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似水流年
虹 笙

天一暖，我的阳台花园姹紫嫣红起来。

海棠开得红霞一样，漫长的花期令人惊喜。

风信子也在花盆里蓄谋已久，迸发出了全身

的力气，用让人迷醉的芳香诠释它“燃生命之

火，享丰富人生”的花语。花的美、草的绿，都

不必说了，作为一名资深厨娘，那些和厨房有

关的花花草草，是我的另一种心头爱。

花园里最出彩的是我冬天放入花盆的那

个萝卜。一个被遗忘在冰箱里的萝卜，拿出来

的时候，绿头部分已经萌出了叶芽。当时灵机

一动：何不放入花盆里，实现它的另一种生命

价值？于是，它进入了一个空置的花盆里。每

次给花草们浇水的时候，也顺带给它泼上一

杯。不知不觉，冬天过去了，这个默默无闻的

花园里的另类，先是长出了郁郁葱葱的阔大的

叶子，接着抽出了翠绿翠绿的枝茎，两天高一

截，三天一个样，没几天工夫就蹿出半人高，枝

枝叶叶舒展开来，花苞挂满了枝头。吃过萝

卜，却还没见过萝卜花呢。这让我的好奇心升

起来，于是早也去看，暮也去看，等着萝卜开花

给我看。没几天，在三月暖阳下，萝卜花掀起

了盖头，竟然是淡淡的粉，还有点淡淡的紫，如

同一个来自乡野的姑娘，说不上多么明艳动

人，却也绝对是清新可爱，自有韵致。萝卜花

每一朵都是薄薄的花瓣，但每一枝疏密有致，

单看楚楚可怜，整体看云蒸霞蔚。它不急不

缓，优哉游哉开了半月之久，还是没有尽兴的

样子，把我的三月小花园装点得粉白清鲜。我

给它拍了一组玉照发在微信朋友圈里，赢得了

一致的惊呼和赞美。谁能想到萝卜粗朴的内

心竟然有如此诗意的情怀呢？

最暖心的是，花椒树发芽了，抽出了油嫩

嫩的小芽苞。这棵自带暖意的花椒是哥哥去

年从老家带来并亲自栽种的。小时候，老家

院子里有一棵花椒，从来没人管它，它年年自

己抽芽，自己结籽，自己落叶，守着小院的一

角，成为我对故园的回忆。记得母亲做煎饼

的时候，一定要将新鲜的花椒叶子切碎了，撒

在面糊里，摊出的煎饼带着一股花椒特有的

清香，那是让人难以忘怀的家乡的味道。长

兄如父。哥哥总是垂怜我这个独在异乡的妹

妹。他知道我最爱花木，我搬家的时候，他专

程来到郑州，带了红豆杉、罗汉松、兰花草、枸

杞、木槿、蒲草等各色幼苗，一棵一棵给我栽

入花盆。特别是带来的这棵花椒，让我惊喜

不已——拥有一棵花椒树，那才是厨娘的标

配啊！这棵花椒苗长了一年，也没有长大多

少，它一定是将自己的力量用于适应新环境，

用于默默扎根了，一如当年初到郑州的我。

我对这棵花椒格外疼爱，放在通风最好

的位置，像歌曲《兰花草》中唱的一样，一日看

三遍。花椒初来乍到，枝叶稀少，我做煎饼的

时候，是一片叶子也不舍得摘的，生怕损耗了

它安家异乡的信心和勇气。冬天，它的叶子

由绿变黄，一片片掉下来。我珍惜地捡起来，

放到鼻子底下仔细闻啊闻，怎么闻，这叶子上

的味道都不及记忆中花椒叶的味道浓郁。沉

寂了一个冬天，如今，这小小的花椒苗跟着春

风一起醒来了。看着它冒一个新芽，又冒一

个新芽，我想，它和我一样，终于是扎根下来、

安稳下来了。好好长吧，我亲爱的花椒苗！

枝繁叶茂起来，让我做煎饼的时候，可以采下

你带刺的叶子，吃一口家乡的味道！

还让人欢喜的是，藿香也钻出了土层。

藿香是一味中药，也许因为老家南阳是仲景

故里，一半人家的房前屋后都有栽种，是入菜

的一味香料，有我格外中意的味道。在南阳，

做鱼汤或者煎鱼，都可放入藿香叶，不仅去

腥，还让汤味鲜美。阳台花园里的藿香是去

年五一回南阳到桐柏山游玩带回的。那天，

在一家山野饭店吃饭，煎鱼块里有藿香叶，鱼

汤里有藿香叶，清炒的丝瓜里也有藿香叶，让

我吃得好一个沉醉。大快朵颐之余，发现饭

店的后院里，老板娘种了一院子的藿香，葱葱

绿绿，一片蓬勃。我求她让我挖一棵带回郑

州，老板娘马上找来了铁锹，大方地让我自己

挑选自己挖。上山下乡回城，我带着这棵藿

香跋山涉水，几百里的路程，生怕它一路上禁

不住颠簸。还好，它不仅活下来了，还扎下了

根。只是去年我一片叶子也没舍得采摘，一

