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虾公草虾公草
□ 曾维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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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介书生
性情柔弱
悲天悯人
我只在写别人时
常用纵横驰骋
纵横捭阖
纵横天下
这些与纵横有关的词
我第一次为自己
用到纵横这个词
是一年夏天
我在一座城市迷路
这座城市的立交桥
纵横交错
让我分不清南北西东
写这首诗时
我再次为自己
用上纵横
想起半世的风霜
岁月的犁耙
在我脸上留下
一垄垄皱纹的沟坎
我老泪纵横

醒 悟
如果我知道
我一睁开眼睛
梦中那场漫山遍野的大火
就会熄灭，连灰烬也不会留下
我就不会在梦中为找到
那个点燃这场火的人
翻山越岭，寻问我遇见的每一个人
为扑灭这场火，我舀干了
梦中池塘里的每一滴水
如果我知道
我一睁开眼睛
我烧伤的左手就能痊愈
不留下疤痕，我就不会在梦中
因无人呼叫救护车
跟一辈子的朋友断绝关系
如果我知道
我一睁开眼睛
就能看见阳光明媚
太阳没有被那场火的浓烟抹黑脸颊
我就不会在梦中写一首诗
多次用到与黑暗有关的词

纵 横（外一首）

□ 卢卫平

时间之锤不停地敲打沙砾
万物寂静，沙砾穿越寂静
投进浅淡的水色天光
此刻，堤岸延伸城市的梦想
像时光的漏斗过滤了存在
我们依随自由浪漫的向往

堤岸之上，太阳邀约城市
还有飞奔易逝的时光
去赶赴一个庄严的仪式，去眺望
伫立海滨身着素装的灯塔

相遇如期，海水拍击堤岸
灯塔发出光芒，变幻的景致似流云
点染水色天光，无数秘密
深藏沉默不言的灯塔
谁能读懂他的心语？

太阳说，灯塔承载希望之光
照耀天地，抚慰心灵忧伤
城市说，灯塔安置验潮之井
观察波涛的起伏，守候平安吉祥
时光说，灯塔似沙砾流逝的漏斗
刻录人生的匆匆与永恒

光影深处，城市拥抱着生命
灯塔将我们引领，通往内心升腾的
恢弘理想以及平常的愿望

灯塔说，去照彻人性吧!
见证生命的真实，摒弃世间的浮华
我们朝向灯塔,牵手城市握住时光
感受爱和崇高的延伸与抵达

狗尾草

站立大道边，看太阳从东方天际
透过来，几丛草得意地弯腰并摇摆
像是一群精灵，欢舞于路的中央
那些金黄的穗儿是抒情诗中的一个词语
顿时，家乡的山岭和小河在眼前晃过
看见孩提时的我趴在泥地，编串狗尾草
编串可能成形的动物，比如熊猫和骏马

几丛狗尾草，不是这座城市简单的点缀
它们弯腰并摇摆的姿态，令我亲近了故乡
那些金黄的穗儿，成为诗集里抹不去的光亮

延伸与抵达（外一首）

□ 唐晓虹

他在黎明的群山中醒来
没有马上起身，而是躺着，
望着那只鸟慢悠悠地
飞过空气，如穿越灵魂。

陡峭而漫长的过去
已变得像云一样模糊，
一个回声般急促的记忆
正气喘吁吁地攀登他的头。

而他像一棵树站起来
沿着山谷的边缘漫步，
不停地摇落身上的露珠
就像一路丢弃石头的河流。

燕子

当这些石头露出水面，
你踩着它们，
跳跃着，越来越轻，
倒影迅疾流去。

漫步在河边的人
看见河水长出了支流。

春天，最清晰的是野草。
最模糊以至于无的
是河流中的人。

山中（外一首）

□ 唐不遇

我的劳动从扯虾公草开始。
母亲说：“你5岁了，要开始做

事。”
我说：“好。”
母亲从15里外的黄桥铺镇买

回一只竹篾背筛，高了些，我背着有
些拖地。没关系，我在一天一天长
高。新鲜的竹篾散发出清香。我十
分高兴。这是母亲送给我5岁的礼
物。我在成长！

夏天的一个上午，偶尔有云，太
阳不算特别厉害。母亲把我带到椅
子岭。地里的红薯藤两尺来长。母
亲和几个生产队员的工作是锄草，
上午有两块地的任务。母亲指着那
些吐着红须儿的小草说：“认清楚，
这是虾公草。你把这些草扯下来，
放到筛子里去。”母亲说完蹲下身子
来手把手地教我。

这是全新的童年体验：我可以
帮着母亲做点事情了。

劳动是愉快的。不远处的山林
里有蝉鸣和鸟叫。

中间有一会儿休息，母亲到山
塘里边的土壁上找泉水喝，又用桐
子树叶给我兜了点水来喝。我有时
会放下虾公草去追跳跃的蚱蜢。母
亲并不批评。第一个小时是新鲜
的，第二个小时，劳动就变得单调。
我的手指被砂石轻轻划伤，不出血，
但会疼痛，可看到细细的划痕。

