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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夜的黑
童年冬天夜晚的黑啊。黑咕隆咚，黑灯瞎火，摸

黑——的确，就是摸的——多么准确。像一个瞎子，摸着

一头大象，你摸到它的腿脚、腰身、冰凉的象牙、蜷曲的长

鼻、簇生的体毛……却永远摸不到一个完整的形体。也

像一口巨大的井，你一下子掉了进去，怎么也爬不出来。

身上沾满了泥土和苔藓，你触到了水，水是黑的；你伸出

手，手是黑的。只有用手摸一把自己的脸（也是黑的），

哦，脸仍是温热的。鼻尖有点酸，有点凉。天地如此之

大，如此之黑，一口奇大无比的黑锅，让你一个人顶着。

你满身黑灰，你就是一个黑人啊。

此刻，锅上是炒着芝麻吗？一粒粒的星辰，那么细

小，仿佛一只袖头就能抹去。但它们永远钉在那里，一动

不动，发出坚硬清冷的光。它们照不亮地面，只让地面更

加黑暗。脚底高低不平，是起伏的大地。大地有多厚？

大地下面埋藏了多少煤和石油，多少草根和昆虫？蚯蚓

在下面，蟾蜍在下面。落叶已经腐了，黑了，下面埋有多

少身体？从古到今，有多少人类、兽类埋入其中，落叶一

样腐烂？大地是一个奇大无比的坟场，散发着黑暗与清

凉。但大地永有不死者，像泉水，汩汩涌出；像铜器，嗡嗡

作响；像骨骼，燃起磷火；像根须，蜿蜒前行，走遍熟悉的

地方，最终在一个温润的脚印里，破土而出，再一次，长成

大树；像打坐的虫子，饮尽苦水，在空气中生出透明的翅

膀；像深埋的宝藏，终有一天会叫出某一个名字。那些埋

入的人，会不会坐起身，种子般长出来？脚下起伏的大

地，火在奔突，巨兽在深眠。轻点啊，你的脚正踏在它们

的头顶，不要惊醒了它们的酣梦啊。

黑暗中，一切都蹲着。椿树榆树蹲着，石臼石碾蹲

着，土狗柴垛蹲着，兽脊瓦屋蹲着，夜壶脸盆蹲着，门墩蹲

着，坟头蹲着，祖父蹲着，大大小小的影子蹲着，故乡的一

切都蹲着。渐渐，雪下来了，一点点，针尖样，落在脸庞；

接着是梨花、杏花、桃花，千树万树，缤纷盛开；最后，就鹅

毛一样纷纷扬扬了。深黑的夜晚，鹅毛大雪静静降落，它

们也和故乡的人们一样，蹲在广阔的平野，蹲在冻结的河

流，蹲在敛翼的屋顶，也蹲在树枝上、冰面上、狗毛里。除

