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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头摄影 赵有良

早上起床，一阵暖意袭来，这才想起，春
天来了。

院里的银杏树已经萌芽，像破茧重生
的蝴蝶一般慢慢撑开嫩绿。玉兰花早早地
绽放，把清香散发到花坛院落间，红碧桃刚
孕育出花骨朵，石榴树也赶趟似的，抽出碧
绿的叶子，地面的小草经过一冬的沉睡，愈
加精神。

莲湖周围到处是锻炼的人群。早上的
空气好，湖水碧绿一片，微风吹动，没有一
丝寒意，只是把湖面轻轻地荡了荡。鱼儿
欢快地浮出水面，吹一串泡泡，又潜入水
底，一群鸭子游来游去，拨出一圈绿色的涟
漪，远处的几只白鹅也不甘寂寞，欢快地唱
着春天的歌。

郊外的田野上，成片成片的绿茵，历经
寒冬后，麦苗尽情地舒展身躯，吮吸着大地
赐予的养分。荠菜、灰条、刺节一个个冒出
头，野小蒜肥嘟嘟、绿油油的，长在肥沃的山
坡，还有竹笋、椿芽，都是餐桌上的美食。

这是一年最美的季节，百花选择在这
时候开放，把艳丽的容颜展现出来，桃花、
杏花、梨花都蓄满全身的力量，想着结出香
甜的果实。蜜蜂和蝴蝶精灵似的，春风一
吹，便从四面八方冒出来，准备着大干一
场，授更多的粉、酿更多的蜜。麻雀飞出来
了、燕子飞回来了、连美丽的丹顶鹤也在丹
江上空徘徊。

这也是读书的好季节，翻一翻《诗经》，
看一看《飞鸟集》，读一读《百年孤独》，内心

的春意倏忽之间更浓烈，生活更充实了。
去年冬天，我在网上读到一首诗：“忽有

故人心上过，回首山河已是秋。两处相思同
淋雪，此生也算共白头。”一时间感动得心潮
澎湃，眼眶发酸。人这一生，有多少难以忘
怀的故人，有多少能够重见，有多少能够常
常想起？

诗让我想到时下流行的一首歌——《当
我娶过她》。诗和歌，用词虽然迥异，却有相
同的意思，让人不得不感叹古汉语的含蓄和
现代汉语的直接、奔放。

无独有偶。今年春天，我又读到了另
外一首诗：“我与春风皆过客，你携秋水揽
星河。愿有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共白
头。”我再次心潮澎湃，泪流满面。诗的意

境和司马相如的《长门赋》有异曲同工之
妙，抛弃春风而携手秋水，一览灿烂星河，
回首过去的岁月，希冀深情与共，这是多
么的伤痛和情深啊。

春天是思念的季节，思念故人、思念
青春、思念所有的美好。在春风里，我想
起年少时在桃树下读书的日子，周围很
静，只有落花的声音和鸟儿的鸣叫。想起
崎岖不平的上学路，绿草长满一地。想起
春风翻开的一页页日记，牡丹开满校园，
不知是谁种下了梦的花儿？想起钓鱼、捉
泥鳅、编草帽……

那些逝去的美好，如月光一般铺满记忆
的河床，一缕缕思念缠绕在温柔的柳絮上，
于春风的怀抱里不羁地摇摆。

我 与 春 风 皆 过 客我 与 春 风 皆 过 客
孔权利

正月十五一过，村里的小伙子都出门
打工了。

王小毛没去，他还沉迷在打麻将赢钱的
美梦里。

那个春节，王小毛的牌运出奇的好，打
麻将每场都能赢个七八十块的。这让王小
毛的老婆心花怒放。她就每天做好吃好喝
的伺候王小毛，把王小毛伺候得红光满面。
谁都知道王小毛的老婆是出了名的母老虎、
吝啬鬼。平时因为花钱，王小毛的脸上没少
挨老婆的耳巴子。这今年太阳是从西边出
来了，王小毛整天出去打牌，老婆还很支持，
不过那小子也很争气，好像老天爷在专门照
看他似的，几乎场场都赢。

