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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正彬

老家的苦楝树

■亲情树

□陈健

奶奶，您在天堂还好吗

奶奶，转眼您老驾鹤西去已四年

有余，您走的这些日子里，音容笑貌

时常在我的脑海浮现，夜晚的酣梦中

经常与您相见，但总难以听见您谆谆

教诲的语言，醒来后心里多有不甘，

一片怅然。我总是在幻想，您不可能

是永远地作别，而是畅游天国，远行

他乡，说不定哪一天在我的千呼万唤

声里重新回到故园。

奶奶，想您是儿时童真童趣的启

蒙积累。那时候，盛夏的夜晚，在院

子中躺在您的怀里，一把蒲扇帮我把

蚊虫驱赶。您讲述着嫦娥月宫，叹息

着牛郎织女，描述着玉帝王母……您

还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天上的一颗

星，大人物是明亮的大星，小人物是

微弱的小星，每个人离开这个世界，

天上的星星就会陨落一颗。遥望满

天的繁星，那时候我常想，哪一颗星

星是我呢？思绪早已飞到遥远的天

际。记不清有多少次，夜里与小伙伴

疯玩，累了困了还不知归家，您焦急

找寻的情形；多少次，是您把在柴垛

旁迷糊的我抱回家，嘴里爱怜地嗔怪

“孙傻”；多少次，夜里尿床，您披衣下

床找来破衣服给我垫上，第二天又赶

紧抱出去暴晒太阳，雨雪天您生火烘

烤，满屋弥漫着尿馊的气味。

儿时的记忆最是难忘。少年时

代，爸、叔分家，您随小叔而居，帮忙照

看孩子，和您再难日夜厮守、朝夕相

处，其实心里多有不舍，好像缺了依

靠，但是一有空闲，就会去叔家找您，

甜甜地叫着奶奶。每次去，您把平时

节省下来的好吃东西，趁婶子不在时

（担心婶子生气），赶紧塞在我的手里，

装在我的兜儿里。您还一再叮嘱孙

子，好好念书，等将来有了出息，啥好吃

的都不会缺，就有好日子过！您还讲

了一些熟人中刻苦学习、出人头地的

典范，使我幼小的心里装满积极向上

的一面。奶奶，虽然孙子初中辍学，学

业未竟，但是孙子自学发奋，也一步步

走出了家门，进入了机关。

孙子大了，一个个成家，可您却

愈发苍老。我再清楚不过，您那时常

发作的头晕病，从孙子有记忆的时候

起就经常与您纠缠，也可能那是生活

中过多苦难的积攒，眼看着您痛苦不

堪，只能揪心地站在一边，您说，那是

老病根了。小时自己感到无能应可理

解，然而大了，成家了，在外干事了，怎

还是那般木然，不知道行孝送医院？！

想起这些，我感到自己如此混蛋！年

入耄耋，神志不清，每每电话中听到辛

酸的消息，我都是如此痛心，想起点点

滴滴，从实检点自己，我好像披着一袭

虚伪的外衣。奶奶，您佝偻的腰背终

于再扛不下那沉沉的苦难，于四年前

去了，噩耗传来，心如刀割，总感觉些

许的不舍掺和着隐隐的愧意塞满心

间。

奶奶，您去了，那注定是人人都

要去的地方，或许对您是一个痛苦的

解脱，但是孙子脑海中总是断不了那

份对您的深情和念想，奶奶，您在天

堂还好吗？多么希望您在冥冥天堂

中快乐生活每一天。

□王永清

花 语

■乡村印象

随笔 ■

■赋

夏日一个周末的清晨，碧空万里，暖风

习习，与好友相邀，到魂牵梦绕的村野荷塘

拜望荷花。一路奔波，似有疲惫，当阵阵荷

香徐徐送来时，顿觉神清气爽，步履轻盈，怡

然心静，困倦全无。

走近百亩荷塘，四周景物尽现眼里，北坡

