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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真情世界

□翠桐

镇国之宝

□刘惠琴

诗歌

□王钧鹤

杂谈随感

镇国之宝司母鼎，

出土洹水岸邺城。

巧藏武官吴家院，

日寇掠夺未得成。

穿越时空三千载，

工匠高超立巨功。

闻名华夏惊世界，

无限自豪放歌声。

中国有着这样一家连锁剧场，它通过

二人转这门东北民间艺术，不断为观众送

去笑声、送去欢乐，它就是刘老根大舞台。

喝山泉水、吃农家饭，二人转在东北广

袤的黑土地上300年经久不衰。斗转星

移，近年来卷携着黑土地泥土芳香的绿色

二人转，被移出大山，植入城市，足迹遍布

祖国的大江南北甚至走出国门，西到乌鲁

木齐，南到三亚，东到杭州，远到美国，在多

个地方生根开花，给越来越多的人带去精

神上的愉悦。

前不久，我走进了位于沈阳的刘老根

大舞台总店。两个半小时的演出中，笑声

不断，掌声连连。10位表演者各有各的才

艺，各有各的段子，各有各的“包袱”。令我

记忆深刻的有：我只有两个方面不行，这也

不行，那也不行。同时他们也都会改编一

些传统的歌曲与社会相联系，真正体现了

寓教于乐。刘能的歌唱道：曾经习惯了一

个人的寂寞，曾经对未来充满了迷惑，一路

磕磕绊绊地走着，风雨中告诉自己要执着，

伤心的时候为自己唱歌，歌声中满是泪水

和漂泊，一次一次的失败和挫折，才有了今

天的成就。他们感谢现在的生活，感谢观

众的支持。

刘老根大舞台的演员们，个个都有自

己的“绝活”。他们潜心锤炼磨砺，每一个

作品都费尽心血，每一个节目都反复打磨，

每一个动作都精心雕琢，他们赋予了东北

二人转新的生命，使它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刘老根大舞台的节目情节不需要刻意

为之，因为那本来就是他们的生活；他们虽

是戏剧里的角色，但也不需要刻意扮演，因

为他们原本就是在演自己。绿色二人转同

时也会将杂技、芭蕾、当代流行歌曲……融

进入传统的二人转中，使观众在观看时不

觉枯燥、乏味，也为二人转实现了华丽的转

身。东北二人转虽生于东北，却也是穿百

衲衣长大的，演出中不仅有传统的东北话，

也会时不时加入天津话、河南话等，使来自

天南地北的观众找到家乡的味道。

赵本山们历经数十年呕心沥血，将这

碾不死压不烂的山野车轱辘菜，做成了一

道珍珠翡翠白玉汤。他们的衣服大红大

绿，观众的嘴巴大开大合，演员们在台上大

哭大笑，有人管它叫草根，有人管它叫民

间，还有人管它叫大俗，但顺其自然、心融

于天，又可称为大雅。绿色二人转，它像一

道谜，只有当你走进刘老根大舞台，近距离

接触它的时候，你才有可能猜出谜底？

一个段子，一个绝活，在二人转的舞台

上被打磨了千百回。绿色二人转，它也许

不会让你返老还童，但至少在这一刻，它会

让你返璞归真；它也许不会让你茅塞顿开，

但至少在这一刻，它会让你心花怒放。

纪念司母戊大鼎出土
八十周年

大俗即大雅

春风如丝织彩霞 游记

□水兵

□李明乾

□韩露

母亲啊 素不相识的母亲
我从郑州火车站上车的时候，卧铺车

厢里的乘客已经很少了。我找到我的铺位

时，看到只有在我铺位对面躺着一个面朝壁

板的人，从她露在被子外面花白的卷发上，

我想应该是一位老太太。我又看了看中铺

和上铺，被子都凌乱着，铺位却空荡荡的。

我放好简单的行李，坐在床边愣了会儿神，

从手提袋里拿出手机，给母亲报平安。

母亲平时住在家乡。我的家乡是一个

经济不太繁荣的小城。大约有10年了吧，

那时候单位还能盖家属楼，还能按工龄、职

称分房子，就是在那最后一次单位分房中，

母亲分到了一套100多平方米的新房。这

套又大又敞亮的房子，到现在还是让母亲

感到很舒心。

因为弟弟早年大学毕业后留在了省直

单位，我因工作变动调郑州后，我和弟弟就

想让母亲来郑州和我们一起住，但母亲无论

是在弟弟家还是我家，都住不长。原因是我

们都没时间陪母亲，她一个人出去逛，又觉

得没趣。我有时候看母亲实在寂寞，就推掉

手边的工作想陪陪她，她却不让，说我不能

帮你们还能再拖你们的后腿？你们好好工

作，取得了成绩，就是我最大的欣慰。

这次母亲来，是因为我要去山东开几

天会，孩子吃饭尚可将就，可晚上一个人他

害怕。跟母亲打电话说起此事，当时倒不

记得她说了些什么，但在我准备去开会的

前一天，她到了郑州。没买到有座位的票，

本来打算站到郑州的，车上的一个年轻人

把座位让给了她，旁边几位乘客又请那位

年轻人坐，几个人轮流让着座位，让母亲很

感动。

“哎哟，要死了！”

