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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底奔腾着母亲河
□侯群华

我的老家在周口黄泛区边上，小时候
总听大人们讲泛区泛区的，不知道咋回
事，只知道泛区农场地肥水美，欣欣向荣。

一邻居是上世纪 60年代从部队转业
回家乡的，他算是村里见过大世面的人
了。有一回大家伙儿都端着饭碗聚在胡
同里边吃边“喷空儿”，他也在，讲起了黄
河和黄泛区的故事。此时我才终于明白，
泛区是黄河泛滥区域，指 1938 年郑州花
园口堤岸遭到破坏后的受灾地区。他还
引用了陈毅《过黄泛区书所见》描述了泛
区：“一过黄泛区，水茫茫。陷过膝及腰
腹，人马欲渡川无梁。”从那时候起，我对
黄河充满了好奇和向往。

1992年，我十八岁，带着对黄河的敬
畏，参军入伍了。新兵起运时在郑州坐的
火车专列，北上到首都北京再转乘去山西
大同的专列。当列车行驶到黄河大桥上
时，整车厢的新兵都沸腾了，快看快看呀，

黄河，黄河！或许，他们也像我一样来自
豫东平原，从小到大，只听说过黄河，没见
过黄河，所以才激动万分。

车窗外，是一望无际的黄，水势敦厚，
大气磅礴，真像李白诗中描绘的：“黄河万
里触山动，盘涡毂转秦地雷。”

奔腾不息的黄河被无数诗人浓墨重
彩地描绘，她在我心中变得越发的神圣
了。我激动得泪花盈目，此时此刻，黄河
真正走进了我心里！多想让列车停下来，
下去亲吻一下让我魂牵梦绕的母亲河啊！

到了军营，我们学唱革命歌曲，除了
《团结就是力量》《我是一个兵》，就是《保
卫黄河》，高亢激昂的歌词和曲调，把我们
新战士们的爱国热情一下子给点燃了：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
咆哮……万山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端起
了土枪洋枪/挥动着大刀长矛/保卫家乡/
保卫黄河/保卫全中国……

时光荏苒。唱着嘹亮的军歌，放飞着
报国梦想，我从一名列兵成长为一名下
士，再从下士考入军官学校。记得军校毕
业那年，多雨的南方大江咆哮，洪水泛
滥。而在我们的故乡，大河安澜，黄河依
然静静蜿蜒。

那一年，我们全师官兵为支援地方经
济建设，整建制地浩浩荡荡从塞北大同奔
赴内蒙古大草原的黄河两岸，参加热火朝
天的“呼西光缆”施工大会战。我心中狂
喜，总算有机会来到黄河边亲近她了，近
距离地感受母亲河的雄伟壮丽。

我们连的工地在托克托县境地，地处大
青山南麓，西与贺兰山相通，从巍峨壮观、峰
峦重叠的贺兰山向东可俯瞰黄河河套。在
这里，黄河生生不息的秉性也造就了胡杨三
千年的刚烈：一千年不死，死了一千年不倒，
倒了一千年不朽。三种姿态的胡杨在我们
施工工地随处可见，犹如英雄丰碑，时时刻

刻地焕发出无尽的力量。这对日夜奋战的
官兵来说，是一种极大的鼓舞和激励。

施工中期，我们连受领的施工工地竟
与黄河近在咫尺。黄河流淌的声音像是
一支庞大的啦啦队，为我们呐喊助威。大
家累了，到黄河边洗把脸，神清气爽；渴
了，掬一捧“黄河乳汁”，甘洌心扉。

傍晚时分，夕阳西下，鳞波乍泛微风
起，在光缆沟旁的沙砾堆上，头枕镐锹歇
息，仰望伸手可摘的星辰，我们浮想联
翩。我们的施工行动犹如在疆场构筑军
用工事，干着干着，耳边似乎传来古代战
马的阵阵嘶鸣和将士屯粮布阵的脚步
声。将军发白马，旌节渡黄河。箫鼓聒川
岳，沧溟涌涛波……

