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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先琴

人生的每一天里，都有一个时间段与
这个世界隔离，那就是入睡。当黎明到来，
黑暗逝去，睁开眼睛的那一瞬间，仿佛拧开
一个按钮，激活了所有细胞，光亮、温度、思
维才回归身体。

每天，我对周遭的感应，总是伴随那一
声“早上好”到来。他爱大声说话，特别是
在最后的日子里。

夺去他生命的，是被称为慢性癌症的
肺纤维化。起初，出现在家里的是一台放
在床头的落地式制氧机，每天睡觉前开启，
补充已经失去弹性的肺叶供应不足的氧
气。后来，有了第二台放沙发边，回家第一
件事就是坐下，开启机器。再后来，添置了
便携机，外出活动挎在后背。最后，医院改
为单间的两路氧气管道，都挂在他的病床
边，一路直接挂在鼻孔，一路连起一个面罩，
罩在嘴巴鼻子上。他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是
在医院重症监护室病房，把氧气管接得长一
点，不至于坐起来时拉开……实际上，塑料
管那头连起的设备，才是维持他生命的真正
肺叶，尽量大声说话，是与厄运一次次抗争
后，向亲人宣布自己的胜利。

送走他，那片用声音支撑起来的叫做
家的天空，一下子坍塌了。

真想永远睡去，无休止的黑暗会了结
所有的痛楚。

然而，关于他的一切仍然无处不在，在
不知不觉间，一次次点燃了黑暗。

衣橱里，最容易拿到的位置上，一排排

悬挂着他的衣服。清一色的户外装上，叠
印着 180 多个国家的风情日月。正是病
魔，让他下决心抛开所有正在追求的当下，
去做亲历世界文明这一件事情。习惯思考
研究的他把旅行做成了学问。他再一次通
读了世界史，搜集他将要到达目的地的资
料，自己制定路线，详细到某条街道、某座
岛屿。为此，平素动手能力极差特别是对
各种小器械不感兴趣的他，学会了摄影，各
种镜头、药品、调节饮食的电磁炉，以致后
来必须携带的小型制氧机，沉甸甸半人高
的箱子，伴随他走过包括南北极的大半个
地球。他把独一无二的、一个身患重疴的
中国人对自己生活的这个星球的眼见心
悟，写满一张张明信片，盖上那片土地名称
的邮戳，留下那个经纬度的时刻，一次次投
进邮筒，像他一样漂洋过海回到家中。

书架上，几乎所有的书籍都属于他，一
本本是他心路的奠基。他对书页如此痴迷
和专注，甚至到了过目不忘的程度，无论他
在什么地方，只要开口，就会成为话题中
心，带来无数惊奇：此人学什么的，记性这
么好，知道这么多！如今，这些书一排排站
在那里，犹如他随时可以开讲的话题，告诉
你，我就是字，我就是书。

是的，他就在那里，那本 1988年出版
的《河南经济发展史》，是他和几位青年学
者在改革开放之初，应当时河南省委书记
刘杰之邀，一句“你们能说清河南经济发展
脉络吗”促使几个年轻人3天内拿出了5万
字的《河南经济发展兴衰隆替》文章，当年，
他们就把中原大省数千年经济发展脉络梳

理清晰，把这本30万字的书摆上时任省委
领导的案头，由此进入省委省政府的经济
智囊团，继而进入国家级经济研究机构，亲
历改革开放头10年的大潮大浪大事，成为
他自己所说平生最感欣慰的“为国谋”阶
段。那本书和他后来写成的《中国西部研
究》《九十年代县级经济发展研究》《国营商
业改革与发展》《中国连锁商业理论与实
践》……还有参与制定的诸多国家级省级
发展文件草稿一起，静静摆放在那里，隔着
透明的书柜玻璃，从那些发黄书页里闻得到
缭绕的烟草气雾，看得见夜灯下手写的一行
行钢笔字……

他就在那里，不止一次提醒我：人生有
限，其实你只要写好这个人，和这个人有关
的事儿，你就会成为大家。他说的，是至今
居住在北京远郊、潜心写作的学者王小
强。这位曾经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
所长，上世纪80年代就带领当时经济理论
界的青年学人，融入改革开放热潮，出版的
系列丛书和鸣着思想解放的钟声。而他本
人，却谢绝一切应酬，不求任何回报，甚至
辞去所有职务，要把自己对国家民族发展
的思考化成文字。

