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家乡，是一个临水靠山的好地
方。水是发源于“人间仙境”白云山的北
汝河，清凌凌的河水绕过崇山峻岭，潺潺
奔流，一路向东，注入淮河。山是八百里
伏牛山脉的凤凰山，主峰突兀高昂，翼峰
向两边舒展延伸，犹如一只蓄势已久振翅
冲天的偌大凤凰。

山好水美，总想回老家看看。然而，
一旦踏上家乡热土，看到北汝河两岸那绿
油油的庄稼，那苍茫连绵的群山，我总觉
得我父亲仿佛还在哪块地里干活，或是在
哪处山间忙碌着……往昔记忆顷刻之间
奔涌而出。

我六岁那年，腊月二十三的后半晌，
我妈在屋里纺棉花。不知什么时候屋外
下起了鹅毛大雪，密集的雪片冲破云天，
飞瀑般地向下倾泻。没过纺五捻棉花的
工夫，院子里就平铺了半尺来厚的积雪，
像是不知多少斤白花花的小麦面粉，立等
人们装袋；槐树上枝枝丫丫挂满了毛茸茸
的雪球，像是一大株盛开的棉花。

我妈停住纺花车，心事重重地走进灶
屋。嘴馋的我随后跟了进去，只见我妈拿
出案板下藏得很严实的麦子面，加了水，
再拌上酵子，一边款款揉着面团，一边连
连叹息，自言自语地说：“今儿个发面火烧
祭灶官，再有六七天就过大年了……他，
咋还没回来？”

我妈说的“他”是指我父亲。按宗族
风俗，我父亲在家族同辈中属老大，我们
做儿女的叫父亲为伯，和我们一辈的同族
兄弟姐妹也称我父亲为伯。

想起来了，我伯挑着担子上山卖年
货，一去都七八天了。临走时我伯跟我说
过，挣到钱，要给我买好些过年的东西呢！

我妈和好面，洗过手，没有心思再进
屋纺棉花，她蹚着雪径直向大门口走去。
我也蹚着雪跟了出去，雪地上留下了两串
拉长了的深深脚印。

妈妈右肩倚在门框上，双眼直直地
盯着门街的右前方。她知道我跟去了，
悄没声地用左胳膊揽着我，双眼仍然一
动不动地盯着门街的右前方，我也瞅着
我妈眼望的方向，我们娘儿俩谁也没说
话，心里却都明白：那门街的右前方是我
伯回来的方向。

等着，等着，我的脚冻麻了，脸上冻得
像贴上了冰片儿似的，卷着雪花的冷风直
往胸膛里钻。我妈想必是也冷了，猛然想
起我冷，急忙用双臂把我搂在怀里。

一个熟悉的挑着担子的身影，终于映入
茫茫雪幕。我妈一把拉着我走进屋里，划了
一根火柴，对着预先放好的柴火，生起火来。

火刚刚烧旺，我伯已进屋放下担子。
只见他浑身上下明盔明甲，胡子、眉毛结
着霜花，完全成了一个冰人。我看呆了。

“快！愣着干啥？还不赶紧帮我把恁
伯的棉袍脱下……”妈妈朝我吆喝着。

我手忙脚乱，解开我伯棉袍上冻得硬
邦邦的扣子，我妈抱起床上一条棉被，一
手拉下我伯的棉袍，一手顺势把棉被给我
伯捂上，安置我伯上床暖着身子。接着，
我妈很麻利地烧一碗姜汤，捧到床头。

忙活了一阵子，我妈才把我伯挑回筐
子的棉盖掀开。一筐是装得满满的新鲜
鸡蛋，这是要到集市上变卖的。另一筐装
得杂了点，有新鲜鸡蛋，还有木耳、黄花
菜、板栗、核桃等各类山货，这也是要到集
市上变卖的。还有一块猪肉、一只宰洗过
的公鸡，这明显是自家过年用的。看了这
两只沉甸甸的筐子，再看看累得已打鼾入
睡的我伯，我妈的眼泪汩汩流了下来。

