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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父亲出生在解放前，几间土房子在一个垭

口。
爷爷过世的那年父亲只有九岁，当时世道

艰难，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奶奶为求生路另作
他嫁， 丢下了年仅九岁的父亲和六岁的姑妈。
正值解放初期，虽不再有战乱，但日子依旧艰
难，幸得父亲长了一身力气，便去给地主家做
了长工，挣些口粮养活了自己和妹妹。

母亲嫁给父亲的时候，正是农村吃大食堂
的年代。那会，所有人一起劳作，以挣得公分的
多少来分取多少的粮食。 似乎每个人都在劳
动，却偏偏每个人都吃不饱，几岁的姑妈时常
饿得全身浮肿，在田耕道上走动，偶尔捡到一
颗粮食，就丢进嘴里生吃。纵是这般，那个年代
饿死了无数人，兄妹两还是活了过来。 母亲生
下我姐姐的那一年，正逢土地分配到户的好光
景，自此父亲有了自己的田地，有了婆娘又有
了娃，有了他好日子的开始。

老家鸳鸯乡杜家村是一个静谧的小山村，
四面高山，中间一片平地，有那种世外桃源般
的清雅和宁静。 这些土地肥沃，种出来的庄稼
能养活每家人，不似解放前，老家的人们只能
饿得吃观音土， 他们辛勤耕耘自己的土地，我
的父亲也不例外。

我家的老房子在垭口，从垭口的土瓦屋到
村里有一段黄泥路， 无论是天晴下雨都不好
走，身为民办教师的母亲自是有几份读书人的
娇弱，时常在那条黄泥路上跌跤，雨雪天气可
谓是一路摸爬滚打。 在我两岁的时候，父亲为
这个家修整了这条路，用石头砌了一百八十六
级石阶， 无论是从上往下还是从下往上看，都
有一种雕栏玉砌的美。 我的童年就在这条石阶
路上上下来回，走出了成长里那一份令父亲欣
慰的平安和踏实。

垭口风大，位置偏僻，平时少有人往来，母
亲常话太过孤单。 于是父亲卖掉几百斤包谷，
又四处借了些钱，买下了村里一个大院子处的
四间瓦房，我们全家人搬离了垭口故居，开始
了热热闹闹的群居生活。

在我四岁的那年，村里通了电灯，母亲再
不用就着煤油灯改作业和备课。 父亲虽是农
民，但自小周围游走，长了许多的见识，有一年
父亲卖了几百斤的玉米买回来一个小小的收
音机，从那天开始，就有小喇叭和广播剧陪伴
我成长。 这应该是我成长路上，最博大的外来
教育，让我了解到未知世界的广袤，并让我极
力想去求索。

姑妈嫁在离老家相隔四十公里的两坪乡，
相比我的老家来说是低山， 低山和高山不一
样，低山有许多高山没有的水果和蔬菜，每到
豌豆胡豆李子桃子成熟的季节，我那个老实忠
厚的姑爷就会挑着一担时令水果蔬菜送到我

家来，兄妹情深自不可表。 让我记忆尤为深刻
的是，每到逢年过节，姑爷都会来接我们全家
去他家里做客，他那两个箩筐就成了我和弟弟
最好的摇篮， 我和弟弟一个箩筐里头坐一个，
姑爷用他的肩膀挑着我们在山路上行走，箩筐
摇摇晃晃，非常的舒服惬意。 当时年纪太幼，尚
不知姑爷挑着两个箩筐的辛苦，但这份温暖让
我刻骨铭心。

母亲所任教的学校在一个山坳处，几间土
房子是解放前地主的院落， 后被改成了小学
校。 我在这里读了小学，在我小学三年级的时
候， 老家一天到晚都能听到火药的爆炸声，那
是村里在修公路， 修一条从老家到城里的公
路，村里的男人们都劲轴轴的加入到了修公路
的队伍里，孩子们虽然不懂得这些大事，却也
是倍觉稀奇欢欣鼓舞，这件喜事不亚于当年土
地到户。

