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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少辉

陪儿子写作业，凝视他坐在台灯柔和的光
晕里认真写字的样子，我想起岁月深处的那盏
煤油灯，在黑洞洞的土屋里忽闪着火苗，几许
温暖几许感慨……

我最初对灯光的记忆，来自一盏黑乎乎的
煤油灯。一只用完墨水的瓶子，盖子上钻一小
孔，孔中安插一根比筷子略细的铁皮灯芯，灯
芯中贯穿一条用棉花捻的捻子，一端浸于煤油
里，一端微微露出。点燃了，便有一团微弱的
火苗跃出。一片昏黄的灯光，便像梦一样晕染
开来，梦里还能看到绽放如梅的灯花，还能听
到噼啪的微响以及遥远的古言和村中的人
事。这样的灯光一直伴随着我的童年，也为我
燃起了生命最初的一缕霞光。

那时，天黑透时，执掌光明大权的母亲才
去点灯。作为燃料的煤油，当时也叫“洋油”，不
仅贵，而且因为紧缺限量购买。为了省油，她总
是把灯芯捻得细细短短的。母亲点灯的水平很
高，只需一根火柴，“嚓”的一声就点燃了灯焰。
尽管劣质煤油的火苗有气无力，还吐着黑烟，但
却驱除了生活的黑暗。煤油很贵，光明有价，母
亲舍不得浪费光亮，微弱的灯光里，她纳鞋底的
声音“哧哧”响，单调的声音，把一个个清苦又孤

独的夜拉扯得很长很长。
上学后，母亲郑重地把掌灯权移交给了

我。她教我如何掌握技巧，只要一根火柴就
能够把灯点燃。她嘱咐我说：“男孩子，长大
后要持家的，连给家人光亮的本事都没有怎
么行呢？”我天生手脚协调能力弱，第一次浪
费了足足半盒火柴，才把灯点燃。母亲心疼
地收拾起地上烧黑了头的火柴杆，灯光里，她
看我的眼神充满了期待，好像我刚刚完成了
成人仪式一般。

从此，每天晚上我家的灯都是由我点亮。
小心地拿起火柴盒，打开，捏住一根，仿佛拿到
了通往光明的钥匙。将红色的火柴头在磷片
上“嚓”地划过，火苗便“刺啦”一声蹿跳起来，
用手罩着，防止微弱的火苗被风扑灭，慢慢往
短短的灯捻上触碰。灯焰忽闪几下，就欢快地
开出花来。母亲满意地望着我，好像她的儿子
完成了一件大事一般。她又开始重复单调的
纳鞋底的声音，我坐在她身边认认真真地读
书、写字。

上三年级，认识了几百字，我就开始看“杂
书”。连环画，厚的薄的大人看的书，找得到的
全看。好多书，我都是在煤油灯下读完的。

我看书时，母亲常常说：“这孩子，灯这么
暗，把眼睛看坏了咋办？”边说边用纳鞋底的针

把灯捻拨得高些，让灯焰高高地蹿起来，纸上
的文字便清晰如流畅欢快的溪流了。

那个时候，曾有在城市打工的乡亲回村预
测，将来是“灯头朝下”的时代。年少的我十分
不理解，因为我们的煤油灯是灯头朝上的啊，倒
过来，肯定不行。但是，这个“肯定”被否定了，
上小学四年级时，村村通电了，家家户户安上了
电灯泡。电灯一开，房屋亮堂起来，我们的心房
也被照得亮亮堂堂。我们高兴得又蹦又跳，因
为晚上写作业，不用“摸黑”了。煤油灯完成了
使命，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不过，只有更好没有最好，尤其是灯。本
想，用上电灯泡已经很幸福了，没想到后来，日
光灯也普及了，再后来，又有了节能灯，既省电
又明亮。近几年，各种造型的水晶灯、LED灯
比比皆是，简直是五花八门，色彩缤纷，灯的功
能也不再是单一的照明，它为我们的生活带来
绚丽多彩的光芒。

如今，煤油灯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久远
了，许多孩子只有在博物馆、纪念馆才能见到
它的身影。偶尔停电，大家也可以用带有电池
的台灯照明。过去，有一句俗话：蜡烛不点不
亮，油灯不拨不明。现在，孩子们恐怕已经不
太理解这句话的含义了。

