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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地之歌
□陈海峰

黄土地男人

男人，多么响亮的字眼！
女人的每顿饭六个馍垒起的
能承受住生活重压的靠山，孩
子的一座历尽岁月磨砺坚实
崇高之丰碑！主宰着黄土地
命运的男人呵，有大山般坚毅
的性格，山岩一样粗犷的体
形。黄土地男人那硬邦邦的
胡茬子上挂着小村的新闻。
黑红色的胸膛里燃烧着旺旺
的火苗，将小院烤得红红火
火，也将被窝里女人黧黑的脸
膛燃烧成幸福的红晕。

历尽人间磨难在饥饿与
贫困下失去尊严的黄土地男
人呵！那衣衫褴褛幸存于洪
荒之中漂泊他乡的是你吗？

那世世代代推一盘千古石磨
打发日子的是你吗？这就是
你呵，黄土地男人——你伫立
在兽脊般起伏的黄河故道上
俯视八百里浩浩平原。那铁
塔般立于烈日下振臂高亢的
是你，那躬着古铜色腰背迎受
八面野风用锄头振响绿色敲
走岁月的是你，那走出黄土地
惊叹世变风云的也是你！

你毕竟是黄土地男人，在
注定是改革的岁月，你那沾满
泥巴的大手哆哆嗦嗦伸向繁
华的小城。跌倒了一百次的
黄土地男人与整个民族一起
走向未知的道路。黄土地男
人用心血建设起白墙壁房屋，
做了祖辈们不敢想的事情，并
坚信报纸上那密密麻麻的黑
道道里藏着财富。

那心坎里回击着黄河之

音的黄土地男人啊。

黄土地女人

曾几何时，一条长长的裹
脚带为黄土地女人制造了千
古遗恨的畸形，在丈夫面前低
眉下眼的黄土地女人有苦水
往肚子里咽，只能在禁锢了的
生活圈子里小声小气说话，小
心翼翼过日子。

历史的脚步轰隆隆从漫
长的黑夜踩进光明，黄土地女
人坚强的性格脱胎于黎明。
你变成了粗手大脚能背负日
月星辰的女人！你粗嗓门说
话，赤着脚踩着泥巴下田，急
了眼就骂男人拧孩子屁股搅
得小院不得安宁，在太阳底下
你是强者，你站在黄土坡上指
挥千军万马，在麦穗的私语中

玉米的拔节声中你唱一曲嘹
亮的家乡戏振荡田野。兴奋
起来你用下流语言打情骂俏，
哭起来可以震颤整个小村且
能把一百单八种曲调连唱。

那头顶蓝天脚踩泥巴升
起炊烟奏响锅碗盆勺交响曲
的黄土地女人啊！

黄土地之子

从你诞生的那天起，血肉
之躯与黄土地时刻连接在一
起；你有着和主人一样默默无
闻坚韧耐劳的性格，曾与主人
一起用力量和汗水征服荒芜
的黄土地，你挚爱着黄土地，
每一个坚实的蹄印，每一滴辛
劳的汗水，每一粒饱满的麦
穗，便是这深沉的爱的见证，
哪怕在你嶙峋瘦骨的余年，也

不停止辛勤一生的耕耘。
你和主人日夜播种汗水

撒播希望，当春雷滚过，季节
的变换以炽烈而宣告成熟时，
你便得到满目的绿色——这
是丰收的前兆。丰收，你和主
人梦寐以求的字眼！在一个
冬末萧萧的日子里，闭塞的黄
土地上吹来一股神奇的春风，
这春风把人们吹得精神抖擞，
一瞬间黄土地沸腾了！你从
一栋住满同类的“大集体”转
移到一个陌生的小屋，从此再
不浩浩荡荡耕种那无边的土
地，只在一块命运抉择的土地
上撒播新的希望……

那昂扬定格于太阳眼帘
中的黄土地之子啊。（本文写
作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首发
于《虞城文艺》杂志）

万顷梨花四月开
□崔旧增

远望去，那一片纯度很高
的雪瀑之白，便是久违的才吐
的梨花了！疾步向前，沿三叶
草蜿蜒的小径，向那一片棉云
奔去。耳边清风轻吹，暖拂面
颊，空气中弥漫着缕缕的淡
芬。

啊，真是梨花。在灰黑色
的枝干上，在浅褐色的枝条
上，明艳艳、密匝匝、粉嘟嘟地
灿然开放，染白了明丽的晴
空。定睛细察，红蕊乍吐，五
瓣叠圆，凹凸有致，凝脂若玉，
你拥我挤式地围簇着，娇娇嫩
嫩地掀起花浪几重重，我赶紧
伸出双手，唯恐那团团银白倾
泻而下。向上看，阳光透过花
缝，营造一片迷离的梦幻之
境，沐浴其中有一种沉醉的愉

悦，仿佛自己也是一朵梨花飘
上枝头。我扑过去，以唇吻着
一朵低垂的清芬，久久品味，
不忍挪移，仿佛兑现了自己的
诺言，见到了在水一方的伊
人。拥吻而醉，闭目聆听，甘
愿了却一世的风流传言，随梨
花而去。白色的仙子，白色的
精灵，是时节精美的架构，是
日月孕育的菁华，逗引我的诗
句如泉溪涌出！洁白高雅的
梨花，冷艳孤傲的梨花，从不
与其他花儿争春邀宠抢放第
一时间，也不与其他花儿争彩
比艳夺取绚丽之姿，而是固守
一身缟素，选择在杏逝桃败的
四月初，谨慎地、自在地展露
着清新的花事。避开俗尘，它
孤独而自乐地吐露芳华，宛如