村里的大宝买了两个麻将桌子，每天打
麻将的人满为患。王小毛一圈一圈打着麻
将，抽着烟，一副很受活的样子。他心想这
样来钱比在外面累死累活地打工强多了，如
果天天有进账的话，这一个月下来，收入也
是相当可观！所以王小毛就天天坐在麻将
桌上，喝着上好的铁观音，逍遥地打着牌。

可是牌场上没有永远的赢家。雨水过
后，连续三个晚上，随着牌友赌注的加大，王
小毛的牌运急剧下滑。他输得一塌糊涂，还
欠下了一笔数目不小的赌债，这赌债是不能
让老婆知道的。每晚回家，输了钱的王小毛
就从大宝那里借一百块钱，交给老婆，声称
是自己赢的。借到五百块钱的时候，大宝不
干了，大宝说，你这样借下去不是办法！大

宝还要他立了个字据，一个月内不还的话就
要给他老婆实话实说。这下王小毛急了，要
是不想办法把窟窿填上，“母老虎”要是发起
威来，他可真的就死定了！

王小毛的眼里有了焦灼。每次上场，他
恨不得把那些麻友的钱都装进自己的口袋，
可越急越输得凶。王小毛几乎借遍了所有
赌友的钱，这个五十，那个一百地借，赌友们
见他就像老鼠见了猫似的。有几个赌友一
见他借钱就直接说，去去去，一边去。有一
天晚上，王小毛一分钱也没借到，他没敢回
家，就在外面给老婆打电话说明天起不打牌
了，出门打工呀！没想到老婆爽快地答应
了，最后老婆撂了句狠话，每月寄回三千，不
寄的话下年想回家过年，门都没有。

王小毛出门打工了，在省城的一处工地
上当建筑工，每天背水泥袋子，从一楼背到
十二楼，干得汗流浃背，累地要死要活，好在
有一帮舍得出力的兄弟，他们都说，靠苦力
赚钱值得，打牌来钱，那不是人人都能赚到
的，你以后再别做那个赌钱梦了，王小毛讪
讪地附和着。

王小毛舍得出力，也深得老板赏识，工
地老板就给他加薪，每月四千五，王小毛按
时每月把三千元打到老婆的一折通上，剩下
的除过自己生活费外，就五十一百地寄给那
些往日的债主。不觉得一年就到头了，王小
毛几乎把所有的赌债还完了，想清清爽爽地
回家，可是那晚却出了意外。

临近年关的那个晚上，王小毛从工地上
下班，准备回工棚休息，突然，一阵“抓贼啊
抓贼”的喊声传来，王小毛看见一个人慌慌
张张地在前面跑着，后面跟着几个人，那个
人朝王小毛这边的小路跑来，一个手里拿着
包，另一个手挥舞着一把水果刀，无疑这是
一个抢劫犯，这个贼看到穿着一身脏衣服的
王小毛，便挥舞着刀子说，要想活命就滚一
边去。王小毛有些怕，便愣在那里了，可就
在贼要从王小毛身边跑过去的时候，他突然
一个转身，一下子把贼扑倒了，他死死抱住
贼的腰，哪知道那个贼力气也很大，很快翻
身把王小毛压在身下，王小毛只觉得身体某
个部位麻酥酥的，就失去了知觉。

王小毛抓贼负伤进了医院，王小毛成了
英雄。市长和失主都来看望他，说他是个见
义勇为的好小伙，虽然被贼在身上刺了十二
刀，但他没有松手，失主被抢的二十万元保住
了，失主要拿两万元酬谢王小毛，市长说要给
王小毛见义勇为道德模范称号，让王小毛好
好养伤，等伤好了就去市文明办领荣誉证书。

王小毛在第一时间把这个喜讯告诉了
老婆，他老婆高兴得在电话那头也笑出了
声。老婆说，要那个证书没用！赶紧把那两
万元钱拿回来吧！王小毛不知道哪来的勇
气，他对着电话狠狠骂道：“拿你娘个头，还
在医院躺着呢！”话还没说完，王小毛“叮”地
一下就把手机挂了。

第二年夏收的时候，王小毛回来了，村

子里的田野上一片金黄。他刚进家门，老婆
就吵着要那两万块钱，王小毛说那钱他一分
没要，那是那个人给他父亲看病的救命钱，
再说他已经是市里的道德模范了，那钱能要
吗！老婆不让王小毛进门，还伸手要打他的
耳巴子，王小毛抓住老婆的手轻轻一捏，老
婆一个趔趄就靠在门墩上了。

