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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春天的歌
□阿若

一

这个是青菜，这个是小包菜，这个是四叶菜……母亲站在
菜地里，一一给我介绍菜名，多少有些自豪的样子。我怕记不
住，拿了个小本子，一笔一画地记了下来。记下来也不好使，
总有两三样长相酷似的菜分不清楚。

一个多月前，我从外地回老家看母亲。外地不近，离家三
千里。母亲独在乡下居住，日常种地，仰望生活。见很少回家
的儿子回来了，母亲自然万分高兴。高兴之中包含着多了一
个帮手的喜悦。

房前的二分地新鲜着。母亲早已翻好，充分地晾晒，空气
里弥漫着一种清冷带腥的味道。

“只能种这二分地了！”母亲幽幽地说，语气中满是无
奈。我们家有五个人在集体里分地，大约有三四亩，都交给
守在家乡的母亲。可是母亲体力确实大不如前了，只能耕
种房前的这二分地，以供餐桌上的时蔬。其余的地都流转
给了别人。这是岁月对母亲的围剿，从年龄、体力、劳动范
围的全面围剿。即使如此，也算尚好的了。母亲年近八十，
村里与她同龄的人有一些已经作古，比她小十岁八岁的人，
也有离世的。岁月是把刀，割韭菜似的催人老。而母亲仍
然举着那把锋利的锄头——被泥土、石头与时间磨得锋利
却短了一截儿的锄头，用劳动收获果实。

这二分地原来是个鱼塘，后来被泥土填平。泥土是我
们家修房后多余出来的。原来泥土与木块结合的老式扇
架房改成了青砖瓦房。那些泥土曾经站在风雨里，构筑了
我们遮风挡雨的家园，守护我们平安而寻常的烟火。如
今，它们散漫地躺了下来，就像干活累了的农人那样随意
一躺，与大地融为一体，成为地球并不起眼的一个小板块，
孕育蔬菜种子或秧苗。

二

二分地，成为母亲与天地对话，与生活对话，与岁月对话
的场地。

母亲不育种，她带着我去赶场，乡场上有专门卖菜秧的
——大多是些年龄较大的种菜“老把式”。母亲自有她的选秧
标准，从乡场上买回菜秧，一小捆一小捆的，有大头菜、四叶
菜、莲花白，还有临江儿菜、菱角菜、剑兰菜等。母亲把绳子解
开，一根一根地分拣秧苗，把那些孱弱的、有病害的剔除出来，
剩下根壮叶肥的留用。

我一直没搞明白，母亲为何上午买回菜秧，活鲜鲜的时
候不栽，总要等到下午半晌以后，再拿起有些蔫软的秧苗往
地里走？止不住问了一次，母亲没解释，只说了一句“你不
懂”，便挥锄打窝子（刨坑）。母亲干的活儿很漂亮。不用拉
线，母亲打的窝子基本横平竖直，这是母亲长年练就的基本
功。

“把秧苗放在窝子中间，用温润的泥土将根部压实。”母亲
叮嘱我。

“秧苗蔫了，站不起来啊？”
“站不起来没关系，扯一晚上露水就都活过来了。”
我们边说边干，一小时左右工夫，二分地里全部种上了蔬

菜。
站起身来，舒展一下疲惫的筋骨。回望一眼，二分地被划

分成好几个小块。母亲的这种划分完全没有章法，主要是根
据哪种秧苗的多少，决定哪种菜占的位置和面积大小。黄色
的泥土上，偃伏了星星点点的绿色。

“一桶水里兑两勺化肥！”按母亲的要求放好肥料，我
担起塑胶桶——小时的木桶已经看不见了，去旁边的坑里
盛水。舀水时，高高地扬起带木杆的水瓢往下冲水，使化
肥与水在桶内充分地勾兑融合。近百斤的重量，让背部的
肌肉急剧收紧，我咬紧牙关，一步一步地往菜地里挪动。
这确实是个体力活。我在家的时候，这个活儿非我莫属。
年近八十的母亲已经无力承担。我不在的时候，母亲怎么
办？我后来观察发现，她只担少半桶水——她只能担起少
半桶水了。

母亲简单地刨了两下地，刨出两个相对平整的地面。我
将水桶置放下来，把扁担随手插进松软的泥土里。嘴里吐出
一口气，肩头上的肌肉也立即松弛下来。

再次用水瓢在水桶搅和几下，我舀起肥水浇地。没想到，
这还是一个技术活儿。母亲在旁边看着着急。慢慢地有了感
觉，在一折一返中，水瓢蜻蜓点水般地匀速前进，母亲的脸色
这才舒展了。