两排整齐的水杉树直槊笔挺，直入云端，煞似

威武，东坡堤面一排农舍青瓦红墙，井然有

序。此时，已是炊烟袅袅升腾，鸡犬之声相

闻。舍翁亦出来扶杖观望，欢迎远方的游客前

来观赏。房前屋后顺塘边是一行摇曳的垂

柳，婆娑依依，顾盼生姿。其他坡堤上则满是

整齐的禾苗，嫩绿茁壮，青翠欲滴，加之晓露

滋润，让人仿佛感觉得到它拔节抽枝的脆

响。塘堤一周近水处大多种上了鱼草，想是

塘主为鱼儿准备的免费晚餐。塘的中央自然

留有大片空白水面，那是鱼儿自由的活动场

所兼食场吧。剩下的塘面自然是荷的世界，

我情皈依的故乡了。

黎明的晨曦刚刚退去，池塘的四周显得

静谧而祥和，微风过处，蒲草、芦苇、慈姑随风

摇摆，发出沙沙的摩擦声响，偶尔也有水花跳

动的声音传来，循声望去，竟是野鸭在觅食嬉

戏，偶见生人，振翅惊飞，磔磔于云霄。

初生的新荷，一如诞生的婴儿，粉粉嫩

嫩，娇娇滴滴。晶莹碧透的荷秆直挺而柔

软，翠绿的半开的荷叶，皱折中带着舒缓，平

展中留着波漾，犹如斗牛士的帽，颇有几分

搞笑的成分。那全展的荷叶呢，形似蒲团，状

如伞盖，将收集的露水凝成水珠，蜗于叶心，

似动非动，变换莫测；风吹荷叶左右晃动，水

珠则上下翻滚，一如掉到桌面上的水银，散了

又聚，聚了又散，若即若离，永不分弃。田田的

荷叶之间冲天而出、恣意伸展，或开放，或含

苞，或刚露出一个尖尖角的就是我心中圣洁的

荷花了。那含苞待放的花朵，羞羞答答、半遮

半掩，犹如情窦初开的少女，腮染红晕，醉眼迷

蒙。而那怒放的红的、粉的、白的荷花则宛如

风姿绰约、仪态万千的少妇，令人眼热心跳，眼

福大饱。真个是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荷花，玲珑剔透，或洁白无瑕，或灿若红

霞，或艳似粉润。耸立于万绿丛中，清纯妩媚，

不卑不亢。煦阳下，光彩夺目，顾盼生姿。微

风拂过，摇落出万般柔情。它送出的徐缓的清

香，与荷叶的青涩的香味糅合在一起，令周边

早起劳作的农人心脾爽朗，困累速消，怎一个

惬意了得。荷花周围多有蜻蜓飞来，它们总是

萦绕徘徊，最终立于花尖，闪动着艳丽的翅膀，

摇动着安装两个大眼睛的脑袋，弹跳起那细长

的尾巴，撩得荷下的鱼儿游窜翻跃，恨不得立

即吞噬了这个自由自在的小精灵。

静静地站立在朝晖映衬下的荷塘边，凝

望满塘抹上一层金黄粉似的嫩荷和艳丽的

荷花，思绪不由自主地弥漫开来……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

间”。这是汉时的先民们采莲时的情景，难

道他们在意的仅仅是莲子的清香甘甜和采莲

的乐趣？盛唐的诗人们，面对别样红的映日荷

花时，享受到的又仅仅是感官的刺激和心中纯

粹的喜悦？宋人周敦颐又是经历了怎样的人

生磨砺，终于悟出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

而不妖”的君子品格呢？那么，金人完颜氏，为

什么读到“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诗句时，竟

能刺激他勃勃野心，悍然兴兵发难，马踏中原，

蹂躏百姓呢？一池碧绿素雅的荷啊！你是如

何承载古人丰富的情思和野蛮的狂想呢！

先祖爱荷的基因以他特有的传递方式已

植根在了我的血液里。我对荷更多了一份情

感，增加了一份敬仰。那荷叶带来的凉爽与

安适，荷花显现的高洁与坚贞，在这个复杂纷

乱的年代和人心浮躁的当下，是否多少给我

