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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很旧，七十多年了，照片里的
婴儿仍清晰着，蹬着小脚丫，张着嘴哭
着。哭声仿佛透过七十多年岁月，仍
回荡耳边。

过去，母亲常看照片，流着泪对他
说：“这是你哥哥。”

母亲说，你哥哥才生下来几天，敌人
就打来了，部队得转移，可婴儿咋办？就
送给了当地老乡。你爹对老乡说：“红军
后代是种子，落在哪儿，就在那儿扎根
吧。”然后，他们走了，远远地，听见婴儿
哭声传来，直揪人心。母亲每次说到这
儿，都唏嘘道：“取好了乳名，竟没来得及
告诉娃儿的养父母。”

在老家，孩子乳名必须父母取，陪伴
孩子一生，没乳名，孩子如没根浮萍。

母亲回忆着，和父亲对坐着，白发苍
苍。谁能想到，这两个老人竟是当年红
军中的战将，曾叱咤风云。在亲情面前，
将军和常人无别。

父亲就劝：“娃儿一定有名字了。”
母亲很固执，大名可以养父母取，小

名得父母取啊。
母亲仍清楚记得孩子养父母所住地

方在武陵，三间草房，门前有棵歪脖树。
养父母善良厚道。新中国成立后，父母

亲曾悄悄去了一趟，看见了孩子，已长大
成人，当了教师，看见母亲喊阿姨，喊父
亲大叔，问有啥事。

父母都摇头，没事。
父亲悄悄对母亲说：“人家养出息了

孩子，凭啥我们去认啊？”于是，他拉着母
亲的手走了，走过山嘴，母亲一跤跌倒，
是父亲一路扶上车的。

以后，母亲再不说看孩子了，父亲更
是刻意回避这事。

回避，不等于忘记。父亲离世前，
手指指着远处，指着常德方向。母亲轻
轻道：“放心吧，老赵，我是个战士，不会
糊涂的，你放心吧。”父亲听了，安详地
闭上了眼。

父亲走后，母亲老得更快，有时一
人坐在那儿，轻轻哼着儿歌：“小小娃
娃，快快长大，拿着刀枪，打倒豺狼。”那
时，母亲脸上带着笑。有时，母亲会拿
出个旧木箱，轻轻抚摸着，这是她和父
亲的唯一财产。

木箱上有把铜锁，锈迹斑斑。
他暗暗纳闷，箱子里是啥啊？父母

的工资，除了交党费外，其余都捐了，能
有什么呢？

有人说是宝贝，他摇头笑笑。

母亲是在一个下午离世的。那
天，她要出院回家。回到家，老人坐在
窗前，拿出那个木箱，轻轻哼起那支儿
歌：“小小娃娃，快快长大，拿着刀枪，
打倒豺狼。”母亲说，那是他哥哥出生
时，她给编的儿歌，每次唱着，孩子就
眨着亮亮的眼睛望着她不哭了，小家
伙认得娘呢。母亲说啊说啊，傍晚时
不行了，摸着木箱，拉着他的手叮嘱：

“找到你哥……给他……”
他点头，连连答应着。
母亲闭上眼，这位九十多岁的老战

士，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他哭了，处理好母亲后事，就拿着那

张照片，还有木箱，去了常德，到了武
陵。那棵歪脖树还在，绿意一片，茅屋早
没了，代之而起的是宽敞明亮的楼房。
照片中的婴儿——他的哥哥已退休，头
发花白，在菜园忙碌着。他轻轻喊声哥，
对方抬起头看着他。

他拿出那张照片，对方眼圈红了，
在箱子里也摸出一张同样泛黄的照
片——当年，照片洗了两张，一张父母
拿着，一张留给了养父母。

他将带来的木箱交给哥哥。箱子
被慢慢打开，里面是一个破旧包袱，洗

得很干净。包袱里面是一身小小灰布
军装，婴儿穿的；还有一顶小小红军帽，
婴儿戴的，上面缀着五角星。衣服叠得
整整齐齐的，已经褪色，显然，是母亲当
年一针一线给婴儿缝下的，为了留念，
一直带在身边。

哥哥抱着衣服，孩子一样呜呜哭了。
他也哭了，劝说哥哥，跟自己一起

去颐养天年，爹娘在世时最不放心的
是哥哥啊。

哥哥没走。因为，婴儿衣服下面有
一张泛黄的纸，写着一行字：儿啊，你的
乳名叫“诺言”。

哥哥说，听养父母说，爹当年曾说
过，红军后代是种子，落在哪儿，就在那
儿扎根吧。俩老在纸上写着自己乳名，
就是希望自己能替他们坚守当初的诺
言，替红军坚守当初的诺言。