三

二分地浇下来，一直机械地抬架着的两只胳膊酸胀不已。
望着这片充满收获希望的菜地，母亲倒是蛮有成就感。

“扯一晚上露水就都活过来了。”母亲又说了一遍。
夜色逼了过来，灯光将我们召回了家。
一觉醒来，我迷糊着起夜。推开房门，满院子月光直直地

倾泻下来，似有月光砸地的声音。草丛中虫子的鸣唱清晰可
闻，三四种声音此起彼伏，世界由此显得更加阒寂。当然，还
有一种薄荷般的清凉，掠过面颊，我浑身不自觉地颤抖了一
下。

此月曾经照古人。我抛开这些古人，独自踱到菜地边，
果见下午栽种的一些秧苗站了起来。庄稼在阳光下生长，
也在月光下生长，它们趁母亲睡觉的时候，继续不停地生
长？

天光大亮时，那棵核桃树挣脱了黑夜的束缚，伸展张扬着
有些僵硬的腰肢。一滴露珠，安静地挂在清晨的心坎上。我
再次踱到菜地边，看见所有的秧苗都鲜活地站了起来，才解开
了昨天的疑惑。夜，或者月光对于庄稼，是否具有非同寻常的
意义？母亲说的那个“扯”字，我绞尽脑汁搜肠刮肚半天，也找
不出一个合适而晓畅明白的字来替代。“扯一晚上露水就都活
过来了。”这话干瘪得或丰盈得无可解释。

当我再次返回老家，二分地里已经挤满了嫩绿的蔬菜，蓬
勃旺盛。我有时在想，这二分地是母亲与天地达成的最终和
解——她可以坚守那被现代化抛弃的生产方式，也是母亲亲
手签名留给季节的书签——她随时打开，就能读到她过往的
一切美好。母亲指点着蔬菜，就像指点着江山一样，告诉我这
个菜的名字，那个菜的习性，然后蹲下身去，轻轻一提，洗净却
仍然带着泥土味儿的时蔬就会被素炒、蒜蓉或者烧汤，搭配着
香肠、腊肉端上桌，香气随即迎风飘溢。

