，刘四娘站在了我的面前，“克
邦，有啊么事？”我一脸通红，支支吾吾，

“我——我——我家没米了！”恨不得一
下子钻到地底下。“我家的米也不多了。”
见我拿只簸箕，她明白我的来意，迟疑了
一下，很快就转变了口气：“没关系，匀一
点给你！”她抢过我的簸箕，转身进屋去
了。

我感激涕零，连声谢谢都忘了说了，
接过小半簸箕米就走。刚走出几步，后
面一声“等一下”，是四爹的声音，吓了我
一大跳。拐哒场，那天的事，他还没有跟
我“算账”的。我止住了脚步，站在那里
一动都不敢动，心里怦怦直跳，等待一场
暴风骤雨的来临。

他追上来，端着满满的一升米，“哗
啦”一下倒进我的簸箕里，“你四娘量少
了，不够你家吃两天。”声音很小，却如洪
钟般撞击着我的心灵铮铮作响。

我红着脸，不敢正视他，好不容易鼓
起勇气，结结巴巴，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
来，“那——那——那天早上——”话未
说完，他手一摆，抛过来一句：“别说了，
我晓得你是扎好伢子！”一转身走了。

我哭了！捧着簸箕，拖着沉重的脚
步往回走，始终不敢回望他一眼！

山水坝塘
（组诗）

朱继忠

山和水

坝塘的山不少，水也不少
坝塘山，美女山，文家丽湖
沩水，乌江，一直在穿针引线
山水相依，山清水秀
在安宁之乡的中部，从不中庸
周堪赓，廖树蘅，刘氏举人
以石刻，用诗文，在远行
传承血脉的路，最安静
就像那沉醉百年的“白云深处”
伴石而生的翠竹，尘封的石屋…
还有柔软的美女山沉睡千年
沩水悠悠，乌江默默
没有人打扰，风车也没有呐喊声
站在石牛仑上，眼前都是柔软

文佳丽湖

把一个美女的芳名
映在金河村。一湖碧水
在山间安静下来。不敢惊扰
此时阳光正好，没有人会在意
绿树，白云，甚至那个小森林
养蜂的姊妹本来就是小蜜蜂
朋友为庄园取名“诗情蜜苑”
几间小屋，一片绿草地
还有一棵古樟树。在湖边小憩
看湖，有时只是填满眼睛
与蜜蜂偶遇，适合放空自己
湖底和蜂箱的声音，无法拒绝
绿色与绿色之间的花香
有些时光，像蜜蜂掠过湖面

石牛仑

没见到石牛，有一间石屋
刻石之人喜欢以石为邻
过硬的本领，无需大厦千间
顽石和灵石之间，几个字而已
无法得知石屋有多大
能住几个人，摆着石锅石凳
还有磨刀石，碰撞打磨就有火花
刻了刘姓举人的诗，风吹雨打
没想到几百年后的风车
被柔软的风吹得呼呼直转
电光火石之间，交接一段日子
风车小镇，石屋寻踪
像石牛的山脉，架在虚实之中
站在石牛仑，放下一块石头就好

白云深处

在泛黄的农具里找到一块石头
因为上面刻着“白云深处”
隐隐约约，清晰可见
被阳光雨水冲刷了四百年
刻石的人应该没有想到
每一凿下去，都是岁月的痕迹
沉睡在池塘的数百年
像一本经书在等待修行者
先哲的八角庵被修竹占领了
留下几块石头在值守
竹石相依，一棵老树遮风挡雨
没有人去触碰石龄和年轮
太重。竹子一直在生长
白云深处，没有遗忘和走失

熊燕

周末，家中来了一个刚
满6岁的小客人，长得眉清
目秀，胖乎乎的脸上有对小
酒窝，非常可爱。我问小客
人叫什么名字，小客人认真
地回答：“多多。”

我故意逗他：“你爸妈
怎么给你取这么个名字？
难道你是多余的吗？”

话一出口，我有几分后
悔，现在的孩子有些敏感，万
一惹恼火了他，可如何是好？

谁知，多多一点也不生
气，伸出胖乎乎的小手，摆
了摆，小大人般地说：“没文
化了吧。我名字的意思是
聪明多多，快乐多多，幸福
多多。”

多多的反击很漂亮，大
家瞬间乐了。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坐
在多多旁边，看他喜欢吃手
撕鸡，便将手撕鸡移到他面
前，多多看了我一眼，眉毛
往上扬了扬，夹了一个鸡腿
欢喜地吃起来。

多多妈妈批评多多：

“怎么不谢谢阿姨？”
多多将鸡腿放下，一本

正经地说：“食不言，寝不
语。这是孔子说的。”

哈哈！大家又乐了。
吃过午饭，多多不停看

时间，我奇怪地问多多：“是
不是阿姨家不好玩，坐着没
意思？”

多多摇了摇头，说：“我
两点钟要学游泳，我怕迟
到。”

我问：“多多很喜欢游
泳吗？”