他流着泪走了，走了老远回头。夕
阳下，远处立着个身影，如一座碑。

诺诺诺 言言言
余显斌余显斌

送孩子中考时
面对着初升的太阳
还有洁白的云朵
我流下了泪水

我曾经在中考的前夕
敬爱的母亲刚刚去世
十五岁的我呀
孤孤单单的一个人
怎么去奔赴考场
该如何去答卷

孩子呀
请不要埋怨天气的炎热
也不要认为父亲的环卫服给你丢了人
你可知道
他曾在中考的前夕
失去了自己敬爱的母亲

送孩子中考时我哭了
魏增刚

著名作家贾平凹爱好广泛，除把读
书、写作视为生命外，对书画和收藏同样
感兴趣。他的藏品中不但有书画、陶罐
等，还有许许多多形态各异的石头。那
些石头是有灵性有故事的生命体，往往
不经意间能给人以思想启迪和生命感
悟。正是他的这一慧眼与过识，才有了
如《丑石》那样经典作品的问世。

在先生故居里，还有块鲜为人知
的石头。

辛丑年仲秋，正值国庆放假期间，
父母回丹凤故地重游，我们在万湾农
家乐用完午餐，径直来到棣花景区参
观。对父亲来说，棣花是他最熟悉不
过的地方。早年在丹凤工作期间，无
论是在文化局还是在党史办任职，棣
花都让他流连忘返。这里是贾平凹的
故乡，当年由于共同的爱好，一次偶然
的邂逅两人一见如故，从此成了莫逆
之交。这样，平凹每每从西安回到棣
花，都邀请父亲到他家煮酒畅谈。而
且，这里的二郎庙是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属文化局负责管辖，对于它的开发

与保护，作为文化局的负责人，父亲经
常来这里检查与监督。由此，棣花的
山形地貌、风土人情便深深地刻在了
他的记忆里。没想到在他卸任 20 多年
后的今天，棣花被开发成商於古道上
一个耀眼的文化旅游景点，吸引着世
人的眼球，让他这个耄耋之年的老顽
童心向往之。于是，我陪着父母沿西
部花都行至清风街，父亲迫不及待地
要去贾平凹故居，他要好好瞻仰一番
平凹之父——贾彦春老先生的遗像，
看看平凹文学艺术馆的修缮与布置。
当父亲走进故居的时候，很快就被平
凹弟弟再娃认了出来，一句“老屈叔”
将时间拉回到20多年前。

再娃拉着父亲的手走进堂屋，这间
坐北向南的屋子面貌焕然一新，但开间
大小、坐落方向却没有变，长在堂屋门前
的那棵老梨树还是当年的样子。父亲向
老先生的遗像深深鞠了一躬，仔细地端
详照片上慈祥而熟悉的面孔。

从堂屋里出来，再娃陪着父亲，在
修缮一新的平凹故居里转了一圈后，

来到那棵梨树下，他向父亲叙说了院
内的修缮情况，说着说着话题便落在
了那块石头上。

那是一块并不怎么起眼的石头，表
面光滑，呈青灰色长条形，是从李玉海先
生的院子里搬来的。

再娃的话令人纳闷，李玉海院子里
的一块石头，怎么能与贾家扯上干系？

原来，李玉海是丹凤金盆一带的大
财东，是丹凤的开明人士。由于家庭富
有，住房宽裕，便经常接纳一些进步人
士。战争年代，因邻近长坪公路，李玉海
家便成了陕南游击队过往歇脚的地方。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新中国刚刚
成立，丹凤、商县一带的地方反动武装
十分猖獗。为了彻底扫除反动势力，由
蔡兴运团长率领的军队驻扎在李玉海
家院子里。

1952年春季的一天，即将临盆的贾
母从棣花来到李家，与身为蔡团长妻子
的姐姐商量坐月子事宜。眼看着就要
生了，贾父还在乡下忙着教书，不能回
家照看她。姐姐见此情形，便将妹妹留

在团部住下来。贾母刚住下没几天，平
凹便出生了。

县上打造棣花古镇文化旅游景点
时，平凹故居修缮中，平凹从西安回到
棣花老家，一番打量后总觉得屋子少了
点什么。虽然他在老房子里生活了几
十年，这里却不是他真正的出生之地。
想到这，平凹便将自己的心思告知了弟
弟。于是，由弟弟出面，经与李家后人
协商，这块并不起眼的石头，便从李家
住进了贾家。从此与贾平凹文学艺术
馆朝夕相处，也正是有了这块石头，使
贾平凹文学艺术馆的底蕴更加深厚，内
涵更加丰富。

听了再娃的叙说，我径直来到那
块石头前，仔仔细细地端详着它，体悟
着再娃的良苦用心。一瞬间，我似乎
看到了那块石头在对着我微笑，也听
到了那块石头的窃窃私语：嗨，朋友，
我是一块普通的石头，能成为这里的
展品，我十分荣幸！