灯的变迁是我们老百姓生活巨大变化的

一个缩影，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我们的灯越来
越亮了，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亮了，我们的时代
越来越亮了。去年回故乡宝丰县雷神村，惊喜
地发现故乡的村巷竟然装上了太阳能路灯，智
能感光控制，一到晚上便自动亮起，天一亮便
自动熄灭，极为先进。看着小朋友们在明亮的
路灯下游戏玩耍，我想起我小时候，晚上面对
漆黑的村巷不敢独自出门的情景，不由得感叹
生活日新月异时代今非昔比。听说全县正在
乡村推广普及这种太阳能路灯，我由衷地感到
高兴。生活中的灯照亮了我们的生活，思想中
的灯照亮了我们的时代：五位一体，四个全面，
五大发展理念——这些全新的理论之灯正照
亮我们祖国的未来。

如今，我生活的古都洛阳，她的许多历史
名胜如龙门石窟、隋唐城遗址公园、定鼎门遗
址博物馆、应天门遗址、洛邑古城等，也充分
运用了现代灯光的美学设计，每到夜幕时分，
在灯光的装扮下，这些古老的建筑焕发了新
的生机，流光溢彩，引得游客流连忘返。历史
景观精心打造的灯光秀和霓虹闪烁的现代城
市夜景交相辉映，成为洛阳市一张张亮丽的
名片。

灯光璀璨，恰似伟大新时代繁荣昌盛之景
象。3

阳高游，
杏花吹满头
□张鲜明

1.守口堡的杏树把自己当成了导游

这些浩荡的杏树

一定是从南方来的

骑千里春风，举十万花灯

过雁门关

沿河谷迤逦北上

在守口堡

集结

望着虎头山

望着断崖口

望着天上的长城和云朵上的墩台

望着比蜜蜂还要多、比蝴蝶还要晃眼的游客

守口堡的杏树

一恍惚，把自己当成了导游

这些树

蹚过黄水河，蹚过黑水河

仰起下巴颏

沿山坡朝长城走去

累得脸儿都白了

却依然保持攀爬的姿势

看样子，她们是要把游客

带过长城，引到白云上

还有更缥缈的山影和更蜿蜒的长城吗

还有更神秘的城堡和更挺拔的烽燧吗

还有更明亮的阳光和更清冽的泉水吗

还有更粗壮的绿树和更多彩的野花吗

还有更阔大的杏林和更繁盛的杏花吗

喂，杏树，杏树

你快说，你快说

在前头，在山的那边

还有哪些景致

在等着我

2.俺不是北风，俺要开花

玄衣如铁，身似虬龙

这一棵杏树

在断崖口下站成了

一股斜插的

北风

满河谷的东南风

冲过来

缓缓地把她

摇醒

许久，她愣在那个舞蹈动作上

等回过神来

立马疯了

把憋了一个冬天的话语和委屈

大把大把地

掏出来，吐出来：

“俺不是北风，俺要开花！”

守口堡村口那头小花牛

支棱着耳朵听了听

突然尥开蹶子

像一棵杏树那样

疯跑起来

3.满头的杏花是洁白的邮包

阳高游，杏花吹满头

从此，你就是一株开花的杏树

满世界奔走

你满头的花瓣是洁白的邮包

装着山，装着水，装着绿，装着遍地花朵

装着长城，装着烽火台，装着古城堡

装着杏子的甜，装着小米的香

装着二人台一样高亢的晋北方言

装着塞上高原一样饱满的笑脸

和星星一样笑盈盈的眸子

负责投递的

是四月的风，她记得你灵魂的地址

会把杏花包裹着的那一切

一件一件地

寄出

投递的频率是——

每时每刻

邮件的有效期是——

一辈子

4.这一瓣杏花要飞

这一瓣杏花

要飞

她站在大泉山一棵杏树的花枝上

像小小的蛱蝶

一颤一颤

杏树说，是大泉山要飞

这里的泥土

长出腿脚和爪子，像蝉一样爬出来

于是就有了大片大片的杏林

杏花是自带翅膀的

杏花飞起来了

杏树就飞起来了

杏树飞起来了

大泉山就飞起来了

大泉山飞起来了

漫山遍野的梦

就飞起来了3

□马永红

第一次在邻家的建房工地上看到这两个女人，我很惊奇，以前一直以为修
房盖屋是男人的事。

两个女人一高一矮，高的穿花格子上衣，黑裤子，瘦溜溜的样子，像多愁多
病身的林黛玉。矮个女人稍胖些，也是长袖长裤，全副武装。从清早看见她们
时，她们的衣服就湿淋淋地贴在身上，这一天里，湿了干，干了湿，黏黏糊糊的
样子看着就难受。