直让它恣意地长。到了冬天，我才用剪刀彻

底剪下了所有的枝叶，只留下了泥土中的

根。我了解它的习性，知道它过了冬天就会

发芽。果然，春风一吹，藿香的新叶葱葱簇簇

长了出来。一棵，两棵，三棵……只要有根

在，就会发出越来越多的新株。我数着自己

的藿香苗，想到自己将要拥有很多很多的藿

香，陶醉如国王。

厨娘如果只有厨房，也许会觉出生活的

枯燥与辛劳。厨娘不仅有厨房，还能有一个

小小的花园，可以让她的藿香发芽，让她的萝

卜开花，让她的花椒结籽，她那被粗粝的现实

和柴米油盐充斥的心啊，就能相信生活不仅

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期待。

每一次我从厨房走出，跨入小小的花园，

泡一杯手植的薄荷茶水，叶就绿到了我的眉

梢，花就开到了我的心上啊！⑮2

厨娘厨娘的的花园花园

如果不是改革开放，我到 15岁上高中时

都不知道广西也是沿海的省份，并且有着近

1600公里的大陆海岸线。

在我的地理知识中，广西与我的老家内

蒙古一样，都是老少边区发展滞后的省份。

我这边是东北方的大草原，北海是大西南的

北部湾，就算是直线距离也有 3000公里。

改革开放之后，广西北海被国家纳入了对

外全面开放的“排头兵”方阵，在 14个首批沿海

开放城市中，少数民族自治区终于有了一席之

地。这个时候，大家才自觉地意识到，原来民

族区域自治的广西也是有海的省份呀。

1993年春节过后不久，中央电视台新闻联

播连续两天报道了广西北海市大开发的新闻，

我就萌生了去广西北海的念头。说来也巧，我

那时就是《北海日报》的作者。一经联系，马上

达成意向，可麻烦的是，从我家乡乌兰浩特到

北海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两条线路可选：一

是，从乌兰浩特出发，坐 3个小时的火车到吉林

白城住下，再找熟人买第二天去北京的卧铺

票，经过 28个小时的行程可到北京，再住下，找

关系买去南宁的火车卧铺票，经过两天一夜的

旅途到达南宁，然后转长途大巴，经 5个小时的

行程就到北海了。顺利大概 5天，若买票受阻，

8天、10天到达都算正常。另一条线路时间还

长。就看哪条线路能买到卧铺票了，因为坐硬

座几十个小时，一般人无法承受。可要买到火

车的卧铺票，要提前托关系，关系不铁也是白

扯。我是经历了“三三得九”的磨难，才完成了

“从草原到大海”的一次长途跨越。

在北海一切顺利，天热有风扇，饮食不

同自己做，交流困难毕竟可沟通，就怕回

家。最难受的就是大巴车上，上车就晕的

我，那一段时间连做梦都是晕车。

1995 年，北海终于修通了到南宁的铁

路，我比政府都高兴。通车那天，我们全家

说火车，像开了一次“论火车在交通工具中

的优势与家庭出行的首选”论证会。于是，

第三天全家就买车票，回家乡只是图个高

兴，我要告诉父老乡亲，北海通火车了，我们

是坐火车回来的。

从 1993年到 2019年这 26年间，北海的

交通发生了我预想不到的变化。高速公路

马上就成了八车道，动车就像我家门前的公

交车一样及时，飞机有 30多条航线。如今，

五天时间，坐火车从北海到乌兰浩特，我能

往返两次都绰绰有余。要是坐飞机回乌兰

浩特，在登机前给老妈打个电话，说到家吃

饺子，如果没人帮着老妈买菜、买肉一起做，

临我到家，饺子兴许还没出锅呢。

都说最快的速度是光速，比光速还快的

是想象，可我们祖国的交通发展速度还是超

越了我的想象。26年作为一个人的成长经

历不算短，但作为一南一北两个少数民族自

治区城市之间的交通，能发生如此巨变，确

实是个奇迹。⑮2

心灵感悟
阮 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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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情结
张 震