忽然的，我听到一声痛苦的呻吟。我

愣了一下，看看对面铺位上那位妇人，她还

保持着刚才的睡姿。我心里疑惑着，感觉

那声呻吟好像就是从她那里传出的。但看

她还是静静地躺着，我也不好打搅她，可心

思已经从母亲身上转移到了她这里。

随着又一声呻吟，对面那位妇人慢慢

翻了个身，从侧卧换成了平躺。这时候，我

已经确定刚才那声呻吟和这一声呻吟，都

是对面这位妇人发出的。

“阿姨，你不舒服吗？”我俯身问她。

她慢慢睁开眼睛，打量了我片刻，似有

坐起的意思，我就帮忙扶了她一把。

她起码有60岁了，很瘦，而且看上去

很虚弱。她穿着一件黛绿色暗花真丝褂

子，黑色胖裤，人看上去很讲究。她皮肤微

黄，眼窝深陷，脸颊和额头上布满皱纹。她

站起来的时候，我感觉她就像一条垂在水

面上的细柳枝。她扶着中铺在铺位前站了

站，就捂着胃缓缓坐下了。

她一只胳膊放在床前的小板桌上，缓

慢地拿起放在小板桌上的一个玻璃瓶。这

个以前像是装果酱的瓶子里，现在装着大

半瓶酸豆角。她用了很大的劲，才把那个

瓶子打开。瓶子旁边的塑料袋里放着一个

小铁勺，她微微抖着手，拿起铁勺舀了几粒

酸豆角。

真艰难啊！我在心里感慨着。

“喝口水吧！”我看了看放在小板桌上的

水杯说，“凉了没有？我替你换杯热水吧？”

她摇了摇手，扶着头，目光慈祥，表情

沉静。

“到哪儿下车呀？”

“兖州。”

“我去济南，看女儿。”

“噢，一个人吗？”

“老伴儿退休后又被单位返聘了，走不

了。我去也住不长，不放心老伴儿，也住不

习惯。”她摆摆手说，“在哪儿都住不习惯，

还是重庆，自己家里舒服。”

在交谈中知道她有两个女儿，一个在

济南，一个在深圳。两个女儿都已经成了

家，有了孩子，平时顾不上回家看他们老两

口，她想女儿的时候，就去看她们。

“就是晕车太厉害。火车还好一些，飞

机更不行了，起飞和降落的时候，受不了

的。”她摆着手说。

她痛苦的表情，让我觉得回忆对她来

说，就是件极其痛苦的事情。

“昨天晚上就上车了，上车就睡，还感

觉不到怎么晕。今天白天那个难受呀！一

天都没有起床了，不敢睁眼。”她有气无力

地说。

“那你怎么吃饭呢？”我看看表，已经快

下午6点了。

“晕得实在不行，就吃几粒酸豆角。水

都不敢喝，喝口水胃里就翻得不行。”

“那什么时候才能到济南呀!”

“明天早上。”

两个晚上，一个白天，就用几粒酸豆角

坚持着，为了看看女儿！这就是母亲啊！

我不禁一阵鼻酸，忽然想到我母亲。

母亲也是只有我和弟弟两个孩子。我

比弟弟大10岁，我感觉我在这个世界上活

稳当的时候，好像也就是10岁左右。

小时候，我身体一直很弱。两三岁了，

吃根面条还差点被卡死。那时候生活条件

又不好，买什么都要凭票证，母亲为了我的

吃饭问题，可谓费尽心机。6岁的时候又得

了胸膜炎，起初是发烧，母亲以为是疹子出

不来，吓得够呛，用了很多方法，我还是昏

睡在床上小脸烧得通红。母亲哭着去找住

在一个院子里的张伯伯，他那时候是地区

人民医院的院长。住院后一检查，胸膜积

水已经很严重。医院的大夫说，这实在太

悬了，再晚送来一天差不多就没救了。母

亲惊惶了几个月，昼夜守着我……

“到兖州得晚上11点多了，晚饭你得

在车上吃。”

