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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的柿子树，听爸爸说是太爷在
商水汾河岸边薅草时发现一棵指头粗
的小树苗，小心地挖回家种在了老家祖
宅的院子里。每年都上粪肥，不时浇水
和打理，等到我记事时，柿子树已经有
大人三拃粗了。它的主干又粗又高，苍
劲生长的枝条在主干上次第分散开来，
互不影响吸收阳光雨露，远看像一把
伞，树冠也非常好看，庇荫着院子里的
一草一木。

柿子树下，留下了儿时的足迹，留
下了欢声笑语。捉迷藏、抓小鸡、打四
角、玩弹珠、掷瓦屋等游戏，常常使儿时
的玩伴留恋不舍，直到被父母拎着耳朵
带回家写作业。盛夏，“套蝉儿”是我们
最爱玩的游戏。胆大的狗蛋负责跑到
二大爷家的拴马槽边，趁马儿不注意，
把最长的马毛猛地薅下来做套儿，二娃
负责跑到东坑边的竹林里砍下又细又

长的竹竿，麻利地在竹子前段将马尾毛
打上一个活套，在柿子树上的蝉儿放声
歌唱的时候，把“蝉套”轻轻放在它的头
上方，慢慢套住它的脖子，用力一拉，蝉
儿就成了我们的战利品。毛孩立即掐
掉它的半个羽翼，让它在地上扑棱棱打
圈乱飞，我们在旁边高兴得又蹦又跳。
记忆中,在秋天，许多人家里总是缺粮，
小孩儿大多半饿着肚子上学，放学后，
我屁股后面总是跟着三四个小伙伴，等
我打开大门，都像猴子一样蹿到柿子树
前，扔下书包，伸臂攀爬到柿子树上，在
柿子树上乐得合不拢嘴，一边摘一边吃
在树上自然长熟的红柿子，让来得晚待
在下面的女孩子们直流口水。

“身体圆圆没有毛，不是橘子不是
桃，云里雾里过几夜，脱去绿衣换红
袍”。这是小时候母亲常爱给我们兄妹
几个猜的谜语，明明有一棵熟透了的柿

子树就站在院墙的一角，我与妹妹还是
猜不出来是什么东西。老家的柿子树
是农村比较稀有的磨盘柿品种，其果

“大小如橘，肉质深红细软，浆多汁丰，
味甜如蜜，鲜美甘珍”，非常好吃。那时
候，家里兄弟姐妹多，又是靠工分吃饭
的年代，母亲说树上的柿子吃不了，摘
下来换些钱吧。他们把摘下来的柿子
一半放到烤烟叶的屋子里点上柴火焐
得红彤彤的，好看又有卖相，一半煨成
甜脆的漤柿，小心地装上架子车，天不
明就拉到县城集市上卖，一般是一毛钱
一斤，行情好可以卖到一毛五一斤。父
亲每次卖柿子回来都是乐呵呵地把钱往
桌子上一倒，喜滋滋地对我说：“老大，数
一下卖了多少钱，数完交给你妈。”我是
那么贪婪地盯着钱数了一遍又一遍。那
年月，我总是盼望着柿子红，红了就可以
变成钱，卖柿子的收入就是过日子的油

盐酱醋，是我喜欢的小画册，也是我对生
活、对未来的一份希冀。

记不清是哪一年夏天的夜晚，整夜
刮大风、打大雷，竟然把柿子树的主干
刮断了，我难过了好几天。父亲默默地
爬上树，把断掉的主干锯掉。当年，断
枝旁边就发出了新的枝丫，没几年，就长
成了原先的模样。在我心目中，这棵柿
子树是一棵坚韧不拔的树，是一棵无私奉
献的树，是一棵诚实厚道的树。不巧的
是，我那时候患上了小儿麻痹症，全身瘫
痪了，父母把卖柿子和平时攒的钱全部拿
出来，带着我到处看病，其中的辛苦艰难，
父母皆不愿回忆。我记得最清的一次是
去北京看病回来，在周口汽车站喝茶时，
我残疾的右手不小心打坏了别人的茶瓶，
赔了别人1块钱后就没有了回家的路费，
真不知道瘦弱的母亲是如何把我背回家
的。读初三那年，我残疾的左腿也动了大