我的中学是在离家八公里的镇上读的，每
周星期六下午放学走回家来，星期天下午走路
返校。 这段路在我眼里总像在无限延伸，虽不
至于无法承受却也走得吃力和辛苦。 那个年代
我没看到过公家车和客车，就更别说看到小汽
车了，倒是偶尔有一辆大货车经过。 开车的向
师傅是众人口中的好人，他沿路都会把读书的
孩子捡到他的车上， 捎着学生们在公路上奔
驰，那个时候没坐过他的货车的孩子几乎是没
有的。

我上中学的期间，母亲调到了村里正规的
公办小学教书。 她幼时因为家里太穷，实在没
有粮食往学校带，读到初一就辍学了，对她来
说，这一生中最遗憾的就是书没有读够，所以
除了教书除了做一些家务，每天晚上都要自学
到深夜，并且以全县第一的成绩拿到了中师文
凭。 又正好遇到国家的大好政策，教学业绩突
出的民办教师可以转正，母亲成了第一批民办
教师转为公办教师的一员， 工资可以拿多一
点，也就能多送孩子读一些书了。

通了公路，老家的人们去县城就便利了许
多，唯一的阻碍就是大宁河，好在当时有渡船，
渡船将河两边的人载过去又载过来，每天周而
复始。 等渡船的时间非常的漫长，六月里顶着
酷暑，腊月里顶着酷寒，我在城里读高中的三
年都是这样度过的。 可喜的是，总有些老婆婆
在河坝里提着竹篮卖煮鸡蛋麻花碗儿糕，这些
吃食让等渡船的时间不那么难耐和寂寞。

在我快高中毕业的时候，巫山在大宁河上

面驾了一座桥，名叫龙门桥，这条桥贯穿了县
城到老家的道路， 自此一切都更加便利起来，
那艘渡船在时代的进步下退场了。而我就读的
西坪职高正在进行实习规划，那是一个广东沿
海地区正在大力开发飞速跃进的年代，无数的
年轻人都奔赴广东去寻找自己的理想和天地，
学校跟广东的一家工厂达成协议，派一批学生
去实习两个月，我义无反顾的报了名。

我和几十个同学在巫山码头上船，当时那
样的客船非常多，每天都有好几班，船上分为
二等舱三等舱四等舱和散舱， 我们坐四等舱，
一个舱室六张上下铺，可以睡十二个人，走进
去的时候， 里面充斥着汗味烟味各种气味，船
上的被褥也是脏烂不堪。 能有地方睡已经是幸
福的事情，散舱里就地而坐的都是一些四处打
工的农民，他们脸上有着疲惫有着茫然，写完
了生活的不易。 那是我首次体会出门在外的不
容易。

船行了一夜才到湖北宜昌， 赶到火车站，
只觉得人挨着人，用尽生命的全部力气挤上火
车，不要说座位就连站的地方都没有，那是一
个出行异常艰苦的年代，当我们站了一天一夜
才到广州火车站的时候，好多个同学都哭了起
来。 似乎就从那一刻起，我们对出远门有了畏
惧，这种畏惧让我们再也不敢放肆去飞，只深
刻的感到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

我们去实习的地方是一个制作手表的工
厂，都是些手上的细活，虽不是太过辛苦，却天
天都要加班。 同学们因为水土不服，有的开始
闹肚子，有的身上开始长疮，我跟一个女同学
偷偷约好，决定回家。 那个时候的车站出奇的
纷乱，各种黑暗势力都有，两个女孩子完全没
有社会经验，只晓得拉着手形影不离，不敢跟
任何人多说一句话。 就怀揣着这样的恐惧，我
们在火车上站了一天一夜赶到宜昌，再又从宜
昌坐了慢船回巫山。

这是我人生中最初的远行和体验打工的
经历， 后来的许多年无论别人怎么说北上广，
我都只怀着向往而不敢用青春去赌。 而巫山，
却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三峡水利大坝的
建成，让长江水位升高 175 米，原来的老城被
爆破全部沉入了水底， 巫山新城像一艘巨轮，
矗立在长江北岸。

