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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晓蕊

回到故乡时，已临近中午，轻轻一推，半掩的绛红
色木门敞开了。

踏着青砖路走进去，院子里有两棵树，一树桃红一
树雪白，花开满枝丫。墙边种有数行竹，竹下卧着只
猫，光影斜落下来，碎金般洒在它身上。窗下摆一排

“花盆”，是些破损的瓷盆、废弃的饮料瓶、豁边的瓦罐
等，里面装土，种上了花，红红绿绿的一片。

“瞧瞧，有个小院子真好！哪像城里的房子，跟鸽笼
没啥两样。”母亲感叹道。话音刚落，四婶从西侧灶屋探
出身来，面带惊喜地说：“想着清明节是要回来的，我做着
饭，没听见你们进院，快上屋吧！小四到庄上收粮食，也
该回来了。”

她说的小四是我的四叔，这栋有院子的两层小楼，
是他们简朴温馨的家。

父亲兄弟姐妹六人，两位姑姑远嫁他乡，二叔和三
叔家都搬去城里居住，只有四叔一家留在农村。四叔
高中毕业后不久结了婚，同龄的年轻人陆续外出打工，
他却固执地留在村里。农闲时节，他做起生意，走街串
巷地收粮食，收羊毛。靠着勤勉朴诚，生意倒还兴旺，
就在前几年，翻盖了新房子。

正说着，听到外边响起“嗵嗵”声，是四叔骑农用三

轮车归来。他笑着打招呼，将车开进院子停好，许是太
渴了，站到竹影里捧着大碗喝水。他略清瘦，皮肤呈古
铜色，黑亮的眼底闪着光，显得沉稳又精明。

四婶拎着竹篮走过来，里面放四个碗，装着馒头、
水果等供品，腋下夹着沓黄纸。我们跟随她出了门，朝
村西北的坟地缓缓走去。

几场春雨过后，麦苗拔节般疯长，已尺余高。那片
青青麦田的尽头，有两个并排隆起的坟茔。坟上的草
似感应到地下灵魂的气息，东边的草长得更旺盛而茂
密，下面躺着我奶奶，她一辈子要强，连埋在旁边的爷
爷也要敬让她三分。

那个清贫的年月，奶奶在这片土地上播种希望，她
种的麦子、玉米和红薯，都长得比别人家的要好。家中
有六个正念书的半大孩子，饱满坚实的庄稼喂养他们
的身体和心灵。

那么率直、强硬的一个人，忽然就变老了，瘦成一
把骨。在医院里，她有了不好的预感，低声央求父亲：

“咱不治了，送我回乡下吧！”
她低下身去，低到泥土里，在田间劳顿一生，最终

回归乡野。她如树根扎入泥土深处，留下枝丫般的儿
孙在人间，继续他们未走完的路。

四婶把供品端出摆好，四叔点燃黄纸，跪下，磕头，
我们也都齐齐跪下去。四叔用低哑的声音缓慢地说：

“爹，娘，俺们来看你们了……”
那一刻，想到生死。每个人从出生第一声啼哭开

始，其实也就意味着踏上奔向死亡的旅程。不管你愿
不愿意，总归是要离去，化为一缕青烟，或一抔黄土，这
是个悲凉又无奈的结局。我们所能做的，不过是一路
行走，一路捡拾人生花开的欢喜。

夜深人静时，曾幻想过，到了该告别的时候，我愿
投身于大海，让灵魂在海面上飞翔。“逝去并不是终结，
而是另一段行程的开始。”一如电影中的那句台词，把
灵魂交给大海，交给海风和涛声。我被这虚幻的画面
感动，于恍恍惚惚中，竟流下几行清泪。

此时，我有些羡慕那睡在泥土中的人。他们以一
种从容安详的姿态回归大地，听清风低语，听鸟鸣虫
啁，以及万物生长发出的极细小的哔剥声，延续着与泥
土割不断、舍不下的浓情。