多多看了他妈妈一眼，
认真回答：“和喜不喜欢没
有关系，我必须学会游泳，
而且必须游得好。”

这样的话从一个孩子
口中说出一下子引起大家
的兴趣，纷纷问多多为什么
这么重视游泳？

多多的神情严肃起来，
郑重地说：“等我学会了游
泳，妈妈和奶奶同时掉进河
里的时候，我和爸爸就能一
人救一个。这样，妈妈和爸
爸就不会吵架了。”

大家一下子笑翻了。

安敏

这个教师节，我想起父亲母亲一辈子
唯一的一张两人合影。

父亲母亲当了一辈子的教师，身上没
有光环，亦无光彩。照片上看不出父亲曾
经是否帅气过风流过、母亲是否漂亮过妩
媚过。一本正经的一对人民教师，老夫老
妻合个影都保持着公众距离。二老也未曾
述说过自己的童年少年青年，包括爱情。

我只知道他们都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
新化城里人，都在土改的时候参加革命工
作，到吉庆区的毛坪公社当了老师，又在那
里成了我的父母。父亲古典文学好，后来
调进城里中学，却在政治运动中遭遇人生
命运转折，丢了“铁饭碗”。母亲依然在乡
下教书，后来要求教师回原籍，她本可以回
到县城，还正好可以与在青石板上拖板车
劳动改造的父亲团聚，但母亲却要求回到

土改时工作的第一站——毛坪公社高峰小
学。二十来年她就在吉庆区的山山岭岭里
转，中间回过高峰小学一次。她如愿以偿
三回高峰之后，索性把父亲的户口也从城
里迁到学校当地生产队。

母亲最初在这里教过的学生有些做了
爷爷，后来回来教他们的崽女，现在教他们
的孙辈了，他们自然很欢迎周老师的男人
来当农民。乡亲们不把父亲当什么“分子”
看，父亲没忘老本行，一边当农民一边辅导
学校里的民办老师，还常常帮他们代课，也
在夜校里给农民讲课，乡亲们凡有什么动
笔的讲道理的事都会来找他。这一切都是
尽义务，他甚至半路出家学中医，在缺医少
药的远水高山上兼起“赤脚医生”。

后来父亲平反，复职，最后在新化教师
进修学校退休。这张照片，是退休以后在进
修学校的院子里拍的。我手头还有一张父
亲和好些老师的照片，他似乎始终是个“赤膊
老师”，没有过任何职位，这些老师们却把他
簇拥在正中间，比父亲和母亲的合影亲密多
了。听说这些老师都曾经是他的函授学员，
后来相继到进修学校来做了老师。

还有一张照片，是母亲和一个女学生
的合影。这个女生叫曹冬云，高峰本来就
高，她家在更高的山头上独门独户，很漂亮
的一个女孩，读书路远，就常常住在我母亲
屋里。母亲只生了我们两兄弟，便把她当
女儿看，三上高峰后她已出落成大姑娘，走
着走着就真叫了妈，成了我的姐。姐高中
毕业后在大队做妇女工作，很有干部料，却
受我父母影响也做起老师，也纯粹地站了
一辈子讲台。这张照片我一直收着，我也
想要个姐。看着这照片，城里姑娘做了一
辈子乡村小学教师的母亲，就走不出我的
怀念。

我之所以记得这些，是因为母亲把我
父亲带去乡里当农民时，也把我们两兄弟

从城里带到乡下读书去了。我因此写下过
《妈妈的学校》等几篇散文，怀念我那乡村
老师的娘。我家族里当老师的多，三叔三
妈是老师，满叔满妈也当老师多年，我亦
是。此时再看这照片，竟不满足于以往对
教师的那些颂词，眼前冒出一些新的意象
来，成诗一首，顺录于后：

读 你

读你，总是读园丁的栽培
读你浇灌出的满天下桃李
此刻，我的目光询问花木的根须
为什么深深地紧抱着泥土

读你，总是读烛光的照亮
读你微弱的执著与毁灭的灿烂
此刻，我的思想滑落烛台
溶入你火焰下的一行行烛泪

读你，总是读春蚕的吐丝
读春蚕到死丝方尽的无声无息
此刻，我的抚摸掠过千丝万缕
跌落在重重叠叠的一树树桑叶

你岂止是园丁是烛光是春蚕
分明是泥土是烛泪是桑青
你像泥土的颗粒集结了水、气、热
给花木的根充血 让枝干茁壮
你是烛泪凝固了全部的快乐与忧愁
雏鹰腾空间喜泪相送
小鸟踉跄里伤痛淋漓
你不做一枚春蚕作茧自缚
要撑开一树桑色
催无数春蚕吐丝

这 才是你的春华秋实
我面对一地锦绣
——重新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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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多

许玲

小女枇枇5岁，正学汉
字。我指着“家”字告诉她，
家是“宀”和“豕”的组合，

“豕”字就是一只猪，四蹄，
有尾。那么，“家”就是一个
房子里有只猪，枇枇在家里
找寻了一圈后问，那我们家
的猪在哪里？刚好有友人
邀约，为了见证一头真实的
猪，我们去了一趟沧山。

