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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歌谣，谁也压不
住，谁也拦不住。

春风，春雨，春花；小
河，薄雾，轻纱；燕子，黄鹂；
虫子，小草；大地，田野；蒲
公英，苜蓿花……春天里，
万物生。生命如一把锋利
的刀，谁也挡不住，即便一
头猪，也想在春天里，蠢蠢
欲动。

我要放开歌喉，吟唱春
天的歌谣，谁也压不住，谁
也拦不住。

一
春雷两声，只两声就够

了，不然，和夏天里的响雷有
什么区别呢。寂静中的声
音，即是轻响，也足以震撼大
地、山川、河流和藏在屋后的
风、地下的虫子。冬天在一
声叹息中，就结束了。

春天暗自窃笑。
天空温暖，大地湿润

而不失妩媚。把少女滑嫩
的肌肤、羞涩如桃花的小
脸小嘴小唱引出来，和田
野上春耕甩响的牛鞭、牛
哞、虫嘶、鸟鸣，还有小麦
垄上轻快的小调，构成了
春天的歌谣。

还有春雨，春雨贵似油
哇！有闲人在《本草纲目》
中查到：立春之雨，夫妻各
饮一杯，可治不孕。

蚯蚓出洞，青蛙、蛇们
睁开眼；竹笋、茅根、芦根、
瓜秧、小草开始拱动。桃花
要把梅花压下，梨花要把残
雪消融，真是热闹了。只是
正月里，有些该开的花却没
有开，有些该有的声音却不
出声，报道说，云南、新疆有
些小地震，剧烈的地火，燃
烧着春天的歌谣。

二
片段的歌谣中，雨水节

来了。雨水有三候：一候獭
祭鱼，二候鸿雁来，三候草
木萌动。急是不行的，节令
是有序的，明媚的白日要逐
渐拉长，淅沥的雨声要慢慢
唤醒。

雨水后的日子里，天地
间阴阳交泰，草木乘机萌动，
从遥看近却无至浅浅没马
蹄，伴着七九河开、八九燕
来、九九牛羊遍地走，窗外的
世界渐渐热闹起来。大地
上，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北方，春风吹来，将河
冰吹裂，将霜雪融化，将病
枝刮折，把麦苗染青，把花
树催开。

而在江南，正是杂花生
树，群莺乱飞，蘸水桃花开；
小巷深深，旗袍花伞，一个
系着蝴蝶结的姑娘，缓缓走
出，工整，像在纸上写娟秀
的字。雨水的花信风，也等
候着油菜花、杏花、李花，次
第开放。

北方也有佳人，那是回
头倾国倾城的桃花一笑。
也有小曲，但这不是歌谣。

歌谣在这里。
大田里，男人挥舞挖

铲，上下扬落，砍出一道道
口子，把种子和草木灰丢进
去。女人一窝一窝，丢着，
再 用 脚 把 新 翻 的 土 覆 盖
上。种子，春天的种子，待
秋天男人再回来，就是一片
金黄。这个世界，只有土
地，不会欺骗他们。阳光照
着他们健康的体魄，汗水中
不需要美容，也不需要减
肥。劳动苦咸，也有甜蜜欢
乐。干完了，他们说着，笑
着，在松软的土地上滚着，

然后抖抖身上的黄土，高亢
的声音出来了，欢快，热闹，
性感，刺激，虽五音不齐，跑
调不整，但来自土地，这，是
春天的歌谣。

三
又一场春雨，玉米出芽

了，一行行，整整齐齐。小
麦更绿了，密不透风。歌谣
过来了，翻过山冈，跟着月
亮，把村庄彻底唱醒了。

我的农民二哥，表情总
难以捉摸。不下雨，他担
心；下雨了，他也担心。雨
多了，担心庄稼茂长；雨少
了，担心苗出不齐，稀稀拉
拉的，连个兔子都藏不住，
咋有好收成。