2017年，惜别热爱的军营，我从第二
故乡山西、内蒙古这两个黄河母亲恩泽的
地方，又回到了故土河南，再次投入了母
亲河的怀抱。我脱下国防绿，重披“战
袍”再出征，奔赴了脱贫攻坚“战场”，担
任驻村第一书记。在转业岗前培训中，
正好有一项课程安排，我们到黄河小浪
底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参观见学。我又一
次亲近黄河！站在大坝上，感受“蓄水拦
坝”的壮观，目睹“调水调沙”的震撼，再
次领略了母亲河的博大雄浑。黄河这种
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精神，也激励着我
带领全村 4000多名乡亲在奔小康的大道
上奋斗不止。10

一

担架车从手术室里推出来，我仰躺着
听到厚实的门被轻轻打开，走廊的空气
里，站满家属望眼欲穿的鼻息。

从外科楼到病房楼有很长一段路，几
乎贯穿整个院区。担架车陡然暴露在阳
光下，眼前一片白。家人用衣服盖住我的
脸，九月的阳光，干净而强烈，隐约能看到
输液瓶的影子在颠簸中摆动。

到了，快到了。有声音很好听的女护
士轻声说。一片浓密的阴凉铺展过来。
烈日下的树阴格外宽广，眼睛和鼻孔一下
子舒展开来，虽然蒙着脸，可我再清晰不
过地抓住了树木的气息。

是香樟。我肯定地说。我闻到了樟
树叶子在烈日下迸开、生长的香气。说得
对。弟弟说，鼻子怪好使。

二

一动不动地仰躺在病房里，药液像初秋
大山深处的滴滴山泉，在规划好的轨道里掉
落进疼痛的血管，竟然不自觉有泪溢出眼
角。早已过了动情的年龄，心眼儿比脚后跟
的肉还死性，一时疑惑自己的失态，不知医
学上有无泪失禁之说。痛到极处，便是悲
伤，所有的悲伤都源自疼痛。可我不痛，麻
醉的人是没有痛觉的，我应该是在潜意识
里，为被金属戕害的完整肉体而伤心吧。

我想看看外面，看看病房外熟悉的日

常。我想看看被推来病房时途经的香樟树。
其实我认识香樟的时间并不长。在辽

阔的中原大地长大生活，眼中更熟悉的是
杨、柳、槐、榆等北方树种，甚至能手拿把攥
地说出其习性和花期。香樟深植并生长于
江南和西南，中原罕见，后来移植的多了，
才慢慢熟悉起来。常绿的香樟，树冠广展，
枝叶繁盛，成为中原绿化树、行道树甚至庭
荫树里的新宠。我喜欢香樟独有的气息，
在江南古镇的一处豪宅里，曾见到过一棵
参天古樟，形如巨伞，将立体的庭院尽揽怀
中。古宅里一件雕琢精细的樟木柜子让我
盘桓良久，樟木特有的纹路，像是大有文
章，人们遂在“章”前加了一个“木”字作为
树名，“樟树”的底蕴越发厚重。

但我暂时还不能离开病房去看香樟
树。每天遵医嘱输液、换药，吃不咸不淡
的流食，细数日出日落，看天花板上面无
表情的长明灯，直至在灯光下昏昏睡去。

生活，除了死，其他都是擦伤。我了
解自己身体的每一个器官，它的振动和运
行，它的亢奋和低落，我对它们充满信心，
只是不如医生更熟知其构造和负荷，以及
它的衰老和病理。值得忧虑和必须面对
的，是管床医生告诉我，三四天之后基础
麻醉的药力将会像绿皮火车一样缓缓驶
离，我的病躯会像一座被舍弃的车站，空
旷的疼痛没有任何着落和抓手。