们些许警醒和启迪呢！面对新馥清幽的荷

塘，滋润胸怀的就是“追荷愿到天尽头”的情

怀啊！这样想着，不知不觉间，眼前的荷塘便

成为我理想中的王国，精神世界的寄托。

仲夏的太阳冉冉升起，田野又恢复了它本

有的生机与活力，伫立荷塘边，眺望远方，我猛

醒:到了重新为自己定位并规划行程的时候了。

那年，她23岁，刚刚大学毕业，青春

如白莲花一样，亮丽娇美。

美中不足是她的个子不高，穿上高跟

鞋也不过一米五多点。却打定了主意，非

要嫁个高个儿的男人。他是在一次同学

聚会上认识的，一米八的个头儿，魁梧挺

拔，剑眉朗目，第一眼便喜欢上了。隔着

一张桌子，她看他，心像揣了兔子，左冲右

撞，心跳如鼓。

聚会结束后，她和他就喜欢上了。

他没有大房子，她也心甘情愿地嫁

给他。拍结婚照时，两个人站在一起，她

还不及他的肩膀。她有些难为情，他笑，

并不说她矮，却自嘲说，是不是我太高

了？摄影师把他们引到有台阶的背景前，

指着他说，你往下站一个台阶。他下了一

个台阶，她从后面环住他的腰，头靠在他

的肩上，亲密和谐。拍完照，她用手在两

个人的心脏中间来回比画着，附在他耳边

悄声说，你看，你下个台阶我们的心就在

同一个高度上了，这样我们的心才会以同

一频率跳动。

结婚后的日子，就像涨了潮的海水，

各自繁忙的工作，没完没了的家务，孩子

的奶瓶尿布，数不尽的琐事，一浪接着一

浪汹涌而来，让人措手不及。渐渐地，便

有了矛盾和争吵，有了哭闹和纠缠。

第一次吵架，她任性地摔门而去，走

到外面才发现无处可去。只好又折回来，

躲在楼梯口，听着他慌慌张张地跑下来，

听声音就能判断出，他一次跳了两个台

阶。最后一级台阶，他踩空了，整个人撞

在栏杆上，哎哟哎哟地叫。她看着他的狼

狈样，终于没忍住，捂嘴笑着从楼梯口跑

出来。伸手去拉他，却被他用力一拽，跌

进他的怀里。他捏捏她的鼻子说，你看，

我们一吵架，心就不在一个高度了，频率

也乱了。我可以下个台阶找你，但以后再

吵架，记住不要走远，就躲在楼梯口，等我

来找你。她被他牵着手回家，心想，真好

啊，连吵架都这么有滋有味。

这样的吵闹不断地发生，终于有了最

凶的一次。他打牌一夜未归，孩子又碰巧

发了高烧，给他打电话，关机。她一个人带

孩子去了医院，第二天早上他一进门，她窝

了一肚子的火噼里啪啦地就爆了……

这一次，是他离开了。他说吵来吵

去，他累了。收拾了东西，自己搬到单位

宿舍里去住。

那天晚上，她辗转不眠，无聊中打开相

册，第一页就是他们的结婚照。她的头亲

密地靠在他的肩上，两张笑脸像花一样绽

放着。从照片上看不出她比他矮那么多，

可是她知道，他们之间，还隔着一个台阶。

她拿着那张照片，忽然想到，每次吵架，都

是他主动下台阶，而她，却从未主动去上一

个台阶。为什么呢？是因为有他的包容，

就可以过度地放纵自己的任性吗？

婚姻是两个人的，总是他一个人在往

后退，距离当然越来越远，心也会越来越

远。其实，她上一个台阶，也可以和他一

样高啊。

她终于拨了他的电话，只响了一声，

他便接了。原来，他一直都在等她去上这

个台阶。原来，幸福有时候只需要一个台

阶，无论是他下来，还是你上去，只要两

个人的心在同一个高度和谐地振动，就

是幸福。

□高源军

马村梨花赋

□边耀丽

幸福只差一个台阶

爱情物语 ■

傍晚，我去工地看正在建造中的新房。

路过民工房时，我便听到了从屋内传来的阵

阵歌声。

“回忆是折磨人的东西，想得太多会变得

无力。所有的往事都化成叹息，看透爱情也看