于是，整个村庄，不，也许全中国的肠胃都开始苏醒，因为
在每一处村庄，每一个城市，都有像母亲这样视勤劳为生命的
人。10

母亲的菜园

黎明过后，星星们逐渐从雾中散去

我在滨河公园里漫步

远方，一座座渐渐清晰的山岭

奔来眼底

堤岸上，那些含苞待放的桃蕾

像一群红嘴的雏鸟

在春天的巢穴里展翅欲飞

乳白色的沙滩上，一群美丽的

鹭鸟，在翩翩起舞

一会儿，它们把影子印在河水里

一会儿，它们又把影子

投放在我的眼睛里

仿佛我的眼睛

是更小一点的天空

刚好装得下

这些新鲜的星辰10

星辰
□张光杰

你穿破残冬的坚冰

化作一串串晶亮

打湿

老人胸前的银须

染绿

孩子口中的柳笛

你播撒的不仅是姹紫嫣红

还有诗一般的生命期许

摇曳的迎春花

招展着鲜艳旗帜

经冬的雪花和喑哑的溪水

他们挽着手，一路欢唱着

化作叮咚的琴音

一切都不再遥远

鹅黄的柳梢，在悄声私语

轻轻呼吸中，天地澄碧10

春雨
□王新立

画中诗

山村速写 □张伊南

春归（外二首）

□海盈

一下子，打破了

冬的枷锁

玉兰花，在准备着突破

柳丝，摇曳着东风

一河碧水，笑出了皱纹

高楼在水里拔节

风筝，摆动着尾翼

与蓝天白云私语

此刻，在故乡的田陌

一定有柳笛声，在风中回响10

春之梦
雨，是银河的信使

丝丝缕缕，接通天与地

霓虹，点亮了水面

暗夜，化为一个光影的梦

今夜是水滴的狂欢

几片花瓣飘落

是爱的音符。叶片，

在讨论关于绿色的话题

地下的蚯蚓，正编织

春天的梦想。麦苗开始憧憬

金黄的六月……10

春天的路
艳阳之下，村庄如舟

在绿海中航行

喷灌的水雾，把阳光

分解成七色虹

高速路旁

喜鹊们

把新居安在绿树的枝头

热烈地讨论，关于速度的话题

花儿

在幸福地开着

一个春天的盛会10

春满枝头（外二首）

□杨剑横

一轮满月

在古槐的树梢

挂上自己的彩像

又把催春的布谷 飞舞的春燕

鸣跳的青蛙

装进口袋

爷爷，你在天上吗

银河里哪颗星是你

我在岸边寻找10

春回故乡
云溪花淡淡，春郭水泠泠

千年诗圣的诗句

盛满我家乡的记忆

如今，云溪花团锦簇

如今，山涧溪水潺潺

花开童年的风景

溪水流淌调皮的可爱

仰天躺在春天的田野上

举起双臂，伸展双腿

写一个“大”字

呼吸着故乡的味道

陶醉在天地之间10

江南春
春雨，你的名字叫绵绵，

多愁善感，楚楚动人

你跟着春风，日夜兼程

越山岭、跨古桥，告别江枫渔火

听着虫吟、鸟鸣，看着鲜花、绵柳

一路走来。于是，江南朗润了

春雨，暗恋着江南

像那个撑着油纸伞的女孩儿

款款地走来，又悄悄地走远

带来了美好

带走了思念10

告别池畔鲜花伴，

跃上高天观浩瀚。

流云漠漠簇峰峦，

峭壁嶙嶙花不见。

东风细腻轻拂面，

红日跃升还送暖。

长空蓦地幻红霞，

春意随云将漫卷。10

骤雨初停。群山怀抱中的村庄，苍翠，
朗润，幽静。

道路平坦洁净，两侧松树修长，明绿照
眼；格桑花斑斓，锦绣铺地，仿佛一个个凝
固的微笑。

村口游园，竹，松，柏，桃，杏，梨，海
棠 ，苹 果、石 榴 …… 绿 植 葱 茏 ，曲 径 幽
深，灯杆修长别致，护栏翠竹凝碧。河
道，堤岸整修一新，绿水欢快畅流，清音
回响。

整洁的村委院落中央，高耸的旗杆上，
五星红旗在迎着山风飘扬！

青山，绿树，农舍，清流。山体上，一幅
巨大的彩绘画卷，生动地再现山村的田园
风光。

月形湖，波光潋滟，水底鹅卵石，游鱼，
清清爽爽；环湖步道，凌空飞架，宛若精致
的项链，为湖水增添秀色。

山路蜿蜒延伸，绿树簇拥中，农舍安
适，鳞次栉比；红色屋顶，辉光耀眼。门
楼彩绘富丽，镂空雕刻精细，火红灯笼
垂挂。钟灵毓秀，福门宝地，家和万事
兴 …… 门 楣 青 石 镶 嵌 的 俊 秀 字 体 ，灵
动，悦目。

随意走进一个农家院落，梧桐葳蕤，
细竹疏朗。青石栏杆，隽语妙联，巧妙镶
嵌。通往后山，粉白月亮门，映入眼帘。
正上端，一块长方青石，镶嵌“勤俭持家”
四字。行书字体，涂成金黄色泽，飘逸，
清雅。

朴素的传统生活准则，代代传承，历久
弥新，镶嵌在人们的心中。

山村充盈着质朴的文化韵致。山村，
有自己的宏阔的气度，胸襟。

山腰道旁，建有一处观景台。
游目四望，群峰争秀。杨树碧绿，繁茂

枝叶向天空自由伸展，漫山遍岭，身影挺
秀。山风过处，枝叶，飒飒作响；枝梢，扫拂
天云。

雨后天空，浓云游走，一角澄蓝。
一挂虹，映入眼中。犹如一束五彩绸

在东南山峰的顶端。
一种无法描摹的自然之美，震颤心灵。
用眼用心，捕捉大自然精心构画的动

人景致。
置身静寂自然的怀抱，自己的心境渐

渐平和，安静，澄明。
徜徉山水间，亲近自然景，追随着朝阳

的步伐，任什么也不能使生活成为沉重的
负担。

向山的纵深处行进。临近傍晚，攀上
山顶。

天空浓云低垂，雨点开始稀疏地飘
落。斜阳尚在西面山峰的上方，缓缓下移，

晚霞橘红耀眼。
崖畔凝望，峭拔群峰峥嵘，绿树郁郁葱

葱；一条步道曲曲折折，向沟谷延伸。一座
新垒砌的雄伟塘坝，蓄起一潭清波，被落霞
的红光染过，璀璨悦目。

斜阳映红了苍绿的山峰，云层凝重游
移，烘染出奇幻的虹彩。不觉间，云层迅速
游移，现出一方蔚蓝的晴空。寂静山间，唯
有细雨在潇潇洒落，无数条雨线，在一角晴
空的映照下，烁烁闪光。

天际落霞彩满天。
落日隐没在了山坳背面，一抹橘红霞

光涂满天际。
近处山坡上，不知名的鸟儿在杨树枝

叶间轻盈跳跃，啁啾鸣唱。雨滴从枝叶上
滑落，宛如珠线。

山村，融进薄暮，一个美丽的梦正在孕
育。10

玉楼春·春山
□摄影/程乐意
词/大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