她俩都戴着遮阳帽和一次性口罩，只露出一双眼睛，眉目间全是疲惫。到
底是女人，即便干脏活粗活，也很讲究，不像那些男人，古铜色的上身裸露，后
背上一颗颗豆子一样大小的汗珠，明晃晃、圆鼓鼓地闪烁着、滚动着，然后小溪
一样顺着黧黑的脊梁滑下来，裤腰一圈湿透透的，脖里挂的灰毛巾两头争着往
下滴水，取下来一拧，浑浊的汗水一条线地顺流下来。

我与她们属于点头之交，上班前后，匆匆而过，只在周末碰上时，才说上几句
话。

我敬重她们，也为她们的吃苦耐劳而感动。听很多人说，农村的女人很享
福，饭后约上玩扑克，侃大山，一串串欢快愉悦的笑声如惊风，赛急雨，似群鸟般
倏地冲上树梢，旋即又哗地落在桌上。男人们南里北里、风里雨里奔波打工，攒
够一沓钱按时邮寄回来。女人们手里有钱，心里有闲，日子细水一样悠悠流走。

“我们农村人是比以前享福了，忙的时候干农活有机器，人不恁累了，不过
也不全像你说的恁舒服。”她俩说，有孩子上学的女人们得留在家里照顾孩子，
侍候老人，知表不知里，其实都不容易的。像我们这样的孩子大了，花钱的地
方多了，窝在家里打牙撂嘴的说闲话，不如出来挣个是个，让孩子他爸压力小
些，看着他爬高上低的，守着也放心。矮个女人说着话目光上移，瞄着房子上
她的光脊梁男人，眼神柔软如棉。

再见她们，却不戴口罩了。她们说，戴不戴都一样晒黑，还捂得透不过气
来。的确，她俩的脸黑黢黢的，只皱纹的褶子里面略显白些。太阳真是厉害，
如支支利箭从四面八方射来，无论如何遮盖，都无法阻挡紫外线的入侵。看着
她们搬起一块块砖放进小推车里，铲起一锹锹水泥送进搅拌机里，一次次仰脸
目送着吊机满载着砖沙的小推车，晃晃荡荡地在房上安全着陆时，我都替她们
累，这就是她们说的“干的轻活小活”吗？

她们却很知足，这个活儿也是看面子说好话才能做的。只要能来，宁可工
资少一些，她们就拼命干，抢着干，跑着干，男人吸烟解乏时她们也在干，泥沙
溅身浑然不顾，汗湿衣衫在所不惜，男人讲荤段子时她们充耳不闻。拿起布块
能做衣服，掂起铁锹能干活，看着房子一点点升高，自豪感也油然而生吧！

早上，我们还在睡梦里，她们开工了，午后，太阳正毒，我们午休时，机器又“嗡
嗡”地开火了。她们白天和男人一起辛劳，家里缝缝补补洗洗涮涮的活儿，啥时候
做呢？一定是夜半时分人家入睡了，她们还在忙活。怎么会不累呢？她们说，晚
上躺在床上，像感冒了一样，四肢软绵绵的，浑身骨头散了架般酸疼酸疼的。

那一天，没看见高个女人，矮个女人说，今天带她婆婆看病去了。原来她
男人没在这个工地上干活，几年前一次晚归时，被一辆货车撞坏了腿，从此不
能再干重活，女人却拒绝接受村里给认定的贫困户指标。她说，不能凡事都指
靠国家，我有一双手，年轻轻的，跟着建筑队一天挣个一二百元，再加上节余的
粮食卖卖，这日子能过。

仰望即将建成的高楼，我回想着那个瘦弱的高个女人，她眼睛不大，眼梢
细长，却时时闪耀着坚毅的光芒。就是这样的女工，用独立自强的信念撑起了
一个家。3

□张运涛

为了树立学生的自信心，我供职的
中学每天上课前都让学生举手宣誓：

“我行！我能行！我一定行！”这法子当
然不是我们学校首创，巴黎蒙马特高地
的“盲流画家”每天早起也会将头伸出
窗外对着街道大吼：“我是天才！”国内
某名校学生一起床就大喊“我要上清
华”……“行”比“天才”等口号内敛多
了，不盲目，也不妄自尊大，考上清华
行，做好生意行，当好公务员也行……

很遗憾，我求学时学校没有这方面
的培养，我因此缺乏自信，自卑倒愈来愈
严重。第一本书上市时，我正在鲁迅文
学院学习，出版社赠了 20本样书，我只
偷偷送过班里的一位同学，其余19本全
带回了家。不是我小气，总觉得拿不出
手。四个半月的学习结束，我也很少主
动给我的编辑同学投稿，怕人家笑话我。