夕，屋里的灯亮着，一道红光溢出门外，安稳地蹲着，像刚

踏进家门的游子，手扶门框，注视久违的一切。故乡的雪

总是世界上最大的，而落在家门口的一场，该是最温暖洁

净深厚的啊。

……在黑暗中的旅途，头顶的星辰仿佛静止不动。

而远方，一盏灯火闪耀。无论你走到哪里，它总是在前

方，似乎永不会熄灭……大风呼啸的夜晚，北风的磨盘挤

压着小小的屋子。母亲点亮了油灯，灯火照亮了她明媚

年轻的脸庞。灯火如一粒红枣，闪闪跳动。是那一盏

吗？忽然之间，端灯的手枯皱了，鬓梢沾染了霜雪。是那

一盏吗？后来，母亲头朝外躺在堂屋，世界上最暖的那个

人去了。一个人熄灭了，而灯火依旧闪耀。是那一盏

吗？照着才生下来的牛犊，照着枝丫上歇息的鸡，照着老

枣树黝黑的根，照着风雨剥蚀的大门，照着新年红纸上的

墨，照着清苦而芬芳的日子——就是那一盏啊！在人间，

无论风雨如磐，无论漫漫寒夜，总有一盏灯为你留着，为

你亮着。你小如草芥，而在漫漫长途中，你一点点长大，

迈开双腿，蓬勃地向前走，沿着微白的土路，踏着赶车人

留下的辙痕。辙痕上面布满了蹄印、草屑、粪便。黑暗中

你看不见，只是在清晨，你看到它们披了霜花，在初升的

太阳下熠熠生光。

一生总有走夜路的机会。小时候走过多少夜路啊！

记得一次和伙伴们从邻村看电影回来，一个挨着一个，忽

然前面坟地里飘出一团白影，心几乎狂跳而出，原来是一

个恶作剧的伙伴；有时候实在太冷了，就找一个背风的大

沟，寻一些干柴枯草来烤火。野地烤火一面热，你几乎要

把火抱入怀里；一年冬季，你和哥哥放假回来，路那么远，

天那么黑，两个人一前一后，只听见脚步窸窸声响。你忽

然感觉到前边走的是另一个你，有着相同的臂膀和掌纹，

在黑暗中，你要和他合二为一。最长的夜路，是游子归家

的路。一个人默默背着包裹，像无数人那样，怀揣着一粒

灯火和满腹心酸，走向自己的家乡，自己的老屋，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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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时节，我站到桐河岸边，感受小河之春，感受到惊