最美最美的的声音声音
□王树涛

我听到过最动听的声音

是一群聋哑儿童

用手语发出来的

那种震撼无法形容

当一列编钟

以最沉默的方式

出现在让人心颤的寂静中

多美！这是像星辰一样坦荡

如山泉一般澄澈的声音

多么让人羞愧！这个世界上

竟然有一种声音

是说给眼睛听的

并以十万倍闪电的速度

抵达我们的心灵

我我是是一棵玉米一棵玉米
□马顺卿

我睡在芒种的根上

醒来

四周立着的是梦

峨冠博带 裙裾飘飘

根须漫过季节的膝盖

却没能阻着她前行的脚步

忧伤

让我又黄又瘦

比之黄花 比之赵佶的瘦金体

蟋蟀无法止住琴声

不因为秋月和秋雨霖铃

而是因为我们看见了彼此

回望的背影

单相思单相思
□张玉峰

雨后斜阳中

含羞草上

嫩绿的水滴

只能够

默默地想你

远远地望你

哆嗦的手

乍一伸出

你就

颤颤地落下

只留下

一汪

潮湿的回忆

绿萝绿萝
□韩毓霈

剪一段枝丫

插入水中

就生出根叶

简单成活

像大脑的想法

形成回路

激发就能启动

心形的叶子

收藏了多少情绪

只要有水滋润

一片新叶

就能在信念中长出 ⑮2

“这天像下火一样，热哩很。”

“是呀，莫不是太上老君的炼丹炉又被蹬

翻了？”

“三天不下雨，热死鲁老五。”