他就在那里，一边整理又一次远行的
物品，一边又一次提起那个计划：该把去过
的地方理一理了，每个地方一组照片，你发
挥特长配一个短文，肯定一流！咱们可是
亲历，一本用眼睛解读的世界文明，独一无
二！

他就在那里，手机眼镜依然放在床头
触手可及的地方，急救车把他送进 301医

院后，他再也没有回家，病床上的 30多天
里，他已预感到生命尽头的可望可及，每天
在手机上写出将近千字，关于家族，关于父
母，关于“为国谋”的激情岁月……而他对
生的留恋，体现在热爱生活的每一个细微
之处：病房不让放置鲜花，他从朋友送来的
花束中挑出最鲜艳水灵的几支，插在一个
空罐头瓶里，用彩带装饰起来，每每置放于
那张病床专用的移动小桌上。尽管医生说
出了“恐怕你以后只能在医疗环境中生活”
的话，他还是联系到为他设计过海景茶台
的工人，探讨怎样把客厅书房打通，自己在
轮椅上直接到达阳台，看海上日出，听潮涨
潮落……

他从小恐高怕动物，早年儿子姑姑家
养了一只大猫，他多年忌讳不敢登妹妹家
门。可是，他病重准备重返陵水疗养时，却
时刻惦记家中那只儿子从国外带回的猫咪
小奇。看到家中有人出入，立即提醒，别让
小奇溜出去跑丢了，还流露出带它去海南
的想法。我们笑话他怎么怕猫变成爱猫，
回答似乎漫不经意：“它是个活物呀！”只要
活着，一切都是美好的！

是的，他会回来，家门口处，永远摆放
着他的拖鞋；餐桌他的位置前，始终有他喜
欢的碗筷；我们对坐的大写字台那一面，有
他翻阅一半的书籍，做记号的彩色水笔；他
的床铺被褥应时更换晾晒，房间保持通畅
洁净……

如此，依然能听到爱人的大音大嗓，依然
看得见他的身影摇晃。而我，依然活着，直到
去往另一个世界，与他相聚。3

□李红旗

他喜欢树。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黄河滩区的村庄里，杨树、柳树是

乡村和田野的主角。一次，他帮父亲到公社粮管所交公粮，
看到仓库门前一棵郁郁葱葱的大树，挂满了一簇簇粉红色
的针形花瓣，在微风吹拂下散发出阵阵清香。他很是好奇，
父亲告诉他：“这是芙蓉树。”

从此以后，美好的芙蓉树印象深深刻记在了他的脑海
里。他背着父母，托县城里的亲戚捎来了一棵芙蓉树幼苗，
栽在了后院。后院里栽满了他喜欢的树苗，他唯有对芙蓉
树钟爱有加，经常浇水施肥，芙蓉树长得枝繁叶茂，很是惹
人喜爱。

在芙蓉树第一次开花的那一年，也就是 1976年，他要
报名参军，实现他从小渴望当一名解放军的理想。家族里
有人反对，说“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等等。他没有丝毫
犹豫。看到孩子心意已决，娘抚慰道：“到了部队要听领导
的话，好好干。家里有你三个哥哥，不要牵挂我和你爹。”

17岁的他登上了南去的列车。离开家之前，他专门围
着那棵芙蓉树挖了一圈沟，跑到黄河大堤上，向打鱼人家要
了一筐臭鱼烂虾埋在了下面，嘱咐他的大侄子不要忘了浇
水、剪枝。

几年过去了，芙蓉树在家里人照料下，在肥沃的土地上
一天天长大，每到开花季节清香四溢，成了村里一道景色。

一天，年迈的爹娘在树下乘凉，乡村邮递员送来了一封
信，老人不识字，让大侄子打开书信念念啥内容。大侄子高
兴得蹦起来对爷爷奶奶说道：“我四叔提干了！”对于祖祖辈
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乡下人来讲，这无疑是天大的喜讯。
忍耐不住兴奋的老人，叫来了亲戚朋友，在院中摆了三桌宴
席，热热闹闹庆祝了一番。那天，老人喝醉了。