诧和惊喜。

桐河是我们家乡的一条小河，傍着我们村庄东边向东南

流去，交唐河，汇汉水，入长江。

这是一条承载了我少年时代无数欢乐和美好记忆的河

流，也是给予我深沉叹息和深重失望的河流。

我的少年时期在 20世纪 70年代，那时的桐河和平原上

许许多多小河一样，也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少年，清澈、干

净，整日欢歌不休。河水丰盈，水草葳蕤，鱼跃蛙鸣，充满

诱惑和乐趣。春日里暖阳一照，鱼儿开始在岸边摆子 （产

卵），不时翻起水花。青蛙在浅水边产下许许多多小米粒大

小的黑色卵子，被黏黏的透明胶质膜连在一起，一大团一大

团，在水里漂浮荡漾。不几天，蛙卵变成了小蝌蚪，成群成

群挤挤挨挨在浅水边觅食，黑压压一片。这时候，遍布河滩

的水潭水沟里整天蛙声四起，把整个春天都鸣叫得热闹非

凡、生机盎然。夏天泡在河里，打水仗，摸鱼虾，钓黄鳝，

钩螺壳，岗柴林里逮小鸟，芦苇丛中捉迷藏；秋冬时节，河

滩里烧毛豆，燎苞谷，撵野兔，滑冰雪……一年四季，无一

样不有趣，无一样不怀念。

但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人融入社会，变得不那么纯净

了，不那么可爱了，桐河也像人一样，失去了纯净，失去了

可爱。参加工作后，不能与桐河整日厮守了，但这里有植根

心底的最美好记忆，每每回乡，必去河边溜达，捡拾往昔的

美好。前几年“乡愁”一词大热，我想桐河就是我最浓重的

乡愁。这时的“乡愁”一词，是对故乡美好情感的寄托，是

温暖，是馨香。

但是，桐河的变化太快了。活泼青春了千百年的小河，

似乎突然间患上了早衰症，迅速变得干瘪肮脏丑陋。还没回

过神来，她已经面目全非。丰盈宽阔的河水缩减成一脉细

流，以致最窄处纤瘦成一条抬腿即可跨过的小水沟。水流不

再清澈，而是被沿岸的小造纸厂、养殖场、腐烂秸秆、垃圾

堆污染得黑黄不堪，农药瓶子、塑料袋子杂乱地漂浮着，鱼

虾绝迹，蛙鸣绝声，曾经品种繁多的水草都不见了踪影。没

了水的滋润，沿河两岸那些喜湿的芦苇、毛腊、岗柴不知何

时也都全无踪影了，干枯荒芜的河滩变成了垃圾场。着急，

悲叹、失望，终至绝望，我彻底失去了对这条河流的好感，

“乡愁”于我，真正变成了愁绪、忧愁。再回乡，我不再去

探望她，不想一次次陷入绝望的打击。

这也许是这几十年乡村河流共同的悲哀。

但我现在又站在了桐河岸边。因为我听说政府开始治理

这条河了。就像对埋在心底的人，口中不言，但你总是时时

关注对方的一切消息，一旦有动，你总是忍不住急急冲出

来。

正是草色遥看的时候，吹面不寒小河风。冬日里总是沉

郁地铺满天空的铅云，炸裂四散了，变得轻盈软白，云隙间

那高远的天空露出了碧蓝的底色。可能是冬雨充足之故，抑

或是下游修了蓄水坝，我惊讶地发现，河水竟涌平了半个河

床，恍然回到了当年满河清流时，脑中蹦出“水面初平云脚

低”的诗句来，不知当年白居易可否也是蓦然看见西子湖水

涨起而灵感迸发酿此佳句。更惊喜的是，河面不再是污水一

潭，而泛起了诱人的绿。是春来江水绿如蓝的绿，是温润的

绿，是充满生机和希望的绿。这久违的绿色，让人看得心旷

神怡，让人兴奋得抓耳挠腮，让人激动得手足无措。不想去

探究春水泛绿的枯燥的科学结论，我只愿孩童般欣喜和雀

跃。

小河对岸，机器声隆隆，河道治理项目正在施工。我从

县政府发布的文件中看到，这个桐河治理项目是一个宏大的

综合性工程，包括建桥筑坝、河道清淤、修路植树、贴面护

坡、涵养河滩湿地、拆除危桥残坝、环境综合治理，等等。

这条被抛弃、被糟蹋得蓬头垢面丑陋不堪的小河，正在被重

新修饰、打扮，将重现当年的光鲜亮丽。

我趋之水边，蹲下来，撩把寒意尚重的早春河水。是

的，可以用手撩了，没有了污水沾手的担忧。虽然水尚未完

全达到往昔的清澈透亮，但我有信心，鱼跃蛙鸣，今春即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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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是朴素的。它像一粒种子，在我们的内心悄然萌