我愣了一下，看看表已经7点多了。

“餐车就在隔壁，你去喝点粥吧，晚上

喝点粥胃里好受。”

“要不，我扶你去吧？”我说，以为是她

想喝点粥。

“我不能吃的。胃里不能装东西。”她

摆摆手说。

我迟疑着，感觉是有些饿了。这时候，

我听到远处传来服务员叫卖晚饭的声音。

我要了份小米粥，她什么也没要。

“你从昨晚都没有吃东西能行吗？”我

有些担心地问。

“有吃啊，酸豆角嘛。平时在家我就喜

欢吃泡菜，每顿饭都离不开的。”她指了指

装酸豆角的瓶子说，“你也来点吧，很开胃

的。我自己泡的。”

我欣然接受了她的建议。她就含笑从

瓶子里倒了些，放到我盛菜的那个盒子的

盖上。

“每年我都要泡很多的。他们都喜欢

吃。”

我尝了一粒，是比咸菜铺里卖的有味

道。我不知道她说的他们都指的是谁，但

我想大约她的女儿是应该包括在内的。

“给你女儿也带了些吗？”

“带了好多。再多我也拿不动了。她

就喜欢吃我泡的菜。”

母亲做的菜，永远都是女儿的最爱。

我不禁想到我母亲做的粉蒸肉，母亲做的

又软又香的手工糊汤面。

经过这一阵闲扯，她的精神看上去好

多了。又有隔壁的乘客加入进来，我们这

个隔间在这个车厢里显得很热闹。

“你快下车了，我给你留个电话吧!如

果有机会去重庆，可以给我打电话，住家里

好了。家里的房子很大，就我和老伴儿两

人，很清静的。站在客厅的窗边就能看到

嘉陵江。”

我记下了她的电话，并且把我的电话

也留给了她。该下车了，我向她和另外两

位乘客告了别，提着简单的行李向车门口

走去。快到车门口的时候我回过头，看到

她倚在铺位隔板上的身体，像是一张纸。

她殷殷地笑着，做手势示意我继续往前走。

那一刻，我真想放下手中的行李，跑到

她身边叫一声“母亲”。

母亲这个称谓的获得，并不是因为做

了母亲，而是因为把母爱的光辉，照耀到素

不相识的人心里。

南阳城西北20里，有一个美丽

特色小镇，石榴含苞，樱花吐芳，遍

地花香，一代名宿吴汉大将，魂归故

里，深情望乡；天鹅湖，打磨石岩镶

嵌的一颗明珠，水光天色，波光潋

滟，如大地湛蓝的一双明眸，脉脉含

情地凝视春天的客人。这就是有名

的潦河坡，远近闻名的“石榴之乡”