真正的农民，是我二哥
这种，扛着铁锨，在田里转
悠，这里挖一锨，那里铲一
下；在雨里看雨时，眼神像
诗人一样忧郁。小麦，苞
谷，都是分行的，真像诗
行。油菜是杂乱的，特别是
到了结角的时候，风一刮，
简直像一团乱麻。乱麻中
蹿出百灵、叫天子，甚至枝
叶上的春燕，叫声杂合着，
这是大自然中春天的歌谣。

出于对田野庄稼粮食
的热爱，我经常吃饭很多，
且吃得很干净。媳妇说我
吃相不好，像饿死鬼。我知
道，这是儿时饥饿养成的惯
性。我想通过一粒米的下
咽，亲吻、咀嚼、消化、吸收
对土地的情谊。想着母亲
背上捆着我，冒雨下地，衣
裳湿透了还在干活，像一个
士兵，没有接到撤退的命
令，即使累死，也要死在土
地上，田野里。劳动的声
音，虫鸣唱的声音，构成土
地的歌谣。

大地就是如此坚守，才
如此厚重，包容一切，消融
一切。连人死了，也想投入
它的怀抱，入土为安。村庄
也如此坚守，才有了永续的
炊烟，吸引着一代代人的清
明，祭祖，乡愁。每个美丽
的村庄，都赖于有一条小
河、一棵老树、一个歌谣、一
个老人的固执坚守，死也要
回家。

他们都是大地的歌者，
大地的歌谣，大地上的神。

四
“春雨惊春清谷天”。

雨水的下一个节令是惊蛰，
万物蛰伏惊醒。树们，挥舞
小臂一样的枝条，轻轻作别
冬的束缚。辽阔的野风，灿
烂的阳光，阳光里疯长的野
草，众生太美了，却加重了
我的忧伤。看那乡野里还
在昏睡的少年，那些空心村
庄里蹒跚的老人；看那高楼
深院内五颜六色的墙壁和
玻璃，密如蛛网的钢铁电
网，屋檐下像燕子窝一样的
摄像头；看那动感的广告
语、产品画，没有了田舍辞，
没有了旧歌谣，没有了袅袅
炊烟，没有了迎亲花轿。

春雨打湿了天地，惊蛰
惊醒了万物，为什么却不能
惊动灵魂，吹响春天的歌谣？

三天三夜，泪水变成春
潮，淹没桃花十里尽落。

为什么我的悲伤如此
巨大？为什么我如此眷恋
大地？佝偻在土地上的人，
挂在天边的北斗七星，是我
叩问无法抵达的春天的歌
谣。⑦3

（作者单位：南阳大文
化研究院）

活成一棵树，在风雨
的 洗 礼 中 承 托 生 命 的 渴
望。

办公楼门前的那棵广
玉兰树，不知是何原因，去
年冬天莫名枯死了，硕大的
叶子一天天一片片变黄，直
至最后，整棵树都成了枯
黄。为了不影响视觉美感，
在叶子还未全部掉落的时
候，这棵树就被齐刷刷地砍
断了，一截白色的树桩与周
围茂盛的同类树成了鲜明
的对比。凑近，闻闻，木质
固有的清香从截断的树桩
上散发出来，一圈圈清晰的
年轮述说着这棵树的经历。

我曾见证过这棵树的
成长，看见过它为路人庇
荫，享受过它树冠上开出的
花香，感受过它被寒风吹
过，苦雨淋过。不知它抱怨
过自己生为一棵树吗？遭

受了这般苦难，它会因命运
的不公而绝望吗？我不知
道。

人活不过一棵树，这是
真的。树的每根筋骨里，都
写着执着和坚韧，几十年、
上百年，甚至上千年如一
日，默默地守着一个地方。
今生今世，山河岁月，它专
心致志地爱着脚下的那片
土地。无论贫瘠荒凉，无论
天地轮转，都不改初心。