那时的我不解，妈妈看到恁多好东
西，为何还流泪呢？直到我 13 岁上初中，
听了老师解释“悲喜交并”一词的意思后，
我才领悟到妈妈当时的泪水是因为对我
伯的心疼，也是对他一根扁担养全家那份
劳苦的深切体味。

自打我能记事起，就看到我伯只要一
出门，总是肩不离担，担不离肩。要么是
把粪坑里的肥料装满，送到地里；要么是
空着四楫框出门，把路上的牲口粪、落叶
草末之类的捡拾进筐里，堆到地头沤肥。
回来时，筐里也是满满的，不是带回两筐
青草喂猪喂鸡，就是捎回两筐干土填垫茅
坑、猪圈。

我伯一生肩不离担，流了多少汗，吃
了多少苦，谁也无法说清，唯有伴随他终生
的那根桑木扁担可做明证。这条扁担，浸
润了我伯几十年的热汗，通体油红透亮。
直到我伯去世多年，那扁担仍然光泽不减。

我伯的农活技艺让我最长眼的场

面，应该是他在打麦场上的表现。那是
我家带头参加农业合作社的头年盛夏，
我伯是主管生产的副社长，打场归他指
挥。在炽热的阳光下，大家把一大垛麦
秆子摊开，正一遍又一遍地翻晒着。忽
然，我伯喊了一声：“不好！天边上起了
黑扫帚云，有雨！快把麦秆子垛起来！”
场上十几个人就属我伯动作敏捷，他对
着摊有三尺多厚的麦秆，三下两下一叠，
就把麦秆整理成一个高一米多、直径两
米多的大蘑菇状麦捆，用杈对准中心一
插，再反顶起来，活像擎起一把大伞，忽
闪闪紧走几步，就把这些麦秆子铺在五
六寸高的垛台上。接着，他一脚踏上垛
台，两手不停地舞动着桑杈，前后左右接
连不断地接着大家飞速传来的麦秆子
堆，快而不乱地叠搭，杈杈坚挺，快捷有
序，那形象，活脱脱一个舞台上的武生，
真格是威武潇洒！

“咔嚓嚓”一声炸雷，倾盆大雨从天
而降，我伯已经和大家用绳索把麦秆子
垛刹紧了，一整垛麦子被他们从雨口中
抢过来了。

我伯作为“种地能手”当之无愧；而他
的人格品行，更让村民折服。

比如，我伯帮人看树议价次数多了，就
总结出一套目测计算木材立方的办法。谁
家的树木长成要卖，我伯站在离树五十步
以外，竖起拇指一测，再到树前拃一拃胸
径，就能一口说出这棵树能出多少方木材、
可解多少板材。我伯帮人相牲口，买耕畜
次数多了，不管是大骡子大马还是耕牛毛
驴，只要瞅一眼牲口骨架，再看一看毛色，
提起缰绳瞧瞧牙口，就能对牲口的畜龄大
小、兽力强弱、性情暴疲、值钱几许等等，一
一作出让人点头接受的评估。

我伯帮人是从来不计报酬的，即使
是随人帮忙买牲口，要走二三十里路到
外乡赶古刹大会，也总是自带干粮，不花
求助者一分钱。而对别人帮我家干活，
属于换工的，一应管饭；不是换工的，还
要另付工钱。1956 年春天我家请来工匠
修缮房顶，预计两天工期，邻居们争先搭
手帮忙。快完工时，邻家一位大哥搬运
房瓦，不小心擦破了中指，我伯赶忙领他
到卫生所包扎，又接连带他换了几次药，
直到指伤痊愈。

我伯把人的品行看得重。1965年，我
大学毕业被分配到远离家乡的一个县委
工作，当他老人家知道我被派驻村工作，
轮流到各户农家吃饭时，很郑重地说：“你
这是吃的百家饭，可得好好为百姓办事
呀！”隔了两年，组织上调我到另一个县里
工作，我伯事先也没通个信儿就去看我。
那年头也真没啥招待他老人家的，吃饭
时，我和我伯一起到机关食堂就餐，晚上
就和他老人家在我宿舍里一起休息。只
住了一夜，老人家说地里活忙，要回家。
他刚一来就走，让我真有点于心不忍。我
伯像是看透了我的心思，对我挑明说：“我
来这里就是看看你。见你起早贪黑办公，
进饭堂恁多人都跟咱打招呼，行！我有底
了，可以放心回去了。”临别时又对我说：