透了你……”唱的是时下流行歌曲《看透爱情

看透你》，歌声虽然不是很动听，但很深情。这

引起了我的兴趣，迫切想看看是谁在唱歌。

一进屋，便见昏暗的灯光下，一位30多

岁的年轻人正拿着话筒随着音响的伴奏深情

款款地唱着，一招一式颇有些明星的味道，从

音效来看，这音响够廉价的，声音有些嘈杂。

环顾四周，地上放着几个凉席，显然，这是他

们简易的床。有几个农民工正坐在上面打

牌，也有的农民工在不远的厨房炒菜。炒菜

声、打牌的叫喊声、年轻人的歌声汇集在一

起，这可能就是最生动的生活写照。

唱歌的年轻人见到我，笑着挥了挥手，

算是打招呼，然后继续歌唱。我则找个角落

静静地坐下来听歌。一首歌结束，到了吃饭

的时间。一块空地成了简易饭桌，几个菜、

几瓶啤酒、一包烟，这是他们的晚餐。“大明

星，快来吃饭！”年轻人听到同伴的呼喊，便

关掉音响，跑过来。也许是唱歌渴了，他拿

起瓶啤酒，用牙咬开瓶盖，“咕咚，咕咚”仰头

一阵猛喝，喝完，用手抹了抹嘴。他很热情

地对我说：“一起喝点？”我笑道：“吃过了，你

歌唱得挺好的。”他咧嘴道：“瞎唱，纯粹图个

开心。”说完，与我聊了起来。

原来，他是从四川来的，在工地上做粉刷

外墙，哪里有活儿就去哪里，辗转多个城市，这

里的工友也是来自四面八方，也都是刚认识不

久。年轻人还告诉我，农民工的业余生活很单

调，不是打牌就是吹牛，而他最大的爱好就是

唱歌，一套从地摊上淘来的音响设备陪着他四

处流浪打工。每当唱歌时，他就会忘记烦恼，

虽然打工很苦，但有音乐陪伴，便不觉得苦了。

还有一个星期，这里的活儿就要干完

了，这也意味着，这一帮临时组成的粉刷队

即将解散，他将与这些农民工兄弟分别，有

的也许永远不会再相见了。

吃完饭，音乐又响起，年轻人拿着话筒

说：“我把这首《久违的哥们》送给大伙儿，望

各自珍重，以后的日子一帆风顺。”“久违的

哥们，现在你好吗？生了娃娃的时候别把我

忘脑后。久违的哥们现在你好吗？陪着新娘

的时候别忘老朋友……”他唱得很专注，坐在

凉席上的工友们也跟着节奏拍手鼓掌。唱到

动情处，年轻人走到每个工友面前，像大明星

一样，一一握手。听着、听着，我也不禁跟着

拍手，心中涌起的是阵阵感动。

这群可爱的农民工兄弟，很多人衣服上斑

斑点点还留有粉墙时溅到身上的涂料印迹，在

这简陋的民工宿舍里，他们却用歌声唱出平凡

真挚友情，唱出苦中作乐的乐观。往往最能打

动人的声音，不是出现在舞台上，而是出现在

社会的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生活是一种态

度，他们还会继续漂泊流浪，四海为家，但只要

有这种乐观向上的态度，无论在哪里，都会像

他的歌声中传递的那样，充满希望与快乐。

□张帮俊

那个唱歌的农民工■生活散记

济源马村，自古灵秀之地。一

方水土，十里淳风，千顷良田，万亩

梨园。太行巍巍，险峻其北，沁水悠

悠，碧波其南，东接紫陵，西连逯化，

睦邻亲好，鸡犬同声。

仲春三月，丽日和风，沁河两岸，柳

绿桃红，百里芳香，香漫长空。万千情

种，心旌荡漾，此情漫漫，浪漫遐思，身

犹在居，意往神驰。

我念梨花，梨花念我，念之成

疾，思之若狂。殷情切切，期心许

许，拥妻携子，倾巢同往。摩肩接

踵，车水马龙，宾客咸集，老幼青

壮。四邻村舍，举乡同庆，呼朋唤

友，花海徜徉。

白装素雅，冰姿轻柔，清风徐来，

暗香盈袖。香风弥漫，馥郁幽幽，绿裙

轻纱，共舞白头。骚客觅韵，彼歌我