他提干的消息飞快地传播到了四邻八村，人们在竖起
大拇指夸赞的同时，说媒提亲者络绎不绝。老人征得他同
意后，选中了一位姑娘，并把照片寄到了部队，要他回来相
亲，把婚事确定下来。

为了儿子能尽快结婚成家，老人张罗着凑钱盖了三间
新瓦房，并把他亲手栽下的那棵芙蓉树移栽到大门前面。
那里阳光更充足，芙蓉树绿阴如盖。

谁知，当年轻人要请探亲假时，部队突然执行紧急任
务。两个年轻人之间只能书信来往，相约任务完成后回家
定亲。

半年过去了，一年过去了，黄河岸边依然站着一位眺望
远方的姑娘。

后来，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他所在的部队开赴前线，
回家相亲的事自然就又推迟了。为了表达诚意，他在信上
说：“等自卫反击战胜利后，就回家结婚。”

此后，爹娘身边多了一台昼夜响声不停的收音机，挂念
儿子的老人时时刻刻关注着前方的消息。

一个月后，战争告一段落。老人天天盼望着邮递员能
叩响他们的家门，能送来一封儿子平安的书信，能送来儿子
回家的电报。

等啊等，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没有任何信息，
老人的期盼化作担忧和不安。

一天，县武装部和公社的领导陪着两名军队干部来到
家中，握着老人的手，沉痛地告诉他们：你们有一个伟大的
儿子，为了掩护战友，他牺牲在了保家卫国的战场上。

烈士的名字叫王茂才，河南省长垣县人。在攻打凉山
的战斗中，他带领尖刀排，冲到了敌人碉堡下，为掩护战士
英勇献身，时年22岁。

老人手捧着“革命烈士通知书”，拿着550元抚恤金，久
久无言。

我们无法猜想，当烈士跨出战壕，冲向敌人碉堡，在生命
最后一刻，是否想到了遥远北方的故乡，想到了白发苍苍的
爹娘，想到了未曾谋面的恋人，想到了他亲手栽下的芙蓉树？

时光流逝，烈士的英魂已在祖国的西南边陲沉睡了数
十年。家乡的小村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改革开放的时
代里日渐富裕。所有的伤痛记忆看似渐渐褪去。

后来，烈士的父亲因病去世。那一年，烈士的母亲已
90岁高龄，后来，老人家又得了半身不遂，但是，她每天都要
子孙们用轮椅把她推到芙蓉树下，坐在那里久久不肯离去。
突然有一天下午，老人把大孙子叫到面前说道：“你四叔已经
牺牲多年了，我这几天经常梦到他，也不知道他埋在哪里。
你去看看他吧！”

烈士的侄子第二天就乘高铁来到了云南，转乘长途汽
车，在蜿蜒起伏的山路上颠簸了 8个多小时，抵达河口县，
又坐出租车走了5个多小时，才找到墓地。

抬眼望去，巍峨的大山峰峦叠嶂，绵延不断。一条河流
在大山的前面缓缓东去，山坡上密密麻麻竖立着数百个烈
士的墓碑，寂静的群山，翠绿的树林在默默地护卫着这些为
国捐躯的英灵。

烈士的侄子在墓群中一个个寻找，好心的出租车司机
也帮他提着从家乡带来的烈士生前喜欢吃的炸麻花，两个
人上下左右寻找了将近一个小时，才找到了烈士的灵位。
烈士的侄子双膝下跪，泪流满面。离开墓地时，他用红布包
了一捧红土放到皮箱中。

烈士的母亲不久也离开了人世，捎回家乡的那捧红土，
一半随老人葬在墓中，一半埋在了芙蓉树下。

春天又来了，那棵芙蓉树越发枝繁叶茂。3

□紫贝

陵园空寥不见人，也不闻人
语响，我捧一盆新插的鲜花，来
看我的父母。

陵园大，似江南园林风格，
几处亭台楼榭，翘檐粉墙，阳光
斜照，半明半暗。浅河流过石
桥，汩汩而去。柳丝搭在桥上，
像素手纤指，抚摸白色雕纹，一
下，一下，柳应该是念亲柳。走过
石桥，再走过长林矮柏。夹竹桃
一人多高，花如白绒穗，走过风吹
飒飒，明明像说话，转过头看看，
却又安静了。墓碑立于花木之
中，高一片，低一片，最小的墓碑
是石砖，一排一排埋入青草中。