从田间往回走时，见几位老人捧着碗，围坐在屋前
空地上，聊着天，慢悠悠地吃着饭。“阿荣回来了？”有位
老人认出父亲，起身打招呼。父亲忙迎上前：“您老这
身子骨，还挺硬朗啊！”

四叔对我说：“这是麻伯，儿子儿媳都出去打工了，
家里只剩老人和孩子，那边地上玩泥巴的是他的孙
子。”

“这是小蕊吧？快认不出来了！”麻伯的目光转向
我。我慌忙点头，嗯嗯应道。麻伯又说：“你小时候可
淘了，有次从树上掉下来，摔得不轻，磕破了脑门。”

我暗暗吃惊、诧异，进而生出很深的感动。面前似
有一扇窗缓缓打开，穿过岁月的烟云，看到遗失在时光
巷陌中的自己。

我是个有着双重性格的人，既倔强又脆弱，既温柔
又坚韧，也许刚才还自信满满，可能下一刻就万念俱
灰。一个人的性格喜好，往往能在童年经历中找到影
子。而我人生某个阶段的“成长密码”，寄存在那些老
人的记忆里。

他们如村中的一棵树、一块石或一堵墙，都是乡间
流年的见证者，若哪天他们不在了，我到哪里去找寻记
忆呢？

正思绪如潮，内心纷乱时，麻伯的孙子笑嘻嘻地跑
过来，脸上、衣服上、头发上都糊着泥巴。“等着吧，小泥
猴子，到秋天你娘回来，带你进城。”麻伯笑着呵斥道。

男孩明澈的眸子暗了一下，又倏然一亮：“哦，进城
喽，要进城去了。”

我随即一笑，转而想到，一团不起眼的泥巴，到了
乡村孩子的手里，成了最神奇的“玩具”，让一颗小小的
心获得快乐和满足。在泥土中滚爬成长的孩子，骨血
中继承了土地的品性，温厚、淳朴、坚韧。

倘若有一天他离开村庄，是否如我当年，带着些许
叛逆与逃离。到了城市后，急着甩掉一身土气。却在
某个午夜梦回时分，恍然惊醒——身处喧哗的闹市，自
己始终只是个异乡人。

也许，老家，与生俱来，是印刻在身上的鲜明胎记，
是一生抹不去的温暖记忆。也许，我们每个人都一样，
那颗心从不曾离开大地和泥土，那份对故土的思念，像
这清明时节的柳色，年年新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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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竹峰

春雨飘落的时节，想起南丁先生。2016年秋，南丁先生在
郑州去世，虽知已是八十五龄的高寿，顺生应命，我辈本毋庸过
悲，仍觉晨星寥落，心里掉了一块。

和南丁先生2009年才认识，在河南省文联家属院，第一印
象是平和斯文，拈花微笑的样子一团和气，让人感觉容易接近。

南丁先生的耳朵极大，看得人神畅，心想，文学前辈到底不
同，平常人家哪见过这么漂亮的大耳朵。那次访见，他年近八
十，家居清淡，神色清淡，用词清淡。他的面相本来丰腴，有佛
相，迹近清淡的模样，说到快意处，也不过一段朝花夕拾。

第一次见面后写过这样的文字：
南丁瘦小干净，仿佛清人金农的书法，古拙淡雅蕴藏有一

股文气；又仿佛元人倪瓒的绘画，潇爽而明洁。春水碧绿，江涛
苍莽，远山如黛，在看不见的地方，有飞鸟翱翔。无端地，我脑
海现出这样的画面。

人的命运，难免被时代潮流拨弄，南丁先生一生曲折。一
九五七年划为右派，两年后发配大别山进行劳动改造，炼钢采
矿，随即遭遇十年动乱，全家在西峡县插队落户，直到一九七七
年复出。