管床医生是一位三十来岁的年轻人，我
昵称他翔哥。每次帮我换药后，他都会在我

身上轻轻拍两下以示完工，而我捕捉到的是
安慰和鼓励，我甚至能感受到他手的灵活和
温度。我在手术床上接受麻醉时，翔哥轻
轻揽住我的身体，整个手术过程他就在身
边无声地支撑着我，让我在忐忑中坦然面
对刀具的锋利。我能感受到刀在皮肤上划
过，冰冷的金属此刻竟变得温热而柔软，在
熟练的探究中剔除我急于摆脱的病变。我
清晰地记得翔哥身着新绿的手术服，是香
樟叶子的颜色，散发着温润的光。有时我
会在楼道里走走，将躯体的疼痛，从走廊
的这头位移到那头。我想用自己无着的
手，摸遍这整栋疼痛的大楼。但我仍然抗
拒换药。不是所有的疼痛，都配合抚摸。

三

从病房可以夹角很小地看到那几棵
香樟树。我总是歪着头站在窗前，看到香
樟蓬勃的树冠，新生出的叶芽在烈日下红
得发紫，根根挺立映射着秋日的阳光。

终于可以走出病房，到楼前的小广场
自由活动了！

站在宽阔的树阴下，香樟熟悉的气息
覆盖满身。一张青石桌，四只青石凳，招
揽着凉爽和就坐的诱惑。

香樟的气味是独特的，能驱蚊蝇。樟树
还可以提制樟脑，制作成通体洁白的樟脑
丸，我们称之为卫生球。阳春三月，母亲会
在衣服换季时，把我们的棉衣、毛衣毛裤等
清洗打理干净，码齐放在衣柜里，并在柜角

或衣兜里放上几粒卫生球。大多数虫子和
小动物对卫生球强烈的樟脑清香避而远之，
从而防止衣物被虫吃鼠咬。可等到寒风又
起，我们打开衣柜里的冬衣时，却发现卫生
球变得像米粒一样小，有的甚至消失得无影
无踪。母亲说，卫生球被虫吃了。长大后才
明白，是樟脑直接变成气体，挥发掉了。

卫生球的威力远非如此。我曾在儿
时的树阴下用卫生球画了一个雪白的圈
线，靠气味寻路的蚂蚁在圈内左冲右突，
闻到樟脑的气味即迅速折返，最终迷失累
倒在白色的禁锢中。

四

我每天都会在香樟树下盘桓上一段
时间。有病友偶尔也下楼小坐，伤痛拉近
了沟通的距离，平添了聊天的欲望，大家
一致认为，病房前有这几棵香樟树，真好。

一棵最大的香樟树，眼前的主干上悬
挂着一块绿底白字的铭牌。说香樟可祛
风湿，行气血，利关节，其性温味辛，可入
肝、脾、胃三经，等等。

同一物事，站位不同，解读出来的内容
竟大相径庭。一株香樟，工业认为它通体
有香气，可提制樟脑和樟油；木匠认为其材
质坚硬美观，宜制家具和箱笼；老百姓种香
樟，则是认为此木耐水淹，能驱蚊蝇。而在
医者眼中，香樟就是一味药。

每天和翔哥等一群年轻医护在一起，
我和病友们痛并快乐着，伤口全速愈合。

我会铭记这次疼痛，铭记病房楼前的
这片香樟树。我还会铭记这个日夜厮守
的医护团队。他们是一群青春的人，甚至
女性占据多数，每天面对的是病患最隐私
的部位，甚至是不堪和污秽，但他们选择
这一职业并妙手解除人间苦痛，他们是最
圣洁的人。就像病房楼前这一株株擅驱
蚊蝇、入药祛病的香樟树，他们是人生疾
苦中不可或缺的一味大药。10

读雪
□项建新

画中诗

西江月

寒山

病房楼前的香樟树 □刘昌武

□耿艳菊

地铁上，门口两旁的座位上
分别坐着一对母子，边上放着婴
儿车。孩子很小，妈妈抱着。大
家各自低着头玩手机，车厢里很
沉闷。

突然，响起了“咯咯”清脆的
笑声。两个小孩子竟隔着两扇
门的距离玩耍起来。发出笑声
的是右边那个小孩，有点瘦，头
发很黑，眼睛很亮。而抱着他的
妈妈却很胖。左边的那个小孩
胖乎乎的，白皙可爱。而抱着他
的妈妈却很瘦。胖乎乎的小孩
一直在挥着白白胖胖的小手，眼
睛很亮的小孩望着他笑。很好
玩的情景，清澈、柔软、赤诚。