上次来这里是3年前爸爸离
世时。很多话，说不出口。我
想，和天上的人对话，看不见，听
不到，触不着，只能感觉。

拿毛巾擦去墓碑上的尘土，
放上盆花。这是我期望的形式，
这是苏轼说的“明月夜，短松
冈”，只有飞云斜风，只有花木流
水，只有我和我的爹娘。

我用手摸妈的脸，她眉眼光
彩四溢，妈总是这样，看到她的
孩子时，兴致勃勃翩然而至。
2002 年回来，她像过去一样带
我逛街，走着走着人突然蹲下，
一手按着胸口脸色乌黄，一手摇
摇叫我别慌，拿出药丸咽下，闭
上眼睛大口呼气。我扶着她不
敢说话，她的脸色变得也快，阴
云疾去，快雨过隙，像转晴的太
阳，又润泽舒朗起来，心情还是
大好，要带我去一个酸奶特别好
吃的地方。我不同意，坚持送她
回家。她起身往前走，走几步停
下，转过身对我伸出手。阳光似
水澹澹，漾着她的白纱巾，风吹
光动，纱巾像一层岚气，飘一下
是浅红，再飘一下是橘黄，我有
些恍惚，好像回到儿时，站着不
动，等她走回来牵我的手，她不
回来我永远不动脚，她回来我满
心欢喜跟她走，这次又是，跟着
她去那些我不知道的小店。

她提起上世纪 90年代初我
回家过春节，有一年我先生从市
场买回一对兔子，它们在门前探
头探脑。全家人惊后大笑，笑过
都吵着把兔子送回去，妈不让。
妈拿两根胡萝卜放兔子前面，她
要养着。后来那对兔子失踪了，
我家那时有个小院子，院子的小
菜园留下几处兔子挖的坑。“怎么
都走了？兔子也呆不长，那些坑
不要填，也许它们哪天会回来，带
一窝小兔子。”妈的声音很伤感，

“什么时候你们再一起回来过春
节啊，都回来！走那么远，春节再
也不是过去的春节了”。

我向她许诺，却没有陪她过
春节。又回去时，她看我一眼就
此别过，驾鹤西去了。那年挽着
她的胳膊穿街走巷，“当时只道
是寻常”。

墓碑上，爸爸神采饱满，像是
兴致就要来了，说古，谈今，茶一
杯，酒一盅。记不得有多少个下
午，直说到月移花影动，他不想
停，我不愿走。窗外是一棵妈妈
种的石榴树，春风渐暖，枝条初
盛，他目不转睛看着石榴树，没有
了种花人，以后的日子便是与这
树为伴了。

走进父母曾经的房间，石榴
树在窗头舞风絮语，小侄女伏
案习画，画上好像有石榴花，再
看看，是花的影子，从窗格伸进
来，灿灿一纸。这间屋子物改人
非了。我环顾四周问侄女：你记
得爷爷吗？三年前她 4岁，4岁
的孩子对身边突然消失的生命
有多少记忆？她用力点点头：记
得。那你给我说，爷爷叫你什么
名字？娇娇，她大声回答。我的
泪就下来了。我不知道他可曾
数花，数着那满树的花朵一瓣一
瓣坠落，每落一瓣，就是走近妈
妈一步。要不，怎么隐瞒病痛，
坚决不治？现在，终于和妈妈日
夜厮守了。

我坐在台阶上，和爸妈说
话，小河悄然无息，睡莲浮在河
面，一动不动，叶子像心。3

□袁静

走在清明的微雨中，我的耳边响起杜牧传诵千
年的歌吟。从村口通往野外的路窄窄的，带着微微
的波浪形状。路是黄沙小路，走在上面有海绵的质
感，柔柔软软的。多年前，母亲曾告诉我，故乡的黄
沙来自母亲河——黄河，那是黄河给这块土地的馈
赠。如今，春雨潇潇，不急不缓，飘洒在这片黄沙土
地上。雨打湿了我的脸，微凉，惬意。

折一根柳枝，慢慢走在黄沙小路上，闭目想
象，谁不想诗意地栖居在故乡的土地上呢？此刻，
我就是两千多年前的牧童啊！左手握缰，右手持
柳，短短的腿夹不住牛背。牛驮着我行走在黄沙
小路上，踏上了卫国的土地。西去，走过历史的风
烟，走向历史的深处。