“记住，为官不压乡民，为富体怜苦贫。”当
时，我既不是官，更谈不上富，我伯显然是
要我用这两句话鉴照我的一生。这句话，
我一直记在心里。

那年农历三月初，乍暖犹寒，下了一
场不小的桃花雪。我因公出差，顺便在家
住了两天。临走时，我伯冒着严寒送我，
仍然是挑着担子出门。

在去汽车站的路上，蓦然看到我伯步
履蹒跚，阵阵凉意袭向我的心头。上了
车，隔着车窗玻璃，看到我伯放下了扁担，
他和担子两边的四楫框正好组成一个

“山”字形。那是第一次，他在送我上车时
放下扁担。

为了不让父亲受我心情感染，我把眼
光移向远方，那是凤凰山。春雪还没化
完，高昂的“凤凰”头呈现白色，这只亘古
至今的“凤凰”，似乎也变老了。

“嘀”——“嘀”，汽车喇叭叫了两声，
车子启动了，我两眼含泪向父亲挥挥手，
胳膊搭上前面座背，赶紧把头埋下，泪水
浸湿了我的衣袖。

三个月后，我伯走完了他的人生之
路。为父亲办完后事，登上返程的长途
汽车，恍惚间，再次隔窗遥望，凤凰山似
一个挑着担子的巨人，高昂着头，扁担向
两边舒展延伸，挑着筐子，亦静，亦动，伟
岸，壮美——

啊，我伯已化入巍峨的凤凰山！④6

一个忧郁的中午，巨成来
了，车就停在纬一路报社门口。
无心吃饭，他说：大姐，咱们去黄
河边吧。

南岸河滩上，车后拖着滚滚
狼烟，一直开到前轮抵着黄河，
离水面大约只剩一米。浊浪扑
打心扉，松快多了，他突然想起：

“后备厢里还有风筝！”
那是一只鹞子式样的彩色

风筝，我们像欢喜若狂的孩子，
一边奔跑，一边放线。河风恰
好，风筝扶摇直上，越飞越高，越
变越小，笔直向晴蓝微云的天心
钻去……

今天巨成出书嘱我作序，怎
能不勾起这一段最独特的记忆！

风筝，代表一种悠远高扬
的渴望，也证明一种轻盈空灵
的能力。

幸好这些巨成都有。
湖北武穴乡下的这个聪明

男伢，高考时夺了全县文科“状
元”，毕业于武汉大学法律系，获
得了律师资格，可他却当了一名
新闻记者。

有人说，新闻是速朽的。新
闻转眼旧闻，记者的指缝中淌着
流沙。然而，新闻的崇高职业精

神，正是执意对抗速朽，要让新
闻进入不可磨灭的历史，要从流
沙中淘出金子的永恒光芒。

《乡愁》就是一份尝试，而巨
成的方式，就像风筝。

30 个年头的记者生涯，从
上千篇作品中精选出的这些生
活随笔、特写通讯，够分量吧。
但从字里行间，我看到的不是如
椽大笔，不是力透纸背，而是清
澈、浪漫、轻盈。

楚人！他曾应我所求，笔墨
酣畅写下一条横幅行书“入世出
世”，落款就是“楚人巨成”。

楚人风格大概就是这样。
楚地不是北方中原，崇尚的并不
是厚重。比如楚国的三闾大夫
屈原，即使在流放中行吟呼号，
即使怀抱大石自沉汨罗江而殉
国，他也不是厚重，而是浪漫瑰
奇。后人年年投给江中的端午
粽子，就是为了三闾大夫的高洁
之身免遭鱼虾侵蚀，这也是一种
源于楚文化的风情。