动。

春风是朴素的。无论出身于诗词歌赋或是农谚节令，

它们并无高低贵贱之分。它们从古至今，坚守着自己的信

仰与追求，把内心的温暖平等布施给尘世的每个生灵。你

看乡间的野草野花与花园里的奇花异卉，它们在春风里的

美，本质上都是相同的。春风也不会因为土地的贫瘠、路途

的遥远而忽略了每颗种子萌发的希望、向上的力量。

春雨是朴素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无论是像

牛毛还是像花针，它们的目标都是一样的：润泽万物，拔高

幸福的指数。落在城市的雨，与落在山涧的雨，同样给喧嚣

以洗礼，给寂寞以慰藉。无论你是置身雨中，接受它的丝丝

博爱，或是倚楼听雨，品味它的润物无声，我相信你会在不

经意间嗅到往事的芬芳和许多年少的怅惘。

万物是朴素的。在春天，是种子，你就发你的芽儿。是

花朵，你就开你的花儿。是蜜蜂，你就采你的蜜。是蝴蝶，

你就跳你的舞。不要压抑内心的诗意与远方。春天，就

是一个临世的婴儿，有着让人着迷的单纯，让人沉醉的圣

洁。

我们应当也是朴素的吧。古人说要天人合一，现在看

来确实是一种真理。人类虽然在不断征服自然，改变自然，

但有一点不可否认，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也要

融入自然，成为一株草的顽强，一朵花的灿烂，一只虫子的

歌唱，一片三月麦田里温柔的波浪。

在春天里，作为万物的灵长，我们是不是应该比那些鸟

兽虫鱼更知道珍惜呢？珍惜你的所爱，珍惜你的被爱，珍惜

春天里的分分秒秒，去创造生活，去追求幸福。让自己生命

历程中仅有一次的春天，也能十里桃花，三生三世……

有有为王打坐在

春天里
□赵长春

不说大事，不说他事

只说花事

桃花，杏花，迎春花，李花，梨花

一个个快快接旨

去拿下这美好江山，不可迟疑

可以比赛，可以赶趟，可以蜂拥而上

把所有的角落统统用花色占领

包括没有人去的地方，也要花开

既然是春天，就要开成疯狂

开花，开花，开花，要盛开

红的，白的，黄的，要七彩

碧草要更青，蝴蝶双双来

为王要在春意最浓的时候视察

不怕山高，路远，水幽，峰险

我要打坐在春天深处

为你们放声歌唱，朵朵美好，枝枝可爱

在在春天里
我离家

□马顺卿

站在冰冷的方形城堡里

铁潜伏在水泥里

噪音覆盖着

灰尘弥漫灵魂

我是黑土地的叛徒

把远去他乡当成最大的排场

把丰饶的土地溺死在机械的声浪里

一串数字演绎的

孝心和亲情呜咽，泪水全无

都市寥廓，空余高楼森森

那南方早开的花

让我突然回到荒凉

故乡的春呀！

你是否忘了一个被贩卖的新娘

挤挤出一个春天
（外一首）

□尘埃微染

春天，油菜花从不单独行动

她们总是大片大片，前赴后继

先是跑来一大群绿色

再跑来一大群黄色

她们永远像一群稚嫩的孩子

热热闹闹，开开心心

她们挤啊挤

就挤出了一个春天

万花朝宗
一枝，就是一树

一开，就是一片

从花开到花落

汹涌而来，蔓延离去

似乎那场万花朝宗

就是她们，给自己安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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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真有一声惊雷来唤醒这沉睡的春天，那自然让人

欣喜万分。然而，我还是纠结在故乡由来已久的记忆和烙

印里无法自拔，村民们近乎虔诚地认为，正月里打雷是不吉

利的。他们深信一句话：二月二，龙抬头。

巧的是，惊蛰就在二月二前后。宽泛一点说，二月二前

后打雷都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正好是在二月二这一天打

雷，那就真是个好兆头。那一声雷，仿佛就是一句上天的承

诺，保证了这一年的风调雨顺。

风调雨顺是我父辈祖辈所祈盼的梦想，我敢说，这梦想

肯定和公鸡母鸡们的梦想一个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杈

耙扫帚牛笼嘴，箩头铁锨老虎爪，土里刨食，靠天吃饭。经

不起旱，经不起涝，经不起那些个七灾八难，唯有祈祷上天，

要一个风调雨顺，求一个吃饱穿暖。

所谓一年之计在于春，而原来我们的梦想居然是从惊

蛰的第一声雷响开始的。有感于此，便觉得这惊蛰很有些

仪式感了，要是不整出些动静来，怕是不行的。那就打雷

呗，只不过，那一声雷，可以早，但不能太早，可以迟，也不能

太迟。就像不远万里轰隆隆呼啸而来驶进南阳的一列火

车，只有准时发车准点到达才是再好不过的。要不，我们这

些在月台上望眼欲穿的人，可真受不了这种虐心。而那些

踩着猫步款款下车的乘客，也一定是淅淅沥沥的春雨。

春雨是出门多日的游子，轻易地，就循着去时的踪迹原

路返回。回到故乡时，又常常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最多只是以屋檐下的接脚石为琴键，以屋檐上的瓦楞为丝弦，很