胖妈妈和瘦妈妈意识到孩
子们用动作和眼神交流，很惊
奇。随后，两人很友好很亲切地
聊起来。胖乎乎的小孩一岁三
个月，眼睛很亮的小孩一岁零几
天。

地铁到换乘站，车门开，大
家 争 相 下 车 ，奔 向 换 乘 的 站
台。匆忙的人群中见一个女孩
子手举着两片树叶子袅娜而
行。不禁眼前一亮，女孩子浅
粉衣裙，叶子青碧，竟像古书上
的一幅画。

此时下午五点多，听人说，
这个时候正是一天里情绪最易
低落的时候。电脑前坐了一天，
疲乏劳累，甚至还有点小委屈小
失望，还要挤人山人海的地铁，
简直太糟糕。可是，遇见这样一
幅清新的画，竟然忘记了现实的
烦恼，一时间忽略了熙攘的人

群，沉浸在画中的意境。
胡同整修规划，好几家小饭

铺都关了门。胡同看起来整齐
了很多，不过总觉得缺点味道。
虽然依旧是人来人往，可是很沉
寂。不久，胡同口上新开了一家
早点铺，卖包子、油条、粥、豆浆、
豆腐脑，都是寻常到不能再寻常
的吃食，生意却异常得好，门口
总是排着长队。

按理说，生意这么好，低头
卖力赚钱就行了，再费劲吆喝，
岂不是多此一举吗？有趣的
是，远远就能听见卖早点女子
的吆喝声：“热包子哦……脆油
条……小米粥……”声音圆润
清亮，而且铿锵有力，很恣情恣
意，像东边红彤彤的日出，蕴含
着无尽的能量。

开早点铺其实非常辛苦的，
每天半夜三更就要起床，准备
食材，熬粥，做豆浆。我每天早
上从那里经过，想着生活是这
样的艰辛，可那女子的吆喝声
里却有着热烈的真诚和对生活
的热爱。在她富有诱惑的声调
里，竟也跟着精神抖擞，充满生
活的热情，脚步也不自觉地铿
锵起来。

“生活太近，梦想太远。”
生活是很近，而梦想未必就远，
用心感受周围的点点滴滴，会发
现粗粝的生活里还有很多可爱
的有趣的诗意的景象。我们跋
山涉水，我们千里迢迢，心心念
念的诗和远方不过是昙花一现，
而生活里的片段诗境才是及时
雨、雪中炭，是寒凉岁月里最踏
实的温暖，就是诗境。10

生活就是诗境

□李仙云

第一次得知公公有病时，是我与丈夫刚结识不久。当他兴致勃
勃地给我讲述与父母的故事，我随口问了句：“那你父亲现在还好
吧？”他一下子怔住了，随即黯然神伤道：“他患了阿尔茨海默病。”

原来，丈夫在十几岁时，婆婆就因高血压去世了。少年夫妻
老来伴，突然留下公公孑然一身，每日里形单影只，他像丢失了
魂魄般，本就少言寡语，此时更加沉默了。逐渐地，家人发现他
独自出门的时间，越来越长。几次尾随其后，才发现，公公竟然
每日跑几里路到婆婆的坟头独坐半天，与另一个的世界的老伴
絮絮叨叨。他一点点开始与所有人拉开距离，越来越活在自己
的世界中，有时几天一言不发。家人感知到他的失常并为他求
医时，公公已患了阿尔茨海默病。