巨成的笔下，记录了各色
人等，既有学者费孝通、书法家
李刚田、许世友之子许光等大
家名门，也有漂泊台湾、越南、
菲律宾的草根小民；既有春秋

时期的桃花夫人息妫、明末大
将军袁崇焕等“史海钩沉”，又
有抗洪前线奋不顾身的战士、
大 别 山 下 勤 劳 纯 朴 的 父 老 乡
亲，还有几篇为同窗同乡写的
悼文……无论何等题材，他写
来都如行云流水，毫无滞碍而
又灵气四溅，归纳起来大约便
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怜香
惜玉，悲天悯人！

那篇用作书名的《乡愁》，一
万多字，完全是作者的小自传，
爹娘亲人，乡音乡情，隐约有一
点 沈 从 文《边 城》散 文 版 的 味
道。这也惹起了我童年在湖北
的回忆。我的家乡武昌与他的
家乡武穴，江头江尾，相距不知
有多远。我常常懊悔，自己虽在
长江边出生长大，却没去过乡
下，不认得那塘、那桥、那渔鼓
调、那蚕豆花，真是枉担了一个
江南人的虚名。巨成比我幸运，
我很羡慕他。然而，一边看他的
散文，一边也忍俊不禁：《乡愁》，
哪来的愁，满篇荡漾着俏皮的笑
声，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
强说愁啊！

大凡想起来结集出书，都是
年纪不小了，巨成在我眼里却永

远是一个快乐的小弟。他学养
渊博，文好字好，秀外慧中，温文
尔雅，阅历广能力强，场面上也
混得开。尽管他常常露出不正
眼瞧的一脸得瑟，还招来不少才
女的崇拜和喜欢，大概就是因为
他当河南日报濮阳记者站站长
时，濮阳第一任市委书记说的那
个原因：“这孩子从里到外都很
干净。”

而今天，从这本《乡愁》里，
我知道了他胸中也有块垒。他
说：“从 17 岁上大学离家进城已
这么多年了，但我从来没有在城
市里找到过自己的位置。”所以，
他几乎每年都要跋山涉水回老
家。从濮阳记者站调到信阳站
也是为了离老家近些，离父母近
些。老家人说他是属“大蒜”的，
土性重，长不高。他觉得这是对
他的褒奖。

快乐的巨成，他唯一发愁
的，就是“乡愁”。

乡愁也是文化，一种幽深缥
缈的文化。在乡愁的牵引下，人
更容易拔离沉重，暂别俗尘，轻
轻盈盈地升入浪漫梦想。

仿佛那一只钻入了悠悠天
心的风筝。④6

时近中秋，空气中的味道都
不一样了，风中飘散着凉意，高远
的天空一片蔚蓝，秋虫在欢快地
歌唱。我们感受着秋日的丰饶与
收获，也会在某个时刻因为树叶
的凋零而格外生出思念和怀乡之
情。本期，我们推出的文章或怀
念亲人，深情至性；或讲述中秋节
与家人团圆的往事，温暖动人；或
歌咏秋月，思绪万千；或见证“乡
愁”，字字珠玑。让我们细细品味
属于这个季节的别样感受。

此外，自本期起，我们的“影
像”栏目将推出“中原名胜”系列
摄影佳作，带您领略中原大地的
美景，敬请关注。④6

中秋的月亮 箭镞般明亮

滴滴夜露的浸润

诉说人间世事的清凉

有人在努力打捞这个黄昏

也在打捞飞逝而沧桑的以往

我把对于母亲的思念

系上今晚明闪闪银色的月韵

以及父亲一生无法完成的遗愿

也寄送于轻轻瑟瑟秋韵袅袅的微风

思念 曾积满我忧郁而又低矮的柴房

而这是又一个贴近故乡的中秋之夜啊

那个瘦弱而与乡愁相伴终生的母亲

那个背负着土地芬芳的父亲啊

是否将生前慈祥的容颜

挂上了今晚的月亮与风中……

没有什么朝代与什么圣旨

比今晚的月光更加明亮

明月轻轻地 以难以抗拒的磁场和引力

将天涯海角游子们的心

安放于千丝万缕蹦跳而跃动的光中④6

“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
落谁家？”在中秋气氛渐浓的城市
里仰望星空，我也有了唐朝诗人
王建的愁思。又到了月圆人团圆
的日子，而我却又一次只能在他
乡遥望故乡了。中秋节虽是个与
亲人团聚的节日，但对现代人来
说远远构不成每年都回家团圆的
理由，我也不例外。已经记不清
上一次在老家过中秋节是什么时
候了，但却清楚地记得故乡那片
洒满银辉的夜空。