前面，不再是卫国的辖地，那是晋国的地盘。
晋献公的美人儿骊姬，略施小计，离间了献公与申
生、重耳、夷吾父子兄弟之情，太子命丧黄泉，公子
重耳流亡他国。大臣介子推追随重耳左右、不离
不弃，甚至“割股啖君”。后来，重耳励精图治，成
为一代名君晋文公。而介子推却悄然离开，与母
亲归隐绵山。晋文公为了迫其出山相见，下令放
火烧山，介子推与母亲抱柳被火焚而死。晋文公
感念忠臣之志，将其葬于绵山，修祠立庙，并下令
在介子推死难之日禁火寒食，以寄哀思。晋国少
了一个忠臣，节日多了一个寒食。第二年，寒食节
次日，晋文公率群臣素服登绵山祭奠。他突然发
现，那棵烧焦的大柳树竟然奇迹般死而复生，枝繁
叶茂。晋文公想起介子推的志向，联想到当日清
明之气，赐封眼前的大柳树为“清明柳”，并晓谕天
下，把这一天定为清明节。

清明的微雨伴着轻柔的风，打湿了我的脸颊
和睫毛，一个激灵，那牛一声哞叫，驮我回到眼前
漫漫黄沙之地。微雨中，再看手中的柳枝，柳叶碧
绿，上面滚动着细小的雨珠。我知道，绵山的清明
柳，如今插满广袤的大地了。千年前的唐朝，那位
大诗人杜牧在吟诵“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
断魂”的诗句时，想必也是手持绿柳的。

前行，路的尽头是先祖的坟茔。我的高祖父高
祖母、曾祖父曾祖母、祖父躺在这里。面向先祖，我
深深鞠躬。于我而言，于所有的生者而言，缅怀先
祖，虔诚地表达尊崇、感恩和追思，已成为一种历史
的积淀，代代传承，绵延不息。空旷的田野，一座座
坟茔，飘落的雨丝，让乡愁弥漫在天地之间。一时
间，仿佛看到先祖的音容笑貌，他们来了，时间又让
他们去了远方。多年前，先祖们用勤劳的双手耕耘
播种，用虔诚的心感谢大地的赐予。人类一代代繁
衍生息，生命的定律亘古永存，绵延不绝。

走在清明的微雨中，耳边响起杜牧的歌吟。
我不是欲断魂的路人，我是牛背上的牧童。我的
牛，在黄沙地上缓行，用湿漉漉的舌舔吻着黄沙地
上的青草，亲吻着春天。

路上的行人多起来了，他们中有白发的老者，有
满脸沧桑的中年人，更有满头青丝的年轻人，还有黄
口小儿。他们撑着雨伞，披着雨衣，三五成群，扶老
携幼，向着他们故去的亲人的坟茔走去，隔着时空，
他们在四月的田野里默默地交流。如果说春雨滋润
了万物，那么，清明则承载了人们数千年亲情的触
点，它让我们慎终追远，洗刷我们内心的尘埃。

清明微雨中，草色连云。我知道，那是生命之
绿，是绵绵不绝的生命本色，是黄河和大地母亲献
给这个世界的诗意的爱。3

□熊召政

与君一揖相逢日，

正值京城初雪时。

北海酒吧谈雍正，

南阳文侠吐清辞。

江山社稷无常道，

家国情怀应自知。

忧患萦心浇块垒，

民间疾苦帝王诗。

纸贵洛阳三大帝，

索居故邑一青巾。

文章十斗无酬应，

反腐千言鉴古今。

守拙固廉知宿命，

抽刀断水见精神。

悲哉二月河中水，

从此苍茫不见君。3

【后记】我与二月河先生 15
年前相识于京城，是日大雪。我
们于北海品茶聊天。此后过从
甚多，每次闲聊，均以史鉴今。
对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的新变
化，二月河颇为赞誉，于大力反
腐更是称颂良多。先生患糖尿
病多年，每次见面，均以保重身
体为嘱。不意天妒英才，先生仍
登仙而去。悲夫哉，悲夫哉。

梨花风起正清明

只要活着，一切都是美好

当时只道是寻常 忆二月河

清明微雨

芙蓉树下

铭记历史 缅怀英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