一次与二舅妈聊天，她告诉我，公公年轻时曾在新疆当兵，
他高大帅气，而且识文断字，在部队很受器重。当年与婆婆虽是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两人其实少小就认识，感情甚笃。从
部队复员后，公公被分配到省城的医药公司工作，可婆婆是老
大，要与寡母共同拉扯抚养五个弟妹，为挑起这沉重的生活重
担，公公也自愿到农村，与婆婆一起共渡难关。迫于生计，在耕
种劳作之余，他曾走村串巷，为人修理风箱。二舅妈说，公公一
辈子性情温和，从不与人结怨，他极喜阅读看报，说话也总是文
绉绉的，所以村里人都称他“文先生”。

儿子两岁时，我们曾带着他一起回家乡看望爷爷。见面的一
刻，无论儿子如何唤他，公公都是面无表情的一声：“嗯！”当我叫着

“爸”递给他一块他最爱吃的水晶饼时，老人家默默地坐在床边，一
点一点地慢咬轻咽着。丈夫把新买的棉马甲穿在他的身上，他还
是默然不动。那一刻，我突然泪水如倾：这个世间有一种痛，就是
亲人就在眼前，可他却不知道我们是谁。当我把钱塞进他的口袋
里，他却像突然清醒了一样，说啥都不肯要。丈夫含泪道：“我几年
前留给爸的钱，他放在盒子里，盒子都锈了，可钱却一分未动。”

那么多年，公公总是坚持着那个雷打不动的习惯，每天去婆
婆的坟茔转一圈，回家就悄然卧于床榻，他从不给家人增添麻
烦，直至安静地走完他生命的最后历程。后来，儿子看到伙伴都
有爷爷疼爱、接送，对我说：“妈，我也好想有个爷爷！”那一刻，我
泪眼婆娑。10

失忆的公爹

万丈高山消翠，

一枝檞叶飘红。

年年岁岁过隆冬，

只是雪藏春梦。

且看山间白屋，

还迎远路山翁。

劲挥五彩绘山冲，

一啸云龙纷动。1

□摄影/一苇
词/大吕

□田斌

月亮（外一首）

一

我害怕冷
却年年期盼大雪
每当站在大雪里
把雪花放在手心
故乡就会来到心头

年复一年
读雪也成了我的爱好
读的雪越多
就越相信
每朵雪花都有她的来历

读的雪越多
就越相信
原来
大雪纷飞的样子
就是故乡的模样

二

雪花
从星星点点
到洋洋洒洒
三五好友围炉小坐
众人眼看着
这铺天盖地的白
封杀了世间的黑
有人不经意地发出感叹
清冷也是一种温暖

三

寒风肆虐的下雪天
才感受最暖和
就像在这世界
总有一些人
在你困难时
给你贴心的暖意10

植物志最里头的那些芒，或荻，一夜间
把河洛的野气和土腥吹进一张图或一部书里

矗立在想象与时间的深处。视觉所及或不及
像一尊神，或一坐大碑，等身体匍匐

水声，夯土声，角鼓的交响，一直到四角楼村
牲口的哞叫，飘荡的炊烟与鸟鸣

在九宫格中的一座座庭院里，仿佛一群外星人
正小心翼翼地抚摸擦拭着各自的灶台和陶罐10

□李山
夏都二里头

正走在半山腰的小路上
抬头，和山顶上升起的大月亮
巧遇，撞了个满怀
她一下子打开了眼前的世界
刷啦啦吹动的玉兰花的叶子
像无数双鼓动的手掌
欢呼这个宁静而芬芳的夜晚
身边的红薯地一垄一垄的
那些被采摘过茎叶的藤上
还冒着白浆
虫鸣一起一伏的
像晚归的呼唤萦绕耳际
今晚，那个窗口闪亮的灯光
才是我巧遇的眼睛

爱的滋润

茫茫一片的雪，遮天盖地
它洁白如玉，凝脂，无瑕
是一张铺开江山的纸
我们的脚印像素描
诉说着爱的依偎与缠绵
在我们堆雪人的时候
趁你给雪人系围巾的那会儿
我在雪人上写下我们的名字
那雪中刻下的爱
消融了，也不会留下一点痕迹
流淌的，却是爱的滋润10

我与黄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