从我的工作地焦作到家乡只
有晚上的一趟火车，而且下了火车
还得换乘公共汽车才能到家，所以
我只好星夜往家赶了。但也感谢
这样的别无选择，让我享受到了中
秋之月的陪伴。在焦作火车站的
轨道旁候车，在家乡的火车站下
车，在回家的公共汽车上，都是明
月在为我照路。当我踏上故乡的
土地，吸一口凌晨山里清冷的空
气，一股暖流却在心中升腾。

正是农忙时节，当我迎着朝阳
回到院子里的时候，父母已经准备
下地掰玉米了。母亲说，锅里有
饭，你自己吃完赶紧睡觉。说完，
他们就走了。我大袋小袋提了很
多节礼回来看望他们，他们却还像
平常一样该干吗干吗，不是不想陪
他们这个远道而来的儿子多待一
会儿，而是天不等人，实在顾不
上。城市人每到节日是放假，是旅
游，而农村人的节日就和平时一
样，照旧忙碌。稍有不同的是，在
节日的这一天，可以割上二斤肉，
全家人吃一顿肉馅饺子。

知道我回来，傍晚的时候，妹
妹也带着小外甥女来家了。一家
人只缺了在外打工的弟弟。晚上，
皓月当空，满院银辉，母亲在厨房
里叮叮咣咣地准备晚饭，其他人则
就着月光收拾起了刚运回来的玉
米。我拿起一颗玉米便把皮剥了
个一干二净，妹妹马上笑了，“你把
皮儿都剥了，咋往一块儿拧？”正在
玩耍的小外甥女也跑过来学她妈
妈的样子笑了两声，我一脸羞愧地
赶紧学着妹妹的样子留了一层包
皮在玉米上。谁知过了一会儿，父
亲又不愿意了，“皮儿留那么多，拧
着手疼”。妹妹又笑了，小外甥女
也又笑了，我赶紧改正。但过了一
会儿，父亲又说，“皮儿留得太少
了，一拧就断了”。我这才体会到，
长时间的城市生活已经让我对曾
经熟悉的农活非常陌生了。

这时候，母亲喊，吃饭了。一
碗碗香喷喷的大肉饺子便陆续上
了桌，母亲还特意炒了两个菜。一
天的劳作，外加上又是一家人中秋
之夜的团聚，这顿饭吃得格外香。
月光照耀下，我看到了父母脸上满
足的笑容。

吃饭的时候，淘气的外甥女一
会儿玩玉米，一会儿在地上挖土，
一会儿又在大人的胳肢窝挠痒痒，
母亲便端着饭碗追着她，趁她消停
的时候就喂一口饭。

“ 惯 成 啥 了 ，你 也 不 厉 害 两
声。”我说妹妹。

妹妹没吭声。我还想就怎么
教育小孩儿的问题说说妹妹，但突
然想到妹妹电话里说过了中秋要

留下孩子外出打工的话，也不吭声
了，望着眼前依然笑声阵阵的小姑
娘心里泛酸。是啊，她被妈妈这样
惯着的日子能有几天呢！

夜深人静，当活蹦乱跳的小外
甥女终于睡倒在她妈妈怀里的时
候，我也开始哈欠连连。躺下了，
还听见父母在院子里窸窸窣窣地
忙碌着，今天收的玉米一定得收拾
完，明天还有一地的玉米等着呢。
我想起身再去帮帮父母，但却挡不
住沉沉的睡意，倒头睡着了。从小
到大都是这样，无数个夜晚，当我
们兄妹三人沉沉入睡的时候，总能
在偶尔醒来的时候听到院子里父
亲的咳嗽声和母亲的喷嚏声。那
时候，弟弟还佩服他们精力充沛不
知道累，妹妹还埋怨他们连那么香
甜的觉都不知道睡，我还为了第二
天依然交不上的学费冲着窗外的
他们大喊大叫。而今天，我是心
疼。我知道，在那无数个夜晚，窗
外聒噪的声音正是为了窗内甜甜
的打鼾声。