站立是一种尊严，裸露
着站立更是一种尊严，孤零
零地裸露着站立是尤其贵
重的尊严。如果天生便是
以伤口来歌唱的，那么，为
什么拒绝疼痛呢？

经过了一个寒冬，那日
从门口经过，惊异地发现，
那节光秃秃的树桩周围冒
出一枚一枚的绿来，团团
的，像歇着一群翠绿的小
鸟，叽叽喳喳，无限生机。

心 中 的 欢 喜 就 那 样 荡 开
来。我知道，用不了多久，
它就会绿叶婆娑。再不多
久，它还会长成一棵茂盛的
大树，为人遮阳庇荫。它

“挺立的姿态”给我以力量
感。让我产生一种敬畏之
心。

离乡多年，记得那年归
家，昔日的村庄已陌生，找
不到曾经的家了。一转身，
却望见少年时曾爬过的那
棵老槐树还长在河畔。还
是满树的青绿，树丫上，依
旧 蹲 着 一 只 大 大 的 喜 鹊
窝。天蓝云白，都是昔日
啊。我的泪，在那一刻落
下，走远的记忆，都走了回
来，童年的笑声，仿佛还在
树下回荡。感谢那棵树，让
我的灵魂找到归宿。

作家三毛曾说过一句
话：如果有来生，要做一棵
树，站成永恒。没有悲欢的

姿势，一半在尘土里安详，
一半在风里飞扬；一半洒落
阴凉，一半沐浴阳光。

如果有来生，我也想活
成一棵树。阅尽人世悲苦
却依旧在红尘中独歌、独
舞，不曾悲观、不曾绝望，更
不曾心碎到腐朽化作尘埃！

活成一棵树，在风雨的
洗礼中承托生命的渴望，昂
扬向上，拔节成长。始终以
沉默而雍容的姿势，向世人
展示着矫健之美，抚慰大地
母亲的深情。

活成一棵树，即使满心
悲恸，也不影响吐绿绽翠，
也不会停止生长。被砍伤
的地方以后会长成它最强
壮的部分，伤疤带给我们的
不仅仅是伤痛，更多的是激
励，是强大。⑦3

（作者单位：唐河县道
路运输管理局）

活成一棵树
□范会新

愧 意
□阿 平

心爱的姑娘
你知道我多么地爱你
听说你远嫁他乡
我心怀愧意
走前我们在村口相遇
蓄谋已久的台词却随风而去
贫穷和卑微剥夺了我陈白的勇气
从此，你变成了一束温馨的花
时常飘落在我不愿醒来的梦里

敬爱的父亲
你知道我多么地爱你
想起无法修补的过失
我心怀愧意
为什么没有像好友重逢
好好地抱你
不远不近
始终保持着父子山峦般的距离
从此，你变成一笔无法偿还的账单
一生挂记在我的心里
眼中常含着泪滴

亲爱的祖国
你知道我多么地爱你
看到你意气风发披荆斩棘
我心怀愧意
我怎能在平庸中沦落
在山河间叹息
从此，你变成我生命中
一尊无法复制的图腾
奔腾在我汹涌的血脉里⑦3

（作者单位：南阳晚报）

植 树
□杜思高

如果你内心没有完全被荒芜覆盖
那么就刨开那一块儿有爱的地方
把美好放好
认真埋土浇水

如果你内心已经被荒凉全部占领
那么就必须掘开沙砾的封锁
腾出一爿地方种下希望

春风会如锣鼓
召唤着看稀奇的嫩绿一片一片钻出来
鸟鸣会如春雨把它幸福地灌溉
它的根扎牢在蓄满深情的大地怀里
阳光用足赤的黄金表达诚心

我们
将从一行一行的诗歌里领略生命的快意
掌声伴随大河涛声响起⑦3

（作者单位：南阳市林业局）

春天的歌谣
□水 兵

书法 张兼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