手术，不能到学校上课，母亲把做好的柿
饼送到邻村一位教初中的老师家里，请他
每星期来家辅导我落下的课程。值得骄
傲的是，我以高分考上了商水县一高。高
三那年，我考上了外地的大学，但因为身
体残疾被大学拒之门外，我对前途充满了
失望，感觉生活的路被堵得死死的，整天
唉声叹气。母亲说，你就学院子里的老柿
子树，被雷劈了不还是重新发了新枝，不
要遇到一点困难就放弃，你是男子汉，难
道还不如柿子树？是啊，我看着挺立的老
柿子树，一年四季，任凭寒风呼啸，冰雹肆
虐，仍坚定地站立着，它坚强的意志、不
怕困难的勇气一次又一次感动着我。母
亲摸着我的头说：“你那么爱读书，就复
读吧。”也许是命运的安排，1990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开始实施，我
幸运地考上了大学,又顺利地毕了业。
后来，我在城里工作，娶了媳妇，成家生
子，生活得很幸福。每年，特别是柿子成
熟的季节，儿子总催我回老家看奶奶，我
知道，孩子又想像我小时候那样，爬到树
上摘柿子了。一到老家，母亲早早在院子
里放上了小方桌，把熟透的柿子摆上，父
亲、我和儿子都大快朵颐地吃了起来，母
亲总是打趣说：“真是爷仨，都那么喜欢吃
柿子。”

有一年冬天，我回老家，刚下车就
看见老家的柿子树梢上如灯笼般挂着
的红柿子，此时，西风吹瘦了树，枝干叶
落，一树一树的寒凉。我没有料到，远
远望去，柿子也会出落得这么秀气，金
黄，莹润光洁，耀眼得像个艳装待嫁的
新娘。落光叶子的树枝上，老柿子树把
这些已经熟透了的柿子尽力举向蓝天
的姿态，让天空多了色彩。看着这些像
彩墨画的柿子树，让我心头一震。心
想，是不是父母老了，上面的柿子够不
着了，被迫留下的？我不解地问母亲，
母亲说：“那些留在树上的柿子叫看树
佬儿。其实并不是看树，是留给入冬觅
食困难的鸟雀的。做人不能太自私，也
不能太短目。你给鸟雀们留着，它自
然会记得你的好。开春后鸟雀还会
来，来了不闲着，给树捉虫子，没了虫
子，来年柿子又会大丰收。”这时，一位
有文化的老爷爷却说：“这些柿子是专
门留给乌鸦的，是人们为了表达对‘羊
羔跪乳，乌鸦反哺’之情的尊重和支
持。那些挂在树梢上像灯笼的柿子，
也无声地给人以孝敬父母的教育，也
在讲述着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文
明和传统美德哩。”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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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的柿子树
□郭良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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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是来春的底色
□何永康

怀念
□高金光

一

每到年底，总会真切地领受到时光
老人的提醒与催促。爬了一年的山，要
到山顶了，到山顶后是走下坡路退到谷
底，还是去爬更高的山，需要抉择；搭乘
的小舟即将靠岸，上岸后的路走向如
何，也还未知——年底真是颇费考量的
时日。

在我看来，今年的年底其实是明年
的底色。这个底色虽是在当下预设，却
决定着明年的成色或者起色。“历添新
岁月，春满旧山河”。时光荏苒山河依
旧，恰如每一个年底都显得有些陈旧有
些凝重，但春天却总是新鲜而轻盈的，
陈旧与凝重是画面厚实深邃的背景，以
反衬出春天的明丽，不至于让即将到来
的第一季失之于轻浅。

因而在冰天雪地的眼下，也仍有尚
未凝冻的春意在生成，在萌动，在期待
开花……

二

古代诗人多喜看山，看山其实是在
观云。观云的心境和情态各有不同，眼
中的云也不尽相同。采菊东篱下，悠然
见南山，南山上定然有微云，陶渊明方
得悠然；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敬亭

山也应有微云，李白才不会厌倦。而辛
弃疾说“我看青山多妩媚”，其“妩媚”的
一定是云并且是淡抹的云，那“青山看
我亦如是”呢？青山看我是以云为眼，
不多，小小一两朵恰好。当然，诗人也
有心潮逐浪的时候。譬如李白，就有