从那甜甜的微笑和低语里，我咂摸
出了贾平凹朴实、低调的品质。

与 一 块 石 头 对 视
丹 影

商州东部有个小山沟，名叫襄王
沟。它位于丹江南岸，方圆数十里，山体
形态迥异，自然风光优美，是一处难得的
避暑度假胜地。

襄王沟这个地名的来历，与秦末
汉相王陵有关。据《史记》载：“王陵，
沛 人 也 。 始 为 县 豪 ，高 祖 微 时 兄 事
陵。”《正义括地志》云：“王陵故城在商
州上洛县阳南三十一里。”《荆州记》
云：“昔汉高祖入秦，王陵起兵丹水以
应之，此城王陵所筑，因名。”《续商州
志》《长安胜迹图志》记载：“燕子山在
州东五十里襄王沟……”

初识襄王沟，是在壬寅年寒食节
那天。当日一大早，我与友人相约前
往襄王沟。在夜村中学旧址前，我们
顺道观看正在复修的元建寺，然后过

丹江直奔襄王沟。穿过山门模样的二
指山，来到襄王沟口，大家下车休息，
远观丹霞地貌大象山、星星洞，然后乘
车一边行走，一边观赏雕崖洞。向导
说登上高山，可以看到附近山峰呈莲
花般聚拢，人称莲花山。徐行至一个
岔口处，驱车上行，到达一处苗寨一
般的村庄，便是党家沟，在宽敞的大
屋场一侧，竖立着一面精心制作的党
氏先祖牌坊。大家吃过饭，观看党家
族人祭奠先祖仪式后，参观了一棵约
有 400 年树龄的大槐树，然后向燕子
山进发。由于地处荒僻，原有的小道
杂草腐叶充塞，但山坡上遍布着各色
各样的野花，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花
香。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攀爬，到达被
称作灰石浪的山脊，看到草丛中露出

“拳芽菜”的嫩枝，不少人高兴地采摘
着 。 稍 后 ，大 家 一 鼓 作 气 登 上 燕 子
山。燕子山是襄王沟最高点，山顶有
古寨遗迹，巨石砌就的寨墙、寨门清
晰可见。寨墙外有一天井，井水终年
不 竭 。 凭 高 眺 望 ，四 周 山 峰 层 峦 叠
嶂，莽莽苍苍，令人如临仙境，如上云
端，神清气爽，心旷神怡。好几位同
行者表演了歌舞、戏曲、快板等节目，
掌声在云端久久回响。

下山的路依然陡峭，大家跟着向
导，拄着就地取材的拐杖，小心翼翼
地行走。顺小溪下到沟底，用过村民
早已备好的饭菜，再乘车折行到党家
沟西面一个叫作芋园的沟里。这里
有 七 八 户 人 家 ，村 里 只 住 着 几 位 老
人，一条小溪流水潺潺。在一处新开

挖的坡根，我们看到一个大石臼和只
露出一半的石碌碡，分析着这些石器
的年代。当地人说附近山坡有一个
石洞，人称“红军洞”。据传 1932 年前
后，红四方面军十一师师长倪志亮率
部 翻 越 流 岭 转 战 来 此 ，曾 在 洞 内 疗
养。倪志亮在此地认了倪姓同宗，临
走时曾留下借钱借粮凭据，赠给本家
一支火铳枪和几本用于防身、治病的
手抄书。可惜年代久远，这些实物已
难以找到。

日落时分，我们结束行程踏上归
途。坐在回城的车上，我想起关于襄王
沟的传说，不禁浮想联翩。听说商州区
政府已启动开发莲花山生态旅游景区，
大家深感欣慰。我们相信，不远的将来，
襄王沟必然会大放异彩。

襄 王 沟 游 记
王阶运

夏日午后，一只蝉
爬上了25层的窗户
扯开嗓子，打破了这儿的宁静

这只蝉，趴在纱窗上
一遍遍地鸣唱，把混凝土楼房
当成了青山绿水的田园

一朵云飘过来，影子
高不过楼房
楼房再高，高不过一声蝉鸣

我困在斗室里
羡慕那只蝉——它奋力一跃
就突破了生命的极限

庙宇上的学校

清凌凌的河水，绕着一座庙转
一所学校，建在庙上
早晨的太阳，从山的东面升起
光芒照在平静的水面

三十三年前，一个走出大学校门
的青年，扛着铺盖卷来到这里
他点着煤油灯，在大殿里睡了一年
此后，他的人生一直都在修炼

三十三年后，他又来到这里
门前的核桃树讲述往日的故事
一口大钟，敲醒尘世里的懵懂

走进上殿，佛和他对视
像见到久别重逢的家人
他已经白了头，慈眉善目
佛不语，他照见了另一个自己

高楼上的蝉（外一首）
周丹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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