到达沧山时，正值雨
后。一路山路弯曲，竹林掩
映，水与山伴行，升腾起薄
雾，缠绵于山野之间。水泥
路面四通八达，田野山村自
成风景。因心中惦记，特地
留意了一路上的房子。道
路两旁多是楼房，两层或三
层，风格各异，欧式别墅式
样居多。楼前庭院宽阔，几
株花木在屋角姹紫嫣红。
间有平房，也是白墙红瓦，
收拾得干干净净，讲究的人
家更是在院前开垦出小花
园。偶有几幢旧屋门户紧
闭，估计已良久未有人烟。
行至半山腰，突见一老屋，
竹篙晾晒有衣物，有一七旬
左 右 的 老 人 从 屋 内 走 出
来。便停住车，老人见有生
人，并不惊讶，招呼客人堂
屋前面坐坐。房子老式结
构，门窗皆是木制，却看得
出有新修痕迹，一问原来是
政府统一修缮，将漏雨的旧
瓦朽檩尽数换去，厨房前年
新修过，液化气灶、电饭煲，
已是一律现代设备，独保留
了一口烧柴的大锅，还能升
起袅袅炊烟。前几年还养
过猪，年头养到年尾。这两
年不再养猪，想吃肉，下乡
赶 集 称 几 斤 放 冰 箱 里 就
是。老人告诉我们，儿子一
家在外务工，自己独自守
屋，在山下种有两亩油菜
田，自家山头的山茶树有几
棵怕有上百年了。谈及这
些，老人脸有得意，我们问
他年龄，他打了一串哈哈：
不大不大，八十有二。

车继续朝上环转攀爬，
即到了友人家。友人自建
一别墅，外观艳丽时髦，现
在最流行的轻钢结构，拼积
木一般将房子垒了上来。
门前有一池塘，种湘莲、睡
莲，放养了鲫鱼、鳜鱼、水鱼
等一众品种，不对外出售，
专供自家。菜园蔬果茂盛，

黄瓜、番茄有把竹架压弯之
势，各菜垅之间竟然铺了硬
水泥，以防下雨天弄湿鞋
子。我们惊叹不已，表示出
羡慕之意，友人在城里做生
意，生意淡季时便居乡下，
城里乡下两头跑，其乐融
融。

席 间 自 然 谈 起 了 房
子。友人父亲说，从未想过
还能过上这样的日子。他
一 生 住 过 四 次 不 同 的 房
子。第一次是少年时期随
父母住土坯房，从地里捞泥
巴自己烧制而成，窗户空空
洞洞，糊张报纸都得看条
件。第二次是青年时洞庭
湖灭螺时期，移民西洞庭湖
区，住的巴茅草房子，用一
些树枝、芦苇搭架子再用红
泥巴糊上，巴茅里到处是
蛇，一到夏天只听里面爬得
嗦嗦地响，经常与蛇共眠到
天亮；房子热就便抠泥巴，
抠得睡在床上可以仰望星
空。第三次是红砖瓦房，栽
了一株老桃树，沁甜，那种
类现在再也找不到了。第
四次，老爷子玩了一个幽
默 ，将 别 墅 读 成 了“ 别
野”——房子建在山野，谓
之为别野。

小女在大人喧哗谈笑
声中逐渐不耐烦，闹着要去
看猪。猪没有，友人家鸡鸭
鹅倒有一群，和我们一样在
山坡上插科打诨。我便带
她去追鸭赶鸡，倒被一群鹅

“嘎嘎”地倒追得落荒而
逃。我抓紧时间进行各类
知识点科普，指了指友人房
子，还有远处横卧在丛林中
的一幢楼房，告诉她，那是
房子，用一根树枝在地上写
上“房”字。

小女疑惑，那不是家
吗？我嘴中解释，房指墙、
顶、门、窗，供人居住或做其
他用途的建筑物。家呢，是
指有人居住的房子，方为
家。比如有你，有我，有爸
爸，才谓之为家。要不然就
是房子。

5岁小孩当然不懂，连
我们也时常迷惑和混淆。
82 岁的山间独居老人会
懂，他守的是房屋，而不是
家。时代总是向前，我们必
将和友人的父亲一样，未来
会因为住上什么样的房屋
而感叹。房门洞开，迎接外
出回家的人，房才就是家。

人人
新新

家与房

一
辈
子

一
张
合
影

词二首
仼国瑞

清平乐
为《民法典》颁布而作

雷传消息，法典为民急。规定
住行和土地，老病孤残关切。

东风霖雨花开，渔人樵叟歌
回。盛世犹如花蜜，苍黎脸上流来。

采桑子
秋游果园

圣峰果业桃源地，炽热晴阳。
花果飘香，竿起鱼飞溪水凉。

欢声笑语爬山路，汗透衣裳。
美食铺张，月上游心叹未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