南丁先生的文章越老越好，因心而生，由性而来，以情而
出，随境而发，篇篇血肉饱满极其舒润。写人记事不动声色，语
言干净又随意又沉稳，又智慧又不乏人情之美，读来不顿不隔，
朴素大方，如对坐面谈。

《南丁文集》中一张拍摄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的照片：在
南阳白河边，青年南丁微笑着脱了上衣，女儿骑在脖子上。黑
白色里有淡淡的温情跃出纸面。我很喜欢这张照片，觉得蕴藏
有读书人面对苦难的一份坦然，也蕴藏有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一
份从容。

我看重南丁先生，即看重他的风骨。
和南丁先生联系，每次大多几句话：
竹峰：发去一稿，请你审定。南丁

何老师：大作收到，文气充沛。高兴。竹峰

竹峰：报纸已经看到。谢谢。祝你在安庆工作好运。南丁

竹峰：知你去合肥工作了，一切顺利。南丁

何老师：新年如意。竹峰

竹峰：新年大吉。南丁

人之相与相知，并不在乎形迹。尤其文字之交，鼎尝一脔，
即已知味，更不必觥筹交错。南丁先生每每在报端读过我的文
章，见面时总要聊起，或者告诉几个乡友，言多褒奖。他的著作
大多签名题词赠我，我写的书，只送过一本散文集《豆绿与美人
霁》与他。虽然印过不少小册子，总觉得拿不出手，怕老人家读
书费心劳神。今后再有新书印成，先生却已不及见了。

人之相与相知，也不在乎年纪。南丁先生长于我52岁。这
些年，每年和他见一面，并无要紧事，无非吃饭喝茶聊天。他走
后的次日下午，我在小区里散步，天还是那天，花木还是那花
木，虫在飞，风在吹，往事一幕幕如在昨日，但有一个叫南丁的
老人不在了，失落感久久不去。以往回郑州，有个很亲近的老
人可以一起坐坐聊聊，今后没了。

南丁先生本姓何，祖籍安庆怀宁，1931年生于安徽蚌埠，
生前说自己一直记得老家的青石板路与黑瓦房子，还记得怀
宁下雨的天气，多次感慨 60年没有回去了，如今再也不能回
去了。