一位隐居的仙姑，只有清风明
月才能读懂她的故事。我尊
重梨花，也崇拜梨花，我知道，
她短暂的花期不为别人，只为
自己；不为品评，只为秋后一
树硕果累累的金黄！此时，若
能弹奏一曲悠远古音，品一杯
清明的新茶，横卧于春土之
上，听梨花讲述她的爱恨情
缘，该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
啊！

这万顷梨园的梨树，果
然气宇非凡。修裁的枝干，
匀称地向四方倾斜，而中空
多光，乃是梨农的故意，并非
自然的选择。梨树整齐地排
列，盆景式地唯美，如两班肃
立的臣工，以谦卑地向上三
十度伸臂的姿势，恭候着皇
上的驾临。在金顶阁鸟瞰，
一棵棵梨树也似王的军队，
纵横有序地排列，高的授粉
树是将军，低矮的普通梨树
是士兵，都一律庄严地聆听
着王的宣旨。这是“皇家梨
园”的仪度与风范，而梨花是
最温柔的一抹，给凝固的氛
围增添了润滑，显露出生机
和活力。抬眼一望，尽是明
媚；随手一拍，都是艺术。然

而，梨花的冷艳，让你清醒而
沉思，降燥而气闲，少了些官
衙味，多了些烟火感。在百
年老梨园，梨花是细小的，如
玉石般光洁的花朵，开得纯
粹而精致，真淳而透明，点缀
在粗大枝干之上，如中国画
的水墨，有深邃的意境，富含
哲意。它真的参透了生命的
轮回吗？它沉默不言，只用
花朵表达对春天的赞美和感
激。

终于见到了梨树王。高
大的树冠，宽阔的树荫，占近
半分地。它举起的花朵，像一
顶银白珠玉镶嵌的王冠，有凌
然不可侵犯的威严。它的花
朵开在更高的天空中，在蓝天
下，须仰视才见。这棵梨树王
结的梨，曾于1958年敬献给中
央领导，中央办公厅还回寄了
4元钱。这棵是最吸引人的风
景树，堪称为王。

位于核心区的刘花桥村
藏于梨园中，房前屋后，庭院
沟边，都是怒放的梨花。有的
梨树依墙而生，探出一枝枝素
洁，给行人以惊喜。有的深隐
农院，无拘无束地绽放，满庭
芳菲吐幽幽，不是山人胜山

人。有的生于沟塘边、角落
里，也不自哀，反倒花朵更密
繁，更诱人。梨花岛是新开的
民宿，依自然之势，造江南水
乡之韵，有苏州园林之雅。乐
而忘返了，乐而忘返了！

上古部落首领葛天氏，其
陵墓坐落于葛伯屯村，距此
四五公里。先人们曾在这片
古老的土地上，创造了葛天八
阕、葛天穹庐、葛布织衣等，为
中华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
车子七扭八拐，一路梨花处处
开，同行者发出一阵阵惊叹，
才知万顷梨园的称号不虚。
人在画中行，方知天地小。在
葛天氏陵的周边，是三四年的
小梨树，还未被梨农整饬，保
留着自然的状貌，那花开得繁
复细腻，树树尽风流，树树皆
清丽，在黄土地上格外耀眼。
我靠近一棵梨树，你是等我
吗？那你就做我手机的屏保
吧，把你的美丽一直留存，时
时温润今后我酸酸甜甜的日
子。

我愿在万顷梨园沉醉几
日，感受一下诗意的栖居，做
一回荷锄种豆的田农，回到梦
最早开始的地方。

离开故乡的人
总是眺望家的方向
天上那颗星星
好像父亲生前的目光

岁月染黄了往事
而往事又将心境染黄
今夜离心最近的是月光
灵魂中落下的
是心形的忧伤

思念碾磨的时光
不知碎成了什么模样
风霜中
寄出的信笺
被分成两半
一半在天上
一半在心上

时光如梦
树叶黄了又绿
绿了又黄
坟头上青草昭示我
从此
我缺少一个亲人关注的目光
父爱只能在心里珍藏

父亲，我的梦

是否也老了
不知为啥总梦见您
苍老的模样

时光的忧伤
总在寂寞的心上
肝肠寸断
都在心里最柔软的地方

我的思念
时常在梦里奔走
而思念总像梦一样漫长
数不清的往事
把它化作一缕炊烟
总在心头飘荡

父亲，那年你走了

让我失去的
不仅是离别的痛苦
更是您宽厚的脊梁

人生的结局
最后都是一样
离别的背影
总是被拉得很长

一滴眼泪
让一个人脊背弯曲
一根白发让岁月弯曲
我已把弯曲的小路
走出了人生的沧桑

岁月风干了往事
却带不走思念和忧伤

今晚的月亮
依然是那年的月亮
月光已不是那年的月光
如今思念却变成了
枯萎的花环
静静地在您坟前安放

今夜月光幽暗
犹如旧梦复发
我沉积多年的思念
全都涌到笔下
泪水浸透了
瘦瘦的诗行

父亲，您不在天堂
您的目光
是我终生的守望

吕忠箱 摄影

父亲的目光

□刘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