那个中秋节一过，我就回城
了。一晃这么多年过去，我再也没
有回老家，和父母一起过中秋节。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
中秋之夜的那轮明月见证了我和
弟弟妹妹幼时的欢声笑语，也见
证了欢声笑语后妈妈“吃饭了”的
那一声呼喊。而今，中秋的月亮
又要圆了，不知弟弟妹妹为了生
计又辗转到了哪座城市？不知家
乡的父母可否舍得为自己包一顿
大肉饺子？

月是故乡明啊！④6

小时候，每年的中秋夜，母亲都会让一家
人分食一块月饼。她把用自己家的食材做的
一块圆圆的月饼均匀地切成五份，对父亲和
我们姐妹三人说：“咱一家人呢，缺了谁都不
行，就像这月饼一样，缺一角就不圆了。”我拿
起一块月饼，先给父母吃，然后我们姐妹三人
再吃。皎洁的月光，清凉的夜风，香甜的月
饼，温馨的氛围，让人心里暖暖的。从那时
起，我心里就有了一个概念：中秋夜，一家人
一定要在一起过。

我在外地上学的时候，小妹刚上小学二
年级。中秋节我没能回家过，小妹写信说：

“姐，妈又给咱们分月饼了。你那一份还留
着呢，等你放假回来再吃……”信纸上，小妹
写的大字歪歪扭扭，不会写的字用拼音标
注，信的最后还画了一轮圆圆的月亮和一个

大大的月饼。我躲在宿舍里看信，眼泪一个
劲往下掉。那天晚上，我抬头看着天空的满
月，想家的感觉涌上心头，回到教室给家里
写了一封长长的信，信的最后也画上了一轮
圆圆的月亮和一个大大的月饼。

小妹考大学那年，一家人都把她当成
“重点保护对象”。二妹负责给小妹做好吃
的，让她补充营养。我负责给小妹辅导功
课。为了她，我把丢了多年的课本又重新拾
起来。中秋节那天，母亲照例给一家人分月
饼吃。然后一家人一起赏月，聊天，其乐融
融。我们吃完了月饼，母亲忽然笑眯眯地
说：“我觉得三儿今年肯定能考上大学！”我
有些纳闷地问：“妈，为啥这么肯定？”母亲
说：“有句话不是说‘家和万事兴’吗，咱家这
样和和美美的，啥事都会顺顺溜溜的。”我赶

紧说：“对呀，我们姐仨这么团结，一定会万事
如愿的！”父亲也说：“一家人就是一块月饼，
亲亲热热才圆满呢！”那年，三妹果然考上了
理想的大学。

多年后，我们姐妹三人都出嫁了。但是
每年中秋节，我们都要回家陪父母过节，分食
月饼依旧是每年中秋节的保留节目。随着生
活条件越来越好，我们吃到的月饼口味越来
越多样化。这些年唯一不变的，是我们通过
月饼，品尝到的团圆味道。小小的月饼，成了
亲情的纽带，把一家人牢牢地牵系在一起。

不过，亲人之间有时也难免误会。那次
二妹想贷款做生意，但是她资金不够，就想
让我用房子作抵押。我考虑到她的想法不
够稳妥，就没答应。后来，二妹对我有些意
见，虽然表面上没说什么，但两个人好像有

了隔膜。
又是一年中秋到，我们都陪父母去过

节。母亲分月饼，大家吃月饼。母亲说起这
些年我们吃月饼的趣事，逗得大家哈哈大
笑。想起那些美好的时光，我和二妹相视一
笑，顿感心意相通。

如今，我们姐妹都是一家三口回娘家过
中秋节。大家庭发展壮大了，母亲要准备更
多的月饼，照例是分着吃。孩子们都很懂
事，每次都先让姥爷姥姥吃。孩子们笑着，
闹着，父亲和母亲开心极了。

今年中秋还没到，女儿就说：“妈妈，我
想吃姥姥家的月饼了。你一块，我一块，团
团圆圆一起吃！”

是呀，就这样团团圆圆，幸福地度过每
一个中秋夜。④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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