王小毛腰杆挺得很直，他很淡定地从屋
檐下取出那把有点生锈的麦镰开始磨起来，
不一会那把镰刀就被他磨得像一弯月牙，明
晃晃的，王小毛用那把镰在脸上划拉了几
下，他那张胡子拉碴的脸一下子就光亮了许
多。王小毛对老婆说，我要去割麦了。王小
毛用镰刀把脸刮得铁青，那镰刀一闪一闪
的，让他老婆的头皮一阵阵发麻。

王小毛在麦地里热火朝天地割麦，他抬
起头擦汗的时候，家里的烟囱里冒出了袅袅
炊烟，还夹杂着浓浓的葱花饼香味，这让好
多在地里干活的男人都忍不住停下来，吸溜
鼻子，脖子伸得像老鹳似的。王小毛忍不住
偷偷地笑了。

打 工 归 来打 工 归 来
何献国何献国

走上坡头，我便和一树槐花

撞了个满怀。这个季节

这一袭一袭的香，在蝶形的花冠上

恣意地绽放。漫山遍野

都是五月，奔跑的声音

风，一阵，又一阵，毫不客气地

站在我的额头，我的发梢

唱歌，跳舞。和槐花一起

把体内堆积的旧事，慢慢唤醒

我的童年，我的母亲

我在乡下的日子

槐花飘香。我喜欢这些

这些纯粹民间的味道，民间的表情

没有什么能够驱走它们，替代它们

还有蜜蜂，成群结队地飞来飞去

在树上，在花间，在丛中

呢喃，牵手，恋爱

酿出另外一种，幸福的花来

一簇，又一簇

槐花飘香。今夜，我注定

注定会在这个季节，在这些气息里

失眠。并且，抱紧自己的骨头

用月光，打开内心的隐私

把乱七八糟的身份

一遍，又一遍地，漂白

油菜花开

和许多花儿一样，选择在春天出嫁

像乡下的妹子。一群一群

嘻嘻哈哈的，一夜之间就长大了

在村外，一片，又一片

金黄的，疯着跑着

它们朴素，不像有些花儿

或多情，或高洁，或凄美，或典雅

容易使人生发一些联想，或者情绪

蝴蝶喜欢它们，蜜蜂喜欢它们

我喜欢它们。阳光正好的午后

躺在它们的色泽，它们的香味里

躺在一首诗词里，不想起来

我看见了它们，在哗哗作响的风中

把生命的精彩，和高度

在凋落之后，无声地呈现

我看见了它们，在母亲的背笼里

一步一步走进了村子

发出另一种，绝世的香来

槐 花槐 花 （（外一首外一首））

一一 寒寒

正是玉兰花盛开的时候，我回了一趟老
家，站在院子里的玉兰树下，仰望洁白如雪
的玉兰花，不由得想起母亲，似乎又看到她
慈祥的笑脸。

十八年前的初春，母亲去县城看望我，
闲暇的时候，我陪母亲在县城里四处走走
看看，母亲看到街道两旁盛开的玉兰花，十
分钟爱，当即掏 50 元钱买了一棵带着“娘
家土”的玉兰树，用蛇皮袋子把根包着，让
村里开拖拉机的栓民捎回老家，栽在院子
的东北角上。

数月后，我抽空回家看母亲时，这棵玉
兰树已经开出了几朵雪白的花朵，母亲摸着
树身，高兴地对我说：“花开好兆头，你姊妹
几个如花似树，前程似锦啊！”不幸的是第二
年秋天，母亲突发脑溢血病逝。她在玉兰花

前的微笑成了我挥之不去的记忆。
母亲生活的年代，日子极为清苦，她把

仅有的一点细粮留给老人吃，留给工作组
吃，自己经常吃麦麸子、二茬面、蒸红薯。
我稍大些，常去三十多里外的苗沟岭上割
柴，她每次都把我接到七八里外的“摞摞
石”上下。一个寒冬腊月天，我割柴被山里
人没收了背笼和镰刀，天黑时还在三十里
外的高山上给人家修地回不去，母亲独自
背着背笼，一边走一边喊我的名字。暮色
中，山上白雪皑皑，地上道路泥泞，空旷的
山谷里月光照在母亲单薄瘦小的身上，她
坐在冰冷的石头上在等我，问了一个又一
个背着柴背笼出沟的砍柴人。等山路上再
也不见一个人影时，她才无奈地往回走，可
还是不甘心，边走边向后山的路上张望