咏，满目欣然，此际何愁！

淑色天华，芳华绝代，玉蕊含情，蜂

飞蝶舞。岁月风云，更寒易暑，万户充

盈，金秋果硕。龙标奇才，贬谪因赋，明

皇部伎，音律校误。往事千年，犹可上

溯，历史长河，几人回睹？

去岁我来，今春又至，年年岁

岁，岁岁今朝。几度思卿，魂牵梦

绕，云蒸霞蔚，别样矜骄！

醉矣，我醉矣，玉立枝头，清寂

无声，纵不语也销魂；堆云积雪，冷

艳欺霜，任无情也动人！

香氳升腾，弥天盖地，人生几

何，醺畅何极！

快也，大快也！我爱梨花，梨花

爱我，冰肌玉骨，出尘脱俗，皑皑其

表，铮铮其魂。

夕阳西下，漫天云霞，流连忘

返，依依离分。天佑斯民，风调雨

顺，拙笔意浅，大爱情深！

美哉，我爱马村之梨花，壮哉，

我更爱如花之马村！

社会转型，生活节奏加快，不同层

面的困惑成为生存问题解决之后很多

人面对的新难题。《那一刻，我看见了自

己》，借助萨提亚模式，作者王俊华深入

浅出、细腻温润、非常接地气地告诉我

们，人们应该通过个人成长的历程联结

生命的美好，以和谐的方式去生活，以

更好的方式存在于这个世界。

王俊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

教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萨提亚

模式家庭治疗师，法学、心理学双硕

士，《婚姻与家庭》杂志专栏专家。

对于创作这本书的初衷，王俊华

写道：“在我三十六七岁的时候，我拥有

爱我的老公、聪明的孩子、副高职称以

及一个作为避风港的房子，曾经希望

的一切似乎都得到了。但关于生活、人

际关系及自己的内心困惑仍然很多，多

到我可以写本书叫《40还惑》。”

而顿悟发生在一瞬间。在一次心

理学专业课上，加拿大心理学博士约

翰·贝曼把“自我”比喻成一个“发光体”，

并加以阐释：“虽然天空有时阴云密布，

但‘自我’的光芒不会因此而黯淡。”

这个比喻让王俊华拨云见日，

一股温暖而强大的力量让她瞬间喜

极而泣，原来“自己”一直在内心最

深处。“那一刻，是和美好的自己相

遇的时刻，是我人生中至今最重要

的时刻。所以我决定结合自己的学

习和研究，写出《那一刻，我看见了

自己》，希望能帮助更多人。”

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萨提亚模式

的学习与研究的王俊华，为家人、朋

友、学生以及来访者，进行家庭情感

咨询与相关个人成长探究，同时更

没有停止运用它探索自我。该书最

大的亮点是作者将生活与咨询中的

真实案例解读给大家，带领读者一

起体会人生中最重要的“那一刻”。

本书中的各个案例均独立成篇，

来源于作者以及身边人生活中的真实

故事。王俊华在萨提亚模式理念基础

上对每个案例进行分析、解读以及评

述，呈现出一段段真实心灵成长轨迹，

试图勾勒出一幅“成长地图”，从而让成

年人经过探索与身心整合之后，对事

业、家庭、婚姻、健康以及个人成长有更

深层次的学习和感悟，重获并掌握生命

的意义，做一个身心一致的人。

随着社会转型、生活节奏加快，

精神层面的修复和成长作为两种正

面导向，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修

复是指修复过去的损伤，好比你生

病了，得去医院治一治；而成长就好

像去健身房，虽然没有生病，但可以

让身体的状态更好。”