我以为只有我这样的小作家才如
此自卑，没想到鲁迅文学奖得主周晓枫
也有类似心理。她的新书《有如候鸟》
出版时，我们在微信里有过交流。她要
我的地址，说是给我寄书。我说不用，
买书才是对一个作家劳动的尊重。她
的回复与我如出一辙：“我老有种担心，

怕别人买我的书花了冤枉钱。”我很惊
讶，她反问我：“写作者有几个能有真正
的自信呢？”

我生活在中原地区的一个偏远小
县城，走上写作之路纯粹是无聊之时的
一种寄托。或者说，最初的写作动机就
是想填充空虚的生活。没想到，越走越
远，竟渐渐与周围的朋友隔膜起来——
在家里关起门来阅读创作，出外都是参
加圈内活动，采风、学习、研讨……大城
市也去过很多，郑州、南宁、天津、北京，
甚至美国的芝加哥、爱荷华。有人因此
说我是我们这个小县城的著名作家，我
诚恳地纠正，连张湾著名作家都谈不上
——张湾是我出生的小村，我可能是那
里唯一把写作当成职业的人，但著名还
真不敢说，那儿的乡亲恐怕没几个人了
解我的写作。

我清醒地意识到，自卑是我生命中
最软弱的一部分，也应该是我之所以成
为作家的前提之一。它让我敏感——
所有自卑者都应该有一颗敏感的心。

也可能，是因为自卑才喜欢文字。
那是一个虚幻的世界，自卑者只有借助
虚幻世界方能慰藉自己。自卑者拿起
笔叩问这个世界的时候，诚惶诚恐，心
里满是敬畏。

我的主业是小说，散文写得少，一
年也就那么一两篇。之前我不喜欢散
文——不是不喜欢这种文体，是不喜欢
散文里到处可见亲情、友情等主题。文
以载道，文章最终的目的是交流思想，
传递观念，语言只是一个载体。后来读
到周晓枫的《你的身体是个仙境》，惊叹
不已，原来散文还可以这么写，既好读
又意味无穷。这就是我的散文处女作
《黑暗中的告别》的由来。它不像现实
中的我，命运极好，从《广西文学》2011
年刊登的众多散文中脱颖而出，获得

“金嗓子”文学奖，第二年又侥幸获得首
届林语堂散文奖。《黑暗中的告别》给我
的经验是，散文要真实。但是，对真实
的追求如果单纯地停留在客观事物的
表象上，当然会流于肤浅。散文的真实
不仅指描摹对象，还包括作家笔下的文
字，确保发自内心深处，甚至极其隐秘
的某个角落。于是我又写下了散文《肉
身的诱惑》《兄弟》《师·生》《向城市》《殇
之歌》……

作家写亲朋好友就像老师给自己
的孩子补课，属职业的私利。我写过父
亲，《躲躲闪闪的父与子》《父亲的故
乡》；也写过儿子，《两只猴子的梦想》，
但迟迟没有写母亲，怕流入俗套。后

来，终于写下《代元美》一文，如文章开
头所言，一次就医经历打开了我的创作
思路。我从母亲的名字获得灵感，希望
借此抒写一个农村妇女的爱与哀愁，以
及她们身份的卑微……

还有《一个人的县城》。那是一个
夏日黄昏，我正坐在三楼阳台上读书。
抬头看到县城的全景，一边是灰暗低矮
的老县城，一边是高楼林立堪与大城市
比肩的新区。旧的县城格局制约了发
展，它需要不断朝外延伸方能满足各方
需求。我想，全国得有多少这样的县城
啊。这是我写作的初衷，试图以个体经
验映射大千世界。文章发表后，反响之
大出乎我的意料……

散文这种文体，比小说来得畅快直
接，能第一时间与这个时代交融。我曾
经做过一个也许不那么恰当的比喻：

“如果说小说是一个作家的影子，那么，
散文则是作家的肉身——作家当然更
喜欢自己的肉身。”

自媒体时代，散文属全民文体。如何
从海量的散文中突围，对散文创作者来说
具有挑战性，同时也是一个机遇，让你能获
得被更广泛的读者接受的成就感。当然，
最重要的是，你是否写出了心灵深处的颤
动，是否把握住了时代精神的脉搏。3