人们蹲坐或躺在树荫下，互相打趣着。

盛夏的热浪，把农人赶进了树荫里。以前的

农村穷，许多地方没通电，即使通电的，多是

拉扯几个电灯，奢侈的在堂屋（客厅）装上吊

扇，还舍不得常开，为了省点电钱，也为了让

人们少说几句“显摆”，就目标一致，摆椅子扯

席子，都钻进浓郁的树荫里了。鲁家村庄虽

小，但树不少，杨槐榆柳，椿枸桂楸，庄稼棵子

一样，多着呢。

幼时的我，也常被母亲撵到浓荫里。但

我有优越条件，睡在花荫里。宅院门侧，有一

株巨大的刺玫，也就是俗称的蔷薇，长得蓬

勃，开得热烈，粉红的花瓣温馨地密布所伸展

的空间，常常将地面洇红。刺玫花期很长，跟

随着春的裙裾，施施然逶迤走过夏天，开放到

秋。这株尤其高大，足有三四丈，很是巍然葱

茏，每年春天都要抽出嫩枝条，向着阳光进

发，攀援在旁边的槐树楝树上，又从两树间窜

出，似乎要挣脱出去，向蓝天展示魅力。上层

丰厚的槐叶，连接织得密实的刺玫枝条，形成

了密不透阳的极好花荫。

母亲取出剪刀，钻进刺玫丛中，把下方的

横条简单修剪，给我挖掘出一方花编的窑洞，

顺手扯过一苫破烂的竹席，往零落满地的花

瓣上一铺：“娃儿，你看，就把夏天隔开了，这

里还是春天的味道。外面太阳再毒，这儿就

淡了，春天在陪你哩，安心睡啊。”我踩着厚实

的花瓣，进入刺玫架下，真的，马上燥热远遁，

阴凉袭来。

花粉芬芳，空气甜腻，置身刺玫的花荫

里，浓浓花香就浸透了我。“嘤嘤嗡嗡”声不绝

于耳，虽不强烈，却有威力，是满架的花引来

的蜜蜂。有风吹过，簌簌花粉就弥漫我满身

满面，随着呼吸进入鼻孔。我打着喷嚏，惊慌

了几只蜜蜂，它们飞起又落下，不以为然，仍

忙得不可开交。闻着花香，伴着勤苦的蜜蜂，

我在花荫里香甜睡着，睡梦里也增添了勤劳

的基因。

人们扎堆到打麦场边的老榆树下。几株

老榆树苍老仍然青春勃发，庇佑着鲁家庄的

儿孙。春天可以捋榆钱，饥荒时吃它的嫩叶；

夏热时支起巨幅伞盖，顶走太阳的肆虐；甚至

秋后的干枝，也能为冬天带来火的温暖。它

默默地为人们奉献，从不诉苦，也没抱怨。

在老榆树下休憩的，除了男女老少，还有

猪狗马牛。人怕热，家畜也怕阳光炙烤。猪

在旁边河池的浅处“窝泥”，惬意得直哼哼。

大黄小黑几只狗，趴在老榆树粗壮的根缝间，

懒洋洋吐着长舌直喘。趁太阳不毒辣时，人

们赶快去割筐草，放到拴在树荫下的牛马跟

前，让它们美美地吃一顿；再打来冰凉的井

水，让它们喝；再汲一桶水，用瓢细细淋到它

们身上，冲个澡。为牛马服务，人们绝不嫌

烦。鲁家农户人，孝敬父母，挚爱牛马，地里

的耕耙耧打要靠牛，农闲时出去帮工拉货挣

个油盐钱，全凭马，它们地位高，也是家族的

一员，金贵着哩。

猪狗牛马怡然自得，我们也怡然自得。

树荫下，卧的坐的倚的趴的，懒散围一圈，听

老三爷讲“古古经”。除了盘古开天地、精卫

填东海、夸父追老鸦（太阳）、愚公移太行，老

三爷还会哼不知哪朝哪辈传下来的远村

童谣：

芦花鸡，挠柴火，一天挠了一大垛。来客

了，火烧着，烹炒煎炸整一桌。主人拿刀明晃

晃，赶快叫喊别杀我。鸡说：一天一蛋闲不

着，杀我不胜杀个鹅。鹅说：大白鹅蛋溜溜

光，杀我不胜杀个羊。羊说：只吃野草省粮

油，杀我不胜杀个狗。狗说：看门喊哩嗓子

哑，杀我不胜杀个马。马说：备上鞍子有人

骑，杀我不胜杀个驴。驴说：一天能磨三斗

谷，杀我不胜杀个猪。猪说：一顿就吃三瓢

糠，为啥叫俺见阎王？

浓荫里的母亲说：“一片树叶，也有用处，

为树采阳光、送养料，还能为人挡热遮光。鸡

狗牛马，都各有各的用处，人咋能不如叶，不

如牛马？人活一世，草木一秋，得有作用哩，

没有用，不受人抬举哩。”母亲把一个重大的

道理简单地表达，我在懵懵懂懂间得到了人

生哲学的滋养。

鲁家的浓荫，是一方乐土，供鲁家人农闲

休息；邻里乡亲，是一本无字书，让鲁家人翻

阅学习。浓荫里的鲁家，如同门前的得子河，

走向白河，通向汉江，与长江一起汇入浩渺东

海。不经意间，鲁家已成为家国须臾不离的

一部分。⑮2

作家走笔
鲁 钊

老俭老俭的的微笑微笑

诗歌

大海与草原大海与草原
有多远有多远

每至春夏，当你来到赵河公园，首

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两岸的柳树，远远望

去，浓荫蔽日，翠幄连云。驻足河边，

看水中的垂柳和自己的倒影，亦真亦

幻，影影绰绰，令人心旷神怡。

柳树随遇而安，易活好栽。在城

市，多植于公园、路旁；在农村，塘