……我摸黑赶回家时，已是凌晨三点多了，
母亲还坐在炕上，一盏如豆的小油灯陪伴
着，她趴在窗户前一眼不离一眼地瞅着楼
门，听见门响，一下从炕上扑下来，赶紧抱
柴点火给我烧糊汤面。她坐在灶前，一边
剔除我草鞋上的冰碴子，一边热泪直流。
等热好我喜爱的糊汤面，她用粗瓷老碗盛
满赶紧递给我，看着我狼吞虎咽……

20 世纪 70 年代，尽管家里经济拮据，
生活困难，但母亲常常接济那些缺吃少穿
的人。谁借几元钱，家里再紧张，母亲也不
准家里人讨要，怕别人难堪；邻居有时把饭
做到锅里没盐了，只要一开口，母亲就赶紧
拿勺去舀。那些年陕南一带灾荒不断，讨
饭的人很多，晚上没处睡，大都蜷缩在大场
的麦草或苞谷秆堆里过夜，母亲让我和弟

弟睡在她跟前，腾出半间房让那些可怜人
睡。一个冬天的中午，母亲刚把半锅糊涂
面做熟，一个讨饭的瞎子老汉和一个男孩
拉着进了门，母亲让爷孙俩坐在灶火烤了
会火，又给他俩各盛了一大碗糊涂面，爷孙
俩吃完饭走后，母亲只吃了一勺锅底的锅
巴。我埋怨母亲给爷孙俩舀得太多，母亲
笑笑说，“好娃哩，妈在自己家里，黑来饭多
吃一碗就行了，看那爷孙俩可怜的样子，妈
咋忍心自己吃呢？”

清明节快到了，母亲喜爱的花朵默默绽
放，这是她老人家留给我的念想，也像是母
亲的化身。我修剪着玉兰枝条，带露的玉兰
花，就像我思念的泪水。母亲，你喜欢的花
朵又开了，和你与人为善的生命一样，它始
终陪伴在我的身旁。

玉 兰 花 前 的 微 笑
张书成

春和景明，万象更新。
枯草褪去，鲜嫩的绿叶一个劲地疯

长，壬寅年新春喜降人间。立春过后，
万木争荣，细雨霏霏中，清明节的脚步
越来越近了！

唐代诗人杜牧曾留下“清明时节雨纷
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
童摇指杏花村”的千古绝唱，让人们在灵魂
深处与清明节结下难以割舍的情缘。

清明节到了，如丝如线的细雨润泽万
物，在春雨的洗礼中不由得让人怀旧、思
亲，想到了祭祖。人们都怀有感恩之心，
细想：是谁生下了我，是谁用甜甜的乳汁
将我养大；又是谁，一点一滴地教育我成
材？又想：没有祖父母岂有父亲？没有外

祖父母岂有母亲？没有父母岂能有自己？
在这个春意盎然的季节里，人们怀着感

恩之心去坟园，将一絮絮白色的飘带挂满先
辈的坟园，以表思念之情。中华民族是具有
五千年文明史的民族，中华儿女永远用真心
真情祭祖怀旧。每遇清明节来临，国家都会
开展清明祭祖活动。拜祭轩辕帝，祭拜祖
先。作想：二千年、一千年、几百年前，我们

今天祭奠的帝王将相都是一个又一个有血
有肉的活人。他们为了国家的和平统一，内
抗内贼、外抗外敌入侵。他们抛头颅，洒热
血，为的是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让人民当上
国家的主人。

几千年文明史，谱写出龙的传人壮美的
诗篇。百年奋斗，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
念，这个党，伟大光荣正确；这个党战无不

胜；这个党强大永生。这个党呀，带领人民
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在这个感恩和思念的节日里，让我们
行走在碧草如毯的大地上，将感激之泪默
默咽下，让泪水如清明雨般滋润心灵，用
真情祈祷：先祖伟大，孕育了一个永不忘
恩的民族；先祖精神千古，中华儿女永远
会记住来时的路。

清 明 节 抒 怀
蔺 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