轻。她们那样知性又感性，从不做扰人清梦的傻事。

除非一声春雷，否则你只会“春眠不觉晓”。但也只是

闷闷的、憨憨的，三言两语，便不再啰唆。仿若只是床头的

闹铃，几句“懒虫起床”，了事。又像是枕边人故意撒娇挠

痒，醒了便好，何必河东狮吼，败了人一天的好心情。

醒来便醒来吧，既然心情这么好，正好到外面踏青去。

看淡雨含烟，看人面桃花。雀鸟也好，飞蝶也好，无不有爱；

东风也好，春色也好，无不生情。地里已经开始有活干了，

你对得起土地，土地也绝不会亏待你。

有一年的惊蛰，家人闲谈。父亲说：“打工的自然去车

间，种地的依然在垄上。城市有城市的好，田园有田园的

美，不管身处何方，想过好日子，脚踏实地奋斗就好。可不

能这山望着那山高，永不满足，欲望的沟壑难以填满，一辈

子都不得安生。”原本只是平平淡淡的话语，已经成年的我

听了，心里竟如同有惊雷滚过。

惊蛰的雷声里蠢蠢欲动的，除了心底最美好的情愫，还

有蛰伏了一个季节的小动物。土里的蚯蚓，水里的青蛙，树

上的松鼠，一个个打着呵欠醒来，变得精神抖擞，直到把春

天装点得活色生香。

惊蛰过后，气温变化相对缓和，想想离杨柳风、杏花雨

不远了，心里美滋滋的。无怪乎作家苇岸曾经感叹：“到了

惊蛰，春天总算坐稳了它的江山。”

这话说得竟然有些诗意了。可就连诗人也说，心动的

地方，就是春天。既然这样，那么，在最美好的季节里，我们

可一定要想好，这一辈子，这尘世间，我们该如何在浮华中

安放曾一度躁动过的心。2

小河春小河春

朴素的春天 春春

惊蛰过后惊蛰过后

北方是一种爽快的寒，然而总有花不待这

寒褪去便绽放。开春第一批花迫不及待地熟

了，枝头含笑，令人惊喜。“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从卞之琳的诗体味哲

理，感受意象，好似人在看花，花在看人，相看两

不厌。接着，花便络绎不绝地开，目不暇接，唯

恐漏掉哪朵，辜负哪朵。

去山上探春，花花草草在春光底下恣意绽

放，但我不撷一朵。山中满屏绿翠，粉桃一点，

可爱深红与浅红。“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

相映红。”美丽的少女面庞红晕娇羞，娉娉袅袅

十三余。一见钟情，重寻不遇。可贵的是“此情

可待成追忆”，可悲的是“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

依旧笑春风”。往往是，诗人悲情，文采流芳。

搜集飞落的花瓣抖在青蓝的水内，花瓣浮

在面上，河似一条流光溢彩的锦。在岸边用小

石子打水漂，石头在水面上弹跳，一圈一圈，涟

漪泛滥。这是个不分年龄的游戏，跳跃，跳跃，

跳跃，扑通……阳光在水面荡漾，闪耀炫目的

光，我仿佛听见七弦泠泠，松风寒翠。

坐在一块顽石上，一朵花随我一起冥想。

我的思绪轻巧飘忽。山中人说山上野果丰富，秋

天再来。《红楼梦》里贾宝玉悲杏无花空有子叶，“绿

叶成荫子满枝”，恰似女孩嫁人生子，红颜枯槁。

美人迟暮总是不可避免的，与其悲叹，倒不如泰然

迎之，尽享天伦。就像山中果树，花开时尽便赏

花，花落处尽享果实。

辛弃疾“惜春长怕花开早”，花开早不好

吗？不好，因为这意味着花凋零也早。尽管年

年春如旧，然而春来不觉去偏知的时候也太多

了。我要急急追赶春天的脚步，就像急急追赶

容易流逝的人生。2

怕花开早

□侯 建

□樊德林

□吴承珍

作家走笔
薛松爽

□侯增瑞

媚色无边媚色无边 碧碧 娟娟 摄摄

小河之春小河之春 周周 聪聪 摄摄

山野春光山野春光 碧碧 娟娟 摄摄

编者按：

春光，总是被爱美的眼睛先发现。

把春天写在纸上，诗意就盛开在心里。本期白河

副 刊 推 出 一 组 春 天 的 稿 件 ，与 大 家 共 赏 笔 下 姹 紫 嫣

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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