“肠衣之乡”。

自去年入冬以来，就想和一群朋

友一起出去走一走，看看都市外的天

空，大地，乡村人家，小小村落。到一

个春色烂漫的地方去享受阳光，去寻

觅那种被大自然野性生发出的蓬勃

生机，感受生命元素中被激活的冲动

和喷薄旺盛之气。恰逢时机，在春节

前一次扶贫脱贫经验表彰会上，我认

识了潦河坡年轻激情的惠广路书记，

相约在春暖花开时节去踏潦河坡的

青，潦河坡的春。春节一过，我就有

点等不及，几次电话相约，终于如约，

来到这惠风和畅，万物和鸣的伏牛山

裙脚下，走进碎花般皱褶的美丽中。

我们没有先去见惠书记，也没有

先去看那橱窗明净、布局整齐、内容

丰富、励志展览般的镇政府，那些，不

少能在我们的想象中。

来到一个村庄旁，我们在路边

和一个穿着红风衣，手拿几束鲜花的

中年媳妇攀聊，说想到她家看看，她

一口答应，热情邀请到她家做客。我

们跟着她向一个农家走去。她家住

在村边，院外5米之外种很多竹子，

像半个绿色的院墙。竹园下边有一

个很大很大的水塘，一群鸭顺着竹径

下了水。我说，这不会是那个天鹅湖

吧？她连连说，不是，不是。

她家院子不小，院里通往堂屋的

台阶两边分别栽有一棵很大的桂花

树和樱桃树。台阶上还落着一些褐

色的干桂花。我说这棵桂花树可真

大啊，有10年以上树龄了吧。她说，

有20年了，她嫁来时就有的，当时只

是指头般粗细的一棵小树苗，不知不

觉就成大树了。我说你叫什么名

字？她很难为情地说，叫彩霞，名字

很俗。我赶忙说：不错，不错，多好听

的名字啊，彩霞满天，出彩的霞光，彩

色的鲜花像霞光一样。她害羞地笑

笑，还是你们城里人会说话。

我们放下东西，说想去天鹅湖看

看。她说，打磨石岩水库吧。天鹅湖

是近几年才起的（名），前些年也没有

天鹅，只有一些小水鸭什么的。这几

年，山坡上、水库边都种上了树，水多

了也清了，天鹅就来了，还有很多长

腿的白鹤、鹳鸟什么的，晚上还有呱

呱叫声呢。

我给你们带路，她麻利地骑上一辆

电动车，说是水库离村子有二三里路。

出了村子，过了一个高岗和庄稼

地，到了村外公路上，水泥路虽然不

太宽阔，但是平坦笔直。清风吹来，

花香扑鼻，很是爽朗。到了一个丁

字路口，路边有个指示牌：前方1公

里天鹅湖。作为附近的居民，彩霞

很肯定地说，天鹅湖其实就是打磨

石岩水库。

下了公路，转过小路，穿过松林，

天鹅湖就在眼前。这片草多可爱，要

么就在这躺一会儿，照照相，聊聊天。

我们问起了她的家庭、生活、收

入、打算。彩霞原来还是个初中生，

虽谈不上有文化，但说起话来思路清

晰，条理得当。她说，前些年这里确

实很穷。我刚嫁来时，三间破堂屋，

屋顶是草苫的，下雨漏雨，下雪漏雪，

遇着天阴，连被子都是湿的，墙是石

头和着泥巴垒的，一刮风，满屋子漏

风，简直就不是人住的。不少人家孩

子大一点了也不上学，和父母一起出

去打工。因娶不起媳妇，不少人家近

亲结婚，出现了不少残疾和智障人。

这些年，国家政策好，慢慢好起来，尤

其是这几年，来了一个惠书记，年轻

有为，点子多能干事，领着我们发挥

这里荒坡多的优势，种石榴、种大枣，

又扶持有能力的养鸡养羊，特色养

殖。现在俺潦河坡的无籽石榴、芦花

鸡和芦花鸡蛋全国有名。家庭富了，

在外打工的人也陆续回来了。不出门

就能致富，谁还在外边吃那苦。村村

通、大马路纵横，出行运输的条件也好

了，孩子们也回来读书了。尤其值得

一提的是镇里支持，村村办了企业。

手工活儿，一学就会，干一天给一天的

工资，计量付酬，来去自由，家庭农活儿

两不误。手头快的，一天能挣近百

元。村民都说，这项目好，不出门就能

挣钱。全村不但脱了贫，也都富了。

俺们现在也和城里人一样，太阳能、自

来水、电视电脑，不少家还买了汽车。

彩霞为村民致富发家感到自豪，

也为为民操心的干部点赞夸耀。看

来，扶贫先要扶心，送钱不如送技术、

送思想和智慧。好是别人说的，金杯

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一点不假。

快到中午了，我们催促彩霞回

家，她非要叫大家去她家吃饭，我们

多次谢绝。彩霞很执意，有点真恼了

的意思。我不得不说，我们还有采访

任务，还没到镇里见惠广路书记呢。

知道我们有任务，彩霞不好意思地

说，那下次来，一定到我家吃饭吧。

我们说，一定！

我们目送彩霞骑着电动车回村

里，青山绿水旁，鲜花绿茵中，那竟然

是一幅优美的画。我们在心里约定：

潦河坡。我们还会来的，彩霞，我们

还会来的。

一条古老的河流，历经了千年的岁月沧

桑，蕴藏着三国时期诸多的传说。千百年

来，它水韵悠悠，流水柔柔，一直坚定不移地

默默向南流去……它就是许昌的“饮马河”。

初春，饮马河中的芦苇仍是一片枯黄，