沿、洼地，随处可见。我少年时在农

村，常常与小伙伴们玩耍于柳树下，编

柳帽，拧柳笛；长大后，知道柳树浑身

是宝。柳叶柳根去火，柳干可做案板、

座椅。树身可以做棺材，树枝树梢还可

以做哀棍和永旗。那哀棍和永旗一旦插

入土中，便与祖先血脉相连，汲取着先

辈的营养，发芽生根，茁壮成长。待到

树冠如伞，反哺庇荫着祖先，庇佑后代

生生不息，绵延不绝。

初春时节，漫步赵河畔，时不时，

微风会把像小姑娘辫子似的柳梢拂到你

的脸庞。不经意间，你会发现，柳枝上

点点翠绿，浅浅的，黄黄的，嫩嫩的，

新芽欲开又收，羞羞涩涩，腼腼腆腆，

招人喜爱。

春风习习，柳絮纷飞。带着翠绿的

柳枝，以一种低垂的姿态与璀璨的春光

完美融合，温文尔雅，依依可人，又生

机勃勃。不由自问，是谁引来春风，让

此地十里一碧？是柳树，对，是柳树，

春天的急先锋。它用绿意装点着绚丽明

媚的春天，扮靓了人间。看见那翠绿，

就看到了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看

到了一年四季的希望。

当代著名学者、画家丰子恺曾在一

篇文章中说“我向来对花木无所爱好；

即有之，亦无所执着……假如我现在要

赞美一种植物，我仍是要赞美杨柳”。

先生赞美柳树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别

的植物枝头大多向上生长，而垂柳枝头

却是向下延伸，再高的垂柳也不忘根

本，无论春夏秋冬、白昼黑夜，时时俯

首，表达着对土地虔诚的谢意。

“树高千尺不忘根”。垂柳就具有这

种既谦虚又知回报的风骨，这不正是我

们需要学习的吗。⑮2

已经多年没回老家，对农事的记忆也逐

渐淡忘了。

前几天，心血来潮，几个好友吆喝着一

同回到了儿时生活的老家。

一路上欢声笑语自不必说，车窗里飘来

久违的麦香味，仿佛一下子又回到了少小时

梦幻般的年代。这是一种特殊的香味，没有

亲历麦收的人是无法嗅出的。一路上我在

想，故乡的麦收场景应该如同儿时般火爆热

烈吧！

到了村口，一位在水塘边垂钓的中年汉

子笑哈哈地迎面朝我招手，定睛一看：这不

是村里的土专家——老俭表叔嘛！一阵寒

暄过后，老俭满脸兴奋：“这年头，啥事也不

让人干了，麦收大忙，把人闲得没法子，只好

拿着鱼竿混光景。咳！也真是，忙了，累得

不行，闲了，又闲得心慌，我说侄子，你说这

人是不是有毛病啊？！”看着老俭，我只好连

连点头称是，我知道此时的老俭是话里

有话。

老俭姓郑，单名一个俭字，村里人叫他

老俭，不是因为老，而是因为他是村里的土

秀才，平日里不是摆弄个这，就是摆弄个那，

虽然土，但也挺管用。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打麦全靠人工，

牛拉石磙多少节省点体力。老俭那时开磨

坊，闲时摆摆弄弄，硬是搞了个柴油机带石

磙，工效比牛拉石磙快几倍。一时间，老俭

成了红人，开着他那纯手工打场机动车，串

罢这村串那村，可红火了。坐在自制的打场

车上，腰闪得老痛，但老俭那个高兴劲儿一

点也不减。这不，手把方向盘，一个夏天，他

把他的热情全给了麦场。

可别小看了这玩意，那个年代，这可是再

先进不过的，既快又干净，又没有牛屎味，村

里人特喜欢。脱粒机出现后，老俭的机动打

场机也没有下火线呢！很显然，脱粒机人少

了不行，而老俭的打场机三两个人就可以了。

说起这事，老俭脸上总是挂着自豪。只

是后来大型收割机的出现，彻底抢了老俭的

饭碗。老俭明白，自己再怎么精工，也断然

造不出这么个能干的家伙了：“你看，金黄的

一大片，一趟过去，送回来的全是麦香四溢

的东西！这家伙好哇！农村劳力少了，多亏

了这东西，干活快，又不偷懒，省了多少人的

事，一个人把全村人的活都包了！也好！落

个轻闲!”听得出来，老俭还是个明理人，虽然

失落，但终归知道好歹。

临走时，老俭冲我们一笑：“小侄子，以

后多回来，少了农活，我们切磋切磋别的，说

不定搞点什么，你读书多，多向你求教求

教！”看着老俭一脸的笑容，我的心也豁朗起

来！此时看来，比起多年前的老俭来，老俭

真的不老哇！⑮2

赵河畔赵河畔上上

那抹绿云那抹绿云

心香一瓣
魏春明

夏荫往事夏荫往事

心灵栖息心灵栖息 碧碧 娟娟 摄摄

远方之远 杨 萌 摄

夏日午后 周 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