江上的客船越来越少， 因为快艇越来越
多，坐快船到宜昌只要三个小时。 当我远在江
西的一个文友来看我， 我坐上快艇去宜昌接

她，只觉得两岸的青山飞速倒退，舱内的人悠
闲而且惬意地玩手机或是看风景，我莞尔笑了
笑。原来，这便是旅行该有的样子，我们所说的
远方，因为交通的便捷，才有了来自远方的美
丽，那是可以抵达的，抵达的过程是享受的。

之后，坐快艇的人越来越少了，因为巫山
通了高速，到市区只要五个小时，到宜昌只要
两个小时。 我这个最怕出远门的人，多次在重
庆和巫山之间往返，延伸的高速公路，就像是
一道射线，无限的放射出去，这就是时代的步
伐，宽敞，平坦，飞速。

巫山神女机场建成的时候，巫山的老百姓
再也不认为自己生活在高山峡谷，因为巫山已
经联通了世界，而世界也正在了解巫山。 这份
骄傲， 是来自每年举办的神女电影艺术周、红
叶节等，无数的明星大腕抵达巫山，赞叹巫山
的一江碧水、两岸青山、四季云雨、漫山红叶
……所有的语言在巫山走向世界的飞速进程
中，都不够这些便捷的交通更具说服力。

如今，巫山人期待的是郑万高铁的全面贯
通，届时，巫山就会像一个世人梦幻中的世外
桃源，接纳更多的人来与神女凝望，来跟红叶
共舞。 而巫山人，也能到达任何想要去的远方，
那必将开阔的视野，更为广袤的胸怀，会化为
感恩的诗意，用以走出去和迎进来。

我的孩子已经在读大学，在远离巫山的江
苏省兰州市，她来来去去都是一个人，她说路
途中遇到的都是好人，她说这是中国的素质这
是中国的稳定，她说我毕业了要去把中国的每
个地方都走一遍。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中
都是骄傲。 是的，我的孩子生长在一个和平的
年代，生长在一个国富民强的年代，她的书读
得越多，这份骄傲会愈加的饱满。

从逼仄的小路到宽阔的大路，从出门的艰
辛到舒适的旅途，与其说是时代的进步，不如
说是祖国的砥砺前行。 我再也不害怕出远门
了，背上行囊，坐在干净舒适的汽车高铁飞机
上，把和平的美景尽收眼底，自己是一只在广
袤的天空中飞翔的鸟，在宽阔的大道上驰骋的
马，停留的每一处，看到的都是人们脸上洋溢
的幸福和满足， 停留的每一处都是平安和安
适，给我撑腰的是强大的祖国。

我的父母依然身体健康，他们下广东去港
澳，过着神仙般的日子。他们出生在解放前，见
证了新中国的成长，看到他们，我就看清了中
国的模样。

路
向欣

天，蓝得耀眼，是那种让人的眼睛和心灵都特别豁
亮的蓝；云，白得炫目，是那种让人的欣悦和遐想都轻盈
透明的白。 有纤细而倔强的树枝，瘦硬地在有几分凛冽
的风中直刺云天；有韧而厚的叶片，执著地在湛蓝的天
宇中恣意舞蹈。这天空，这白云，这树枝，这寒叶，勾勒出
一副坚硬而柔韧、干净又唯美的画面。

地，绿得纯粹，是那种让人一看就油生喜欢与爱怜
的的绿；水，清得彻底，是那种让人不忍破坏甚至连呼吸
都想屏住的澄澈。有晶莹的露珠，稚气的孩子，在那片绿
海中欢笑；有快乐的游鱼，芦苇的倒影，在那片水域中留
连。 这大地，这碧水，这绿茵，这露珠，这欢蹦乱跳、悠然
游弋的生命，呈现出一付美丽而祥和、闲适又快乐的场
景。

这天与地，云与水，这生命的执拗与倔强，天真与单
纯，柔韧与坚硬，陪伴着我，感动着我，启迪着我，慰藉着
我。

美好的景物人所共赏，美好的境界人所向往。 王国
维在他著名的《人间词话》里，开宗明义就谈到了境界：
“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这境
界， 指的就是外界景物与人物内心情感的有机融合，是
景致改变、事物变化与人物心理衍进的和谐共生，是丰
富多彩的外部世界与深刻复杂的人物思想的交互集合。