我累了，第二天不想去了。然
而，我不去不行了。

我以为背着新的背筛去扯虾公

草只是游戏，其实是母亲安排劳动：
跟着大孩子们去扯猪草，我就不再
需要祖母看管，还能解决猪饲料的
短缺。岩头江一般人家每年要喂养
两头猪，一头按统一征购价卖给政
府，以便让父亲那样的国家工作人
员能凭票买到肉吃，另一头杀了供
自家过年熏腊肉吃。养猪的农民没
有肉票，买不到食品站的肉，只能吃
自家熏的腊肉。

过些天，母亲不再带着我跟她
出工，把我交给我的堂姐姐、堂姑姑
们。她们最小的比我大5岁，主要
给家里砍柴扯猪草。我不知道她们
是否小学毕业，反正已不再上学。

从5岁开始，我有了一份工作：
扯猪草。

或者换一种说法：5岁时，我开
始为一头猪努力工作。

如果我是受雇的，毫无疑问是
一个童工。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童
工现象是“人类文明的耻辱”，很多
人也这么认为，但这仅限于企业主
雇佣儿童，不包括我。我参加的是
家庭内部的劳动，由家长安排。这
类儿童劳动自古就有。我扯猪草喂
养的猪，长到120斤重，会送去卖给
政府设立的食品站。岩头江村每户
每年都有政府布置的一头“征购
猪”。这是养猪卖钱的唯一渠道，没
有人拒绝。食品站以每斤4角5分
钱的价格结算，将钱付给我们。
120斤的生猪可卖54元，除去几个
月前买小猪仔的成本14元，可挣

40元毛利。一个成年男性劳动者
每个劳动日只值2角钱，卖猪的收
入相当于他辛勤劳动200天，这是
个惊人的对比。食品站以每斤8角
钱向有肉票的购买者卖出猪肉。

如果说我5岁开始工作，听上
去很夸张，但本质上就是如此。我
用我的劳动为国家基层管理服务人
员提供了肉食。

计划经济的神经末梢就这样准
确无误地抵达我5岁的指尖。

有时我想：还有谁比我为这个
国家工作得更早吗？

扯够猪草，堂姐姐、堂姑姑们结
队走进山林里去采野果吃。她们嫌
我小，怕我走进野刺蓬、灌木丛里找
不见人，不让我跟着去。她们把装
满猪草的背筛拢到一起，让我看管：

“千万别让人抢走了。要是有人抢，
你就大声喊叫。”她们说采到的刺莓
和其他山果都会分给我一份。我眼
睁睁看着她们的身影一个一个消失
在林子里。

太阳热辣辣的。除了蝉鸣，还
有偶尔几声鹌鹑叫。鹌鹑叫声像一
个遇到伤心事的老男人捏着鼻子捂
着嘴恸哭。在旷野，成年人听起来
都会感到毛骨悚然。在我听来，鸟
的叫声鹌鹑的最恐怖，其次是猫头
鹰，第三才是乌鸦。当旷野里四下
无人时，我感到自己的身子越来越
小越来越小。往树林里张望，开始
还能看得见采野山果的人拨动枝
叶。后来她们就似乎被吞噬了。我

呼喊，她们懒得应声。当鹌鹑再次
叫起，一批乌鸦在我的头顶盘旋聒
噪并久久挥之不去时，我哭了。

我告诉后来分给我山果的人：
我害怕！

若干年后我才知道：这一年，令
人害怕的不是椅子岭的空旷，不是
鹌鹑的怪叫和乌鸦的聒噪。在繁华
都市，许多人比我更害怕。这年4
月，在美国的一所高中，教师Ron
Jones进行了一场实验：重建一个
微型的纳粹德国。他让学生亲身体
会法西斯的恐怖与魅力。他向班级
灌输纪律性和集体精神，鼓励为集
体利益互相告密，只用5天，就将学
生“培养成优秀的纳粹”。这年7
月，底特律的警察在凌晨闯进黑人
区逮捕数十名黑人。数百名黑人向
警察愤怒地投掷石块和砖头。事件
造成40余人死亡350人受伤。

这一年，离第三帝国的灭亡已
经22年。

这一年，中国工业总产值比上
年下降 13.8％，农业总产值增长
1.6％。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8
年，是举行成人礼的年份。