“长吁望青云”的喟叹，有“摇笔望白云”
的洒脱，也有“直上青天挥浮云”的豪
放。这时的云，就不是云朵而是云海云
流云瀑了。

云淡风轻，云蒸霞蔚，有啥不好呢？

三

一生的成败圆缺，都留在自己走过
的路上，留在或深或浅的脚印里，而不是
存放在遥不可及的“理想平台”上的一个
画饼。不必计较雁过是否留声，人过是
否留名，重要的是你还在不断赶路。把
一个个路过的“点”，用思想和历练的经
纬串联起来，或许就形成了生命的版图。

路过的所有地方都不可能是目的
地。农舍客栈可以小憩，田园山水可以
流连，但不能乐不思蜀，还有很多地方需
要继续去路过。当然不一定要路过全世
界，但一定要路过远方那精神的家园。

四

剧烈运动之后总是需要安静的休

息，沸点过后，适度冷却很有好处。如
同打铁，铁匠把铁坯在炉子里烧得通红
了，夹子钳出来锻打成型，最后还要在
冷水中淬火，如此铁器才有硬度和韧
性。沉静其实也是冷却，寡言少语，更
有利于静心观察、独立思考。一个叫张
文宏的医生说了一句话：“语言少了，思
想就出来了。”张医生除了医术高明，还
深谙动静之道，是一个哲学家。

哲学认为，运动和静止，是一个事
物的两个方面，属于对立统一的关系。
绝对的运动体现发展与变化，相对的静
止体现定力与平衡。运动使人充满感
性，静止使人保持理性。都是必不可少
的生命基调和原色。

五

冬天的很多时候，我都在一间小屋
里窝着。在文人眼里，但凡小屋都是颇
有诗意的，比如林中小屋、草原小屋、湖
畔小屋……还有诗人海子面朝大海春
暖花开的房子，也应该是小屋。小屋是
故事的产床，如白雪公主童话般的浪漫
小屋。也还有很现实、很晦暗的小屋，
如装满苦难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如捷克
作家伏契克“从门到窗子是七步，从窗
子到门是七步”的监狱小屋……

我的小屋存在于浪漫与现实之
间。浪漫的是，我可以在里面寂然凝

虑，思接千载，精骛八极，与古人对话，
与贤者神交；现实的是，屋外不远处的
市声会隐隐传来，引车卖浆者的叫卖常
常把我拉回到日常凡俗的生活场景。
还有附近广场舞的乐音，其节奏往往与
我的键盘敲击声合拍，给“浪漫”文字注
入“现实”的人间烟火。

六

晨起，拉开书房的窗帘，感觉天比
往日亮堂了许多，原来是窗外那棵高
大的银杏树金黄透亮的叶子把光反射
给我。除了光以外，还有一团团的暖
意。

前人命名为银杏是有道理的，不在
颜色上做表面文章，更看重树的果实
——白果，银色的果。这果子味苦，但
却有实实在在的药用价值。

眼下已经到了一岁中的“残年”
了。余下的时日里，当凛冽的西风挥动
无形的巨笔，狂草出气势恢宏的岁月残
卷，残叶就是它笔下或星星点点或酣畅
淋漓的生动墨色。残叶写残卷，残卷其
实不残。如黄公望所绘《富春山居图》，
曹雪芹所著《红楼梦》，亦如维纳斯之残
臂……

对普通百姓来说，用一年之余力，
把年底的日子填满，也是攒了劲儿在来
春喷涌遍地的花海。10

又到兰考，再见焦桐，正寒风凛
冽，一阳初生。只见焦桐伟岸的树
杆高高挺立，虬曲的枝条直向天空，
在蓝天的背景下展现着铮铮铁骨和
盎然生机。恍惚中，又看到了焦裕
禄书记脚踏黄沙却又笑容满面地站
在这棵树前，那时的这棵树还是幼
苗，却生长着无限的希望。

离 上 次 到 兰 考 采 访 已 十 多 年
了 。 这 次 随 采 风 团 再 次 踏 上 这 片
热 土 ，走 到 这 棵 树 前 ，我 感 觉 就 像
在面对焦书记，有好多话想对焦书
记说。