想起他写的句子：天空是明亮的，明亮的天空上洒下来游
丝一样的细雨。雨也是明亮的……3

□王剑

一

春天，是一点一点漫过来的。
阳光小口儿小口儿地呷着酒，暖洋洋地，

喊着大地的名字。
它喊一声桃花，桃花就红了。喊一声春

柳，春柳就亮了。它纤细的触角，一吻上白杨
树，白杨树那伸向蓝天的枝条，就醒了。

平静了一冬的沙河，也有了暖暖的波
痕。好像阳光在水面上，打起了蝴蝶结。

春天持续发酵。麦田开始变得酥软。一
脚踩下去，只听见扑哧一声响。

田野是绿的，小丘也是绿的。到处翠色
欲流，轻轻漫入天际。

油菜花一会儿走上小丘，一会儿又下
来。不管走到哪里，都像给无边的田野，系上
了金黄的围巾。

玉兰花举着灯盏。那是爱情，在时光里绽
放。

鸟的鸣叫，一粒，一粒。敲打着我的窗。
我打开窗子。春光一下子涌进来，瞬间

淹没了我的尖叫。

二

春天是个慢性子。它的到来有个过程。
春天的手里，拿个蒲扇。扇扇这里，扇扇

那里。每一扇，都注满了劲道。

风的脚步很快，像是在节气里，不停地赶
路。

风刚一走，雨就来了。一下就是三两天。
花香开始弥漫。混着青草味儿，泥土的

腥香，还有阳光的微响，以及鸟的鸣叫。
这些气味和声音，被风吹起，又落下。
阳光被寒冷多次驱赶，又多次潜回。前

行。后退。跌倒了，然后爬起来。
最后，缓慢地，成为春天的一部分。

三

村头的樱桃花，开了。
浓密的心事，一团一团地迸出。
樱桃树的嘴巴，被禁锢了一冬，她渴望一

场洋洋洒洒的演讲。
樱桃花越讲越激动。她的眼窝里，盈满

了泪珠。泪珠里映着天空的蓝。
一 位 老 农 拄 着 锄 头 ，在 树 下 静 静 地

听。“樱桃好吃树难栽”。这是他从花蕊里
找到的答案。质朴的光芒，照亮了他忙碌
的一生。

在我眼里，樱桃花就是村庄的第一挂爆
竹，噼里啪啦地引爆了春天。

“凭什么她是第一？”村里的其他花朵，开
始不满。

它们叽叽喳喳地找到我。驱赶着我的睡
眠。

无奈，我只好妥协。在它们纷纷举起火
把的时候，参加了它们闹春的仪式。

四

每年春天，油菜花总会推门而入。
瓦蓝的天空下，油菜花肆无忌惮地开

着，淋漓尽致地香着。她们从来不知道什么
是含蓄。

她们的热情，为沙河，打下一片辽阔的江山。
再没有什么，比这更霸气的了！
盛开的油菜花，高昂着头颅的油菜花，多

么像一丛丛无畏的呐喊！
她们燃烧着光、美好和信仰。
向沿河的村庄，传递着爱。传递着温

暖。传递着力量。

五

野菜，养活童年的美味，带着土地的清香。
城市的一角，灰扑扑的野菜，蜷缩在竹篮

里。坐在路沿儿上歇息的大嫂，啃着自带的
干粮。她的背影，无论怎么看，都像是我老家
的一位亲人。

两块钱一大捧。要找多久，才能找够这
两块钱的野菜？

野菜，带着春天气息的野菜，顽皮地在汤
锅里翻滚。烹调后的情愫，比任何语言都令
人震撼。

野菜是写在大地上的绿色诗行。
大嚼野菜的时候，我甚至觉得，一棵野菜

就是整个春天。3

□苏湲

三月，想起母亲

北方的雪，正从柳丝上

一滴一滴地融化

在落日的尽头，霜白你的两鬓

你回来了，回到我们中间

我是那个蹒跚小姑娘

牵着你的手

走进往昔，被野草覆盖的小径

寻找清凉小河的快乐时光

水声汇聚成洋流

在我的血脉中旋转

三月，想起母亲

站在晨光里，你还那么年轻

朝露揉碎你的皱纹

细雨舒展你佝偻的背影

你回来了，回到我们中间

我是那个羞涩的少女

扑在你怀里，向你诉说内心的秘密和悸动

温柔的你的手指，抚慰我的发际

让我精神的羽翼丰满，被知识之光照亮

三月，想起母亲

春光乍泄在萱草上，蝴蝶翩跹飞舞

引领你回家的路

你回来了，回到我们中间

我亦青丝变白发，等待着时间的尽头

狭窄的四壁间，窸窣响起脚步声

朝朝暮暮、忙忙碌碌

像往昔那样，你把全部的爱和善良给予我们

你回来了，回到我们中间

亲人们围坐一起，述说着琐碎的往事

思念的泪水，低声鸣溅

如轰鸣的和弦，落进我的灵魂

母亲，下辈子

我还做你的女儿

几生几世不分离3

雨也是明亮的

此时，我有些羡慕那睡在泥土中的

人。他们以一种从容安详的姿态回归大

地，听清风低语，听鸟鸣虫啁，以及万物

生长发出的极细小的哔剥声，延续着与

泥土割不断、舍不下的浓情。

——顾晓蕊

王维《鸟鸣涧》 侯和平 书法

南丁瘦小干净，仿佛清人金农的书法，古拙

淡雅蕴藏有一股文气；又仿佛元人倪瓒的绘画，

潇爽而明洁。春水碧绿，江涛苍莽，远山如黛，在

看不见的地方，有飞鸟翱翔。无端地，我脑海现

出这样的画面。

08│中原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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