我应该感谢神明！这一年的夏
天，我不在底特律大街上，也不在任
何城市。我在椅子岭上，扯虾公草，
害怕乌鸦，分享山果。

世界那么乱，椅子岭安全、静谧。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仍然相信：

有乌鸦的地方不一定有厄运。没乌
鸦的地方不一定安全。

家事追忆
□ 王海玲

母亲是江西省广丰县人氏，家
庭出身不好，我二十岁时，在家里一
个小箱子看到了母亲的干部履历
表，在出身这一栏上赫然写着:地
主，历史反革命。我看了心里一个
悸动，吓了一大跳。我二十岁时是
1976年，有好几天，我看母亲心里
都有异样的感觉，想我妈妈怎么是
地主家的人。那个年代，所谓地主
所谓历史反革命犹如洪水猛兽。到
现在，我才明白，母亲的一生为什么
小心翼翼，母亲一直是一个老好人，
总是吃亏在先。对于我们五个孩
子，母亲是慈母那是无疑的，但母亲
对我们总是太温和，总是好说话。
我想母亲天性中的张扬及活泼一定
因为这个病灶般的出身而有所改
变。母亲年岁渐长，我发现母亲是
那样幽默及喜欢玩乐，母亲喜欢麻
将喜欢旅游，喜欢去高档的酒楼吃
饭，我现在想起来最安慰的就是带
母亲吃遍了珠海的大小酒楼，而且
别人家老人可能节约，舍不得点好
菜。我母亲就从来在这一点上没有
舍不得。每回母亲总是认真看菜
谱，从中挑选自己喜欢的菜肴。对

每一家酒楼的特色记忆犹新。这是
我每每回想时，心头最大的安慰，如
今暗自忖度也是地主出身潜藏的影
子吧。

母亲是哪年嫁给父亲的？我只
能自己推断，姐姐是1955年1月出
生，在姐姐之前母亲还生了一个男
孩子，名叫王卫国，因为那时正是抗
美援朝之时，所以取了这么一个时
代感强的名字。可惜我的卫国哥哥
出生后几个月就夭折了。母亲是这
样说的，那孩子生下来小，才四斤
多，也不会带，所以去世了。母亲
说，这个孩子长得很像爸爸，母亲还
说她在生卫国的几小时之前，看见
房间的地上有一只很大的色彩美丽
的虫子在爬，虫子在地上慢慢蠕动，
再仔细看，就不知所踪了。母亲叹
口气说，可惜了这个孩子。因为之
后，母亲接连生了姐姐、我及大妹，
让渴望男孩的父亲一再失望。母亲
谈到父亲，总是说，你爸爸这一点
好，虽然我连着生了三个女儿，你爸
爸可一点没有不高兴。

回到爸爸、妈妈的结婚时间，由
卫国哥哥出生，我断定父亲及母亲

结婚的时间是1952年。父亲是四
野的，我记得父亲在四野时曾做过
邓华的警卫排长。解放广丰县时，
父亲是部队的一个营长。父亲名王
德，山东海阳县盘石公社人，这是老
地址，海阳早已改为市了。父亲生
于1925年，小时候，我记得父亲说，
他小时候给地主扛活，因为在地里
割豆子被地主打骂，十八岁的小青
年一生气，跺跺脚跑到了部队，就这
样一路南下到了母亲家乡江西省广
丰县，部队当时就驻扎在广丰县。
按照父母结婚的时间算，1952年，
父亲入伍九年，时年二十有七。母
亲年方十九。母亲家是恶劣成分，
历史反革命兼地主，可是母亲漂亮，
有文化，所谓文化也就是读了当地
的高小，母亲写得一手好字，这在当
时也是了不起的。母亲告诉我，当
时追求她的都是官员，什么县委书
记呀县粮食局长呀。母亲格外说了
那个粮食局长，说那个人一脸大胡
子，让人不喜欢。介绍了好几个小
城的新贵，母亲都是拒绝拒绝。直
到别人将父亲介绍给她。我和姐妹
们都笑着问母亲，为什么介绍别人

不同意，介绍父亲就同意了，是不是
我们爸爸长得好，母亲打了我们几
下，然后笑着点点头。关于父亲与
母亲的恋爱细节我只知道两点，一
是，母亲说，父亲对她瞒了岁数，她
结婚后才知道父亲比她大了八岁。
二是，母亲说，父亲经常骑自行车带
她，但是父亲不会背后带人，只会前
面带，所以她只能坐在车前横梁上，
父亲则将自行车骑得飞快，一路响
着铃。写到这里，我眼里浮出一幅
美丽的画卷，年轻的父母在春日明
媚的田野里，父亲以一种近乎搂抱
的骑车方式带着美丽年轻的妻子或
未婚妻在田间小路骑行，他们那么
年轻，一个是解放军年轻的营长，一
个是地主家美丽的女儿，所谓的英
雄美人说的就是当时的父母。

记得母亲说，父亲不会背后带
人时，姐姐鼻子哼了一声，我们随
着这哼声都笑了起来，我们说，爸
爸是故意的。母亲说，谁知道呢？
因为父亲严厉，所以父亲在世之
日，我们不敢问父亲。现在父亲不
在了，母亲也不在了，这桩“案子”
已无澄清之日了。

我拾起散落在时光中的记忆（外一章）

□ 钟建平

岁月流逝，多少沉淀在时光中
的关于青春，关于成长，关于爱情，
关于理想，关于生命种种起伏跌宕
的故事……

时间辗转，那些无法忘怀的记
忆纷纷散落在时光中。

在生命的四季