我想说，兰考变了！当年您走进
兰考时，横贯全境的黄河故道，是一
眼看不到边的黄沙；片片内涝的洼窝
里，结着灰色的冰凌；白茫茫的盐碱
地里，枯草在寒风中抖动。如今，黄
沙变成了沃野，洼窝变成了良田，您
当年拄着拐杖探寻的洪水，安静了，
您当年号召群众深翻土地、种植泡桐
整治的沙丘，已是春华秋实的果园。
当大巴穿行在县城之时，我看到了鳞
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宽敞笔直的街
道，公园、湖泊和优美的公共绿地。
一切都充满生机，一切都令人心潮澎
湃。

而这一切，都是像您一样的共产
党人带领群众不懈奋斗的结果。当
年你不畏困难，带领干部群众，战内
涝，抗风沙，治盐碱，开启“敢教日月
换新天”的无畏征程。如今广大干部
群众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顽强奋
斗，精准脱贫，兰考已在 2017 年春
天，经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评

估、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正式退出
了贫困县序列。当年，火车站渴望扒
上火车到异地逃荒的兰考人焦灼的
表情，如今已变成了幸福的笑容。我
看到，在兰考的大地上，人们都是这
样自信的表情，脸上挂满了幸福的笑
容。在三义寨乡付楼村，村民们说，
省里来的第一书记，村里的干部都是
焦书记的作风，真替俺们百姓想，有
事大家围坐在一起商量。付楼村成
立的红薯粉条加工厂，给群众带来大
福利：1 亩地红薯的产值是 2000 元，
而加工成红薯淀粉卖给企业产值就
增加到 5000 元，淀粉加工成红薯粉
条产值就增加到 2万元。注册的“付
楼”商标，随着电子网络、现代物流正
向全中国展示。

我还想对焦书记说，有我们党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有
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党领导着人民就
能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取得一个又一
个胜利，人民群众就能过上幸福的生
活。

虽然是个周末，却挡不住全国各
地不同地方的人们来焦裕禄纪念馆
学习的脚步。大厅里，人来人往，人
们聆听着、观看着、感动着、牢记着，
充满景仰又争先恐后地在您的塑像
前合影留念。我知道，他们会带走
在兰考的感悟和感动，更会将您的

“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
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精神带回去，
带到全国各地，带给身边的人，将这
种精神发扬光大，让这种精神生生
不息！ 10

又见焦桐
□陈鹏飞

南丁

他就是《检验工叶英》

在《经七路 34号》

一座文学的炼钢炉里

奔忙，终生

慈眉善目，微笑

有标志性的涟漪或纹路

而眼中的光芒犀利

言简，一语中的

轻易不点头，他若点头

就是检验和肯定

一批作家闪亮在时代的画卷上

人人称赞：好钢，好使

注：《检验工叶英》《经七路 34号》均为南丁作品，前者是短篇
小说，后者是散文集。

张一弓

像个孩子。他有可爱的倔脾气

常常莫名其妙会发火

而过程之短暂

不及他点燃的一支香烟

分明又是可亲的长者

绝不端凛然的架势

聊天时像个农民

嘘长问短，欢乐悲伤

李铜钟是他的里子

黑娃是他的面子

在《远去的驿站》中

矗立着他沧桑的影子

注：李铜钟、黑娃分别是张一弓中篇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
事》、短篇小说《黑娃照相》中的主人公，《远去的驿站》是张一弓的
一部长篇小说。

王怀让

一股流泉

日夜奔流

那是诗的琼浆玉液

闪烁着好词，对仗着佳句

一座火山

常年喷发

那是爱的赤胆忠诚

放飞着浪漫，绽放着抒情

然后，他累了

在“三人”“三作”的丰碑上

长眠。而流泉未断，焰火未熄

且看今日之芳苑

注：“三人”即《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我们光荣的名字：河南
人》《中国人：不跪的人》，“三作”即《诗为杨皂而作》《诗为杨皂再
作》《诗为杨皂三作》，为王怀让代表作。

马新朝

唐河县马营村，很像他

一身素朴。深夜的风

吹过村后的岗坡

传递来大哥的咳嗽声

曾经军营杭州，最后

落脚郑州。一生之步履

在大河上下左岸右岸

终成就《幻河》之桂冠

诗歌也罢，言说也罢

总有《乡村的一些形式》

若隐若现。他生命的根和魂

在泥土里

注：《幻河》《乡村的一些形式》均为马新朝诗集，其中《幻河》获
鲁迅文学奖。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