该书提出，要有意识地、从成长

的视角看待自己的过去，看待自己

的内在，做一次有意义的心理盘点，

和自己、他人建立起更加和谐、美好

的关系，开启崭新的生命之旅。

■书评

□曹磊

让更多人遇见最美好的自己

凌
波
飞
舞

李
昊
天
摄

老家人向来不刻意栽种楝树的。

不是因为它们不成材，而是因为它们苦

涩的味道。这个苦味，不符合家乡人对幸福

的理解和憧憬。

苦楝树也能长成参天大树，也能盖房架

屋做家具。

故乡人从不刻意栽种楝树，但故乡从不

缺少楝树，所有有人居住的村庄，都有楝树，

大楝树小楝树，屋前屋后，到处都有楝树的

身影，因为故乡人从不刻意毁掉一棵楝树。

每一种生命，都有自己生存繁衍的方

式，越是不被重视的生命，越顽强，楝树从来

不会因为不被人重视，而妄自菲薄。

我小的时候，很长一段时间，我家都有

三棵楝树，厕所东西两边，各有一棵，猪圈北

边，也有一棵。

我们家的楝树还不大，勉强可以乘凉，

但我一般不在我们家的楝树下乘凉，或者玩

耍，因为我们村子里还有更大的楝树。我堂

叔家的厕所西边，有一棵大楝树，我大爷的

院墙外，也有一棵大楝树，这两棵大楝树，已

经粗得足够作檩条，甚至做柱子。但是因为

楝树是苦树，不适合排在重要的岗位，所以，

它们一直就这么闲着，这种闲着，也不是无

所作为的游手好闲，每一棵树，都为乡亲们

撑起一把硕大的华盖。天热的时候，总会有

一些人，或是鸡鸭猪鹅等小动物，在树下乘

凉，或者避雨，这是楝树的优点，枝繁叶茂，

一层一层的，重叠成一座绿色的塔。

因为楝树味道苦，盖房架屋、做家具，都

被嫌弃，做供桌，那就更不行了，但这并不是

说，除了乘凉，楝树就没有其他用处了，人尽

其才物尽其用，世界没有无用的东西，做农

具，楝树就很合适，犁耧锄耙，耐用不生虫，

比一般的木材好多了。

有些抠门的人，专门用楝树做桌椅板

凳，一般没人借，红白喜事，人们都要图个吉

利，不会使用有苦味的树来接待客人的。

因为楝树的苦，一般的虫子不敢招惹

它，这就成就了楝树的另一个用处。夏天，

晾黄豆酱的时候，掐几枝带叶的楝树枝，盖

在盛黄豆酱的盆上，苍蝇虫子就不来打搅

了，卖瓜果蔬菜的，也把楝树叶子盖在瓜果

蔬菜上，虫子们也不来骚扰。

楝树的花是紫色，开起来很繁盛，一层

一层地铺陈起来，甚是美丽，甚是壮观，比起

自然界那些俗艳的大红大绿来，楝树花的

紫，既朴素又高贵，不管是凡俗的人，还是高

雅的人，都能看得惯。

很多年没回老家了，我生活的这个城市

里，没有楝树，所以很多年没见到楝树了，怎

么也想不起楝树开花的准确时节了。

既然楝树一身都是苦的，楝树花也应该

是苦的吧？淡淡的苦，清新的苦。但也未

必，生活中很多东西，都超出简单的推理，那

就百度上查查吧，答案是芳香的，彻底地颠

覆了我的推理。这样更好，下一次回老家，

我一定要先打听好，等到楝树花开的时候，

再回去。

对于楝树，我最怀念的，还不是它的花

香和阴凉，而是它的果子。我们老家叫它楝

树籽，盛夏季节的楝树籽，最好看，是青色

的、圆圆的果子，远看跟小青枣没什么区别，

近看也没什么区别，青得纯净，青得透明，非

得咬一下，才能弄清楚：不熟的枣子，不甜，

但不苦，楝树籽，熟不熟都苦。

小时候，没有午睡的习惯，大人们都睡

觉了，一群小孩子，就坐在楝树底下，拿棍子

敲下一些楝树籽，或者爬上树折几枝下来。

这些籽，就是我们游戏的棋子。我们都会

玩一种叫“抹窑”的游戏，在地上用小铲挖

出两排小坑，十几口，我们叫“小窑子”，每

个窑子里放十粒楝树籽，两个人对面席地

而坐，石头剪刀布，按输赢，分先后，抓起一

个窑子的树籽，每个窑子一粒，放完了，接

着抓起下一窑子，再一个一个地放，如果你

的最后一粒籽放完，前面出现一个空窑子，

空窑子前面窑子里的籽就都归你了。两个

人一递一下走下去，全部树籽收完，比谁收

到的多，谁的多，就算赢了，这不需要技术，

只凭运气。

就这个小小的游戏，给我贫穷的童年时

光，增添了很多乐趣，多少年以后，都是我们

小伙伴再见面时津津乐道的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