云，在长空自由飘逸，快乐随风；水，在大地顺势而
流，达观从容。云不与天空中的虹霓或者星群争光彩，而
是相互映衬，共同装点出深邃美丽的天空；水不与地上
的露珠或者鲜花争风头，而是相互怜惜，共同打扮出生
机盎然的大地。唯其不争，故世界莫能与之争。水和天，
云和地，因为真实自然，便有了任何外在力量所改变不
了的形态，所消融不了的美好，所践踏不了的情怀。

这生命的执拗与倔强，天真与单纯，柔韧与坚硬，正
是人们赞美世界美好的一面， 留恋生活纯真的一面，慨
叹人生高贵的一面的缘由，是一切美的事物得以生生不
息、发展壮大的出发点和根本点。世界惟其参差多态，才
成就了丰富多彩；人类惟其千差万别，也才成就了缤纷
人生。作为个体，要客观理性地认识和容忍差别，宽仁地
对待不同经历、心性、境遇、形貌的人，不谄上，不欺下，
不违天，不亵地，对活出真纯个性的生命，多些爱意，多
些怜惜。

心，伸向天空，轻盈如云，飘飞随风；脚，紧踏大地，
情怀似水，足迹清晰。既有仰望的向往与愉悦，也有平视
的安适与快乐；既有纯美的想象与意境，也有本真的朴
拙与坚持。

云水之间，四季更迭，绿柳拂风，菡萏梦醒，衰草摇
曳，寒梅溢香，生命快乐又艰辛，明亮又柔韧。 在云飘来
又飘去、水流来复流去的更迭与轮回中，上演一幕又一
幕有质朴有华美，有天然有雕琢，有简单有繁复，有幸福
有伤悲的多彩多味故事。这故事，滋养、教育、启迪我们，
让我们为世界的丰富与美丽， 为生命的浅显与深刻，为
生活的艰辛与快慰，而感叹，而徘徊，而歌唱。

云水之间
张春燕

“又要过年了！ ”父亲说完，放下筷子，
端起酒杯，小抿一口，而后，一阵沉思。

“是啊，过了腊八就是年！ ”母亲，跟着
附和了一句。 说完，掏出手机，欣赏着照面
中收藏的家乡：冒着炊烟的老屋，绿油油的
麦田，繁花盛开的庄园……

看完，他们齐刷刷将目光投向窗外，而
后落在最远处的一座大山。

那座大山，就是故乡。 家，还在大山深
处。

父亲很怀旧， 总是隔三差五回老家一
趟。 母亲也很恋旧，嘴里总是唠叨着曾经的
过往。

“我想回老家过个旧年！ ”父亲冷不丁
地来一句。

“回老家！ ”爱人惊奇地问。
“过旧年？ ”孩子新奇地盯着爷爷。“什

么样的年是旧年啊？ ”
父亲深情地看了看孩子，瞧了瞧我们，

娓娓道来：旧年就是围炉守岁，饮酒消夜，
五更欢笑拜新年。 说完，眼睛里流露出一汪
汪陶醉。

“左邻右舍围在一起喝点小酒，写写对
联，画画桃符，孩子们聚在一起做着游戏，
放着鞭炮……”母亲顺着父亲的话接下去。
而今，这些竟成了过年的奢望。

还有人家吗？ 爱人问。 母亲摇摇头。
见父母很想重温乡下的年。 我劝着爱

人，回去吧，解解他们二老的乡愁吧。
看着父母亲脸上写满的期盼。 她微笑

地回答：“好， 今年一家人就回乡下过旧
年。 ”

于是，父亲开始请人写对联，购买大灯
笼，购置年货，为过旧年做着准备。

除夕夜，一家人忙和着。 母亲和面，父
亲擀面，爱人和我包饺子。 孩子在一旁，围
绕着火炉，不断的向灶膛添柴，火苗向着孩
子调皮的吐着火舌， 那泛着黄的光映在孩
子的脸上，照出了我们曾经无忧的童年。 燃
烧后的黑木炭，被孩子擦在脸上，写出了我
们曾经诗意的时光。