□胡竹峰

路在绿中劈开，没有尽头。
车行如风，看见那些茅草，芒花冒出了头。立夏之

后，芒花就开了。芒花是开的吗？似乎是一点点从茅
草尖上抻出来的，一点点长，一点点紫，一点点白。在
绿的山上，渐渐寂寞到苍白，然后枯萎，飘散在空中。

这是商城的茅草，这是商城的芒花。
老家岳西也多茅草，房舍外大片田野水塘，大片

的山，山上到处是茅草。一到夏天，河岸沙洲连到山
岗峰岭，一片青翠翠的茅草起起伏伏，一片白花花的
芒花也起起伏伏。芒草起伏绿意深深，芒花起伏苍苍
莽莽，风中翻飞一直从田间连到天边。

人疑惑着，有旧事之感。仿佛那芒草丛中会走出
一个个少年，男男女女，有我，也有我的三个商城朋友
孙牧青、碎碎、刘军。

芒花下的人是八岁十岁十四岁。车窗里的人已
经是三十五岁了。二十几年过去了。二十几年过去
算什么。以后还会过去二百年，二千年，二万年……

商城与岳西都属于大别山区，一个在山之南一个
在山之北。

当年汉武帝祭祀古南岳天柱山时，登上大别山主
峰，见南北两侧景色不同，感叹道：山之南山花烂漫，山
之北白雪皑皑，此山之大果别于他山也！山之南油菜累
累结籽了，山之北的商城零零星星还有开得嫩黄的花。

车在路上，像是去我另外一个家。下午六点的商
城，阳光还没下山，温吞吞照着一行人，和煦如温水。住
下来，窗外是塔，崇福塔，俗称北塔，初建年岁失考，东壁
嵌有重修题记，为“崇祯二年己巳孟冬科吉旦”纪年。

站在塔下想起崇祯二年的往事。
那年中秋节的后一天，张岱经由镇江前往兖州。

日暮时分到达北固山，船停靠在江口。月光如同流水
从囊中倾泻入江中，水波吞吐，露气吸收了月光，喷洒
至天上，上下皆白。惊喜中不顾二更深夜，张岱移舟
去了金山寺。经过龙王堂，进入大殿，一路寂静。树
林下洒漏的月光，疏疏落落如同残雪。一行人在大殿
中张灯结彩，唱“韩蕲王金山及长江大战”几出戏。锣
鼓喧天，寺内的人都起床观看。剧完，天将亮，解缆过

江。山僧至山脚，目送久之，不敢多问，不知那一行是
人、是怪、是鬼。

商城的好，好在绿色。时候是春日四月，松树之
绿，杉树之绿，柳树之绿，杨树之绿，栎树之绿，触目皆
绿。偶尔那绿里一片红，映山红。映山红正好，妍妍
开着，在绿中躲躲闪闪。

映山红独独开来最好，其美在孤寂。红得孤寂，
人才生出怜悯心。我见过一大片山场蓦然盛开的映
山红，热热闹闹，惊心动魄。想起《源氏物语》里，高高
的红叶林荫下，四十名乐人绕成圆阵。嘹亮的笛声响
彻云霄，美不可言。和着松风之声，宛如深山中狂飙
的咆哮。红叶缤纷，随风飞舞。

恍恍惚惚里，那记忆中的红叶幻化成了映山红。
泡桐也开花了，高高如云，一朵朵紫在头上。车

摇晃着前行，他们说去黄柏山。黄柏山能看什么呢？
看绿。
一层层的绿，风一吹，新绿苍老叠在一起。干净

青绿的草一拨拨在风中涌动。
进得黄柏山。山风清凉，松树杉树甚美。春日阳

光穿过，深邃静谧。人被淹没了，在春绿中，化入深
山。一群黄牛在路边散散走着，抖动着肌肉，线条柔
和，红棕色的毛皮在阳光下光亮照人。那一瞬间，牛
比人快乐。

人呆呆看着，觉得那几头黄牛是从韩滉的画中走
出来的。据说当年韩滉出游，目睹田间耕牛图景，一
牛低头食草，一牛翘首而奔，还有牛纵趾鸣叫，或回头
舐舌或俯首寻草，于是绘出状貌各异的《五牛图》。

那一瞬间比人快乐的还有鸟。一只鸟在柳树上
立着，意态自得，目中无人，只知山林。天上有老鹰正
在猎食，盘旋俯冲，上下左右，也目中无人，只知捕鸟。

前几天读了几篇桐城文章，这两天连吃几顿商城
炖菜，好福气。

茶足饭饱，茶是信阳毛尖茶。流水青山安安静
静，毛尖也安安静静。

农舍饮了两杯毛尖茶，信阳绿入了体内，商城绿
入了体内，头顶银杏粗壮遮天，那绿也入了体内。远
处田野几只白色的大鸟飞翔，像是从庄子的册简里遨
游而来。3

岁月之光““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征文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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