岸上的杨柳就已经吐出嫩黄的新芽。清风

徐来，万条绿丝，抖肩扭姿，翩翩起舞。碧

绿的河水，也不甘寂寞，在微风的吹拂下，

和着煦暖的阳光，片片涟漪由远而近……

呈现出波光粼粼的画面，晃得人眼迷离。

走近那片枯黄的芦苇丛，无意间惊动

了藏在丛中正在栖息的几只野鸭子，它们

惊恐地用翅膀拍着水面，向河的纵深处飞

速游去，河面上顿时被野鸭子画出几道长

长的印记……许久，它们才回过了神，稳住

了心，觉得一切平安无事后，才又悠闲自得

地慢慢游动，身后八字形的波纹又缓缓地

张开，越来越大……

“春江水暖鸭先知”，这几只野鸭子在

河的中心，尽情地享受，开心地嬉戏，时而

相互追逐，时而“扑通扑通”，眨眼间，一条

条小鱼拼命地摇摆着尾巴，心不甘、情不愿

地成了这几只鸭子嘴中的美食了。

春姑娘渐渐地唤醒沉睡了一冬的大

地，天气也慢慢地暖和起来了，漫步河岸

边，脚踏着枯黄的草皮，不由得想起了儿时

背诵的唐朝诗人白居易的一首小诗——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

风吹又生。”你觉得脚下的枯草是真的死了

吗？不，他没死，它是在蓄积能量，蓄势待

发，是为了来年更加精彩的展现。瞧，前面

那片已经有了丝丝生机，干枯的草皮中隐

隐泛着些许青丝！我想等不了几天，绿色

会慢慢地蔓延开来，定然能呈现出一派生

机盎然的景象，而枯草的叶子将变成肥料，

营养着新的生机。

春天是花的季节，更是花的舞台。迎

春花可能是这个舞台上亮相最早的花了，

为了迎接春的到来，在光秃秃的藤条上不

等叶子出来，就迫不及待地绽放出朵朵黄

色的小花。河岸两边也有许多不知名的花

儿争相开放，红的、粉的、紫的、白的……最

可爱的要数那几朵蓝色的小花，像个小姑

娘，羞羞答答，含苞待放。正如《阳和二月

芳菲遍》的诗中描绘的那般意境。

漫步在饮马河，感受着新变化。昔日

的饮马河，在政府的改造治理下，现如今，

河岸两边不仅进行了绿化，还修建了供市

民休闲娱乐的活动场所，漫步赏景的行

道，以及歇息聊天的亭台。踏春的时节到

来了，人们三五成群地沿着河边的步道，

观赏着初春的饮马河。更有垂钓爱好者，

支起鱼竿，聚精会神，目不转睛地盯着浮

漂，等待着鱼咬钩那激动人心的一刻。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不仅是一年新的

开端，春天更是人们美好的希望，愿古老的饮

马河在这新春里继续续写着新的故事……

初春的饮马河

有一个地方，最能勾起人们回

忆，那就是爱沙尼亚首都塔林。

那里，有一个我很喜欢的观景

台，观景台墙壁上写有一句经典的

话：The times we had（可以译为我

们共度的美好时光，或者译为我们曾

经的点点滴滴）。2019年3月下旬的

一天，我沐浴着初春的暖阳，坐在这

个位置，环顾四周，正好北面是波罗

的海和城堡，东面是塔林新城，南面

是塔林老城，这正是可以触景生情、

景中生忆的完美视角。我微闭双眼，

回忆立刻像片片树叶飘落心间。怪

不得这里总是人满为患，游客、学生、

情侣、当地男女老少，都争相来到这

里留个影，勾起美好的回忆。我懂

得。

唐代诗人陈子昂有云：“念天地

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塔林正是能

让人“念天地之悠悠”的地方。我早

就知晓，塔林位于爱沙尼亚西北部波

罗的海芬兰湾南岸的里加湾和科普

利湾之间，13世纪条顿骑士团的一个

十字军骑士发现这个城堡，而后这里

发展成汉斯同盟的主要中心，一度成

为连接中、东欧和南、北欧的交通要

道，波罗的海沿岸重要的商港、工业

中心和旅游胜地。不需要过多地描

绘塔林，它的每个角落都透露着历

史、结构与色彩的统一。冰雪消融后

的这里，恢复了动人的色彩，像是电

影里的梦境一般。

我感觉，塔林最引以自豪的是展

现给了人们绚丽多彩的公共建筑，特

别是那些教堂。塔林的大教堂尽管

经过了不断的改建，还是保留了其哥

特式风格。尽管这些建筑遭受了火

与战争的劫掠，却仍保持了它们卓越

的风采。

走马灯似的历史与现实氛围，最

容易唤醒人的回忆与遐想。我穿梭

在老城的小巷，反反复复走着那些石

子路。我走过一些巷子，几次错觉自

己来到了中世纪。自然想到自己那

平凡但并不平常的人生经历，想到从

自己身边走过的各种各样的人。他

们都历历在目，挥之不去，如同塔林

老城。

当然，我也知晓，前有古人，后有

来者。到塔林回忆曾经逝去的时光，

不是为了彰显自己思古之悠情，而是

为了更好地面对世界与未来。

到塔林回忆逝去的时光

我的美丽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