火苗在灶膛嚷着， 锅里的水翻过来滚
过去，也闹着，等待着饺子下锅。

餐桌上，一个个饺子挺着肚子，散发出
年的味道。 父亲说，没有美味佳肴，粗茶淡
饭也能吃出清香；没有陈年佳酿，一杯清茶

一杯淡酒也能品出真情。
父亲说：大家一起干一杯，新年快乐。

玻璃杯碰壁的清脆声响， 在父亲母亲的呵
呵笑声中泛起阵阵涟漪， 而后溅落到我们
的心里，润泽了我们与旧年远去的心。

“俗话说三十的火十五的灯，今晚，火
一定要燃旺。 ”父亲在前面走着，孩子扭着
肥嘟嘟的大屁股跟在身后，在屋子周围，搜
集干柴。 母亲领着我们，寻找纯天然野菜。

在我们的村庄， 吃团圆饭放鞭炮是必
定事项。 串门走访时，看见人家门口放过鞭
炮的，进门得拜年。 鞭炮声一响，这一家子
团年了。 无论收获与失去，都得重新再来。

除夕夜，父亲燃起一堆火。 说这堆火到
天明不能熄灭， 让我们吃过团圆饭了不能
说不吉利的话， 不能把洗漱的水倒向门外
……母亲在一旁， 噼里啪啦地讲着旧年规
矩。

火，燃起来，就得守岁。 是的，守岁这一
夜非比寻常，“一夜连两岁， 五更分二年”，

人们一边辞旧，一边迎新。
围绕着火堆，父亲开始教孩子唱童谣。

“大年初一就是好，老老少少起得早。 穿新
衣，戴新帽，烘年火，放鞭炮。 烤罢年火往家
跑，拜罢年来兴致高。 一拜爷爷福寿高，二
拜奶奶永不老，三拜爹爹身体好。 全家老少
都拜了，欢欢喜喜吃年糕。 ”让孩子，记得给
长辈们拜年。

半夜时分，睡意逐渐袭来。 父亲总是嚷
着不让孩子睡觉，必须熬过午夜十二点。 为
了解乏， 父亲开始唱着山歌， 一首接着一
首，直到天亮。

父亲的歌声被鞭炮炸开了花， 在夜空
中，炫丽。 五更时分，母亲就挨个儿叫醒我
们，说大年初一起早床寓意美好。

洗漱完毕，来到堂屋。 孩子向我们敬了
一个队礼后，给大人们一一拜年，嘴里还不
停的念叨：“五更欢笑拜新年，小辈的磕头，
老辈的给钱。 ”

拜完一个，就收到一个红包。 拿着鼓鼓
朗朗的红包， 孩子感叹地说：“在新年过旧
年的感觉真好！ ”

拜新年
赖扬明

雪崖
雪落满悬崖
这里不是鸟们的家
它们都攀进了林子里的高枝

这里只剩一只苍老的雄鹰
用悬崖治疗光阴也治不好的暗伤

它每一次俯冲
都要带落一些崖上的石头和冰凌
滚进幽深不见底的林子

他在雪原漫步

他喜欢在雪原漫步
喜欢去那个去了无数次的地方
寻找他的另一场雪

这里草木卸下那么多光阴
却不足以拯救一场雪
像大火一样焚毁的尘世

他不是任何事物的帮凶
他只是以一个陌生人的身份
错误地闯进了陌生的自己

父亲的雪

父亲踏雪走入山林
把人间带给远离尘世的母亲

高高隆起的坟堆，是他
亲手用锄头埋下的时间

鸟鸣不代表时间在这里已经苏醒
这个沉默的老人
比铺天盖地的白，更加沉默……

他低垂着头，多像山中那座
被大雪隐去的，庙宇

雪花比桃花鲜艳

他独立旷野，想把每朵雪花
都揽入怀中。 他醉了
在他眼中，每一朵雪花
都比桃花开得鲜艳

他把一个人的辽阔，奔跑成
比时间还要缜密地高度

这个醉酒的人，好多年
没有回过故乡了

他大概不清楚
桃花开白的时候，天空
飞舞的，依旧不会是雪花……

雪落人间（组诗选）

张乾东

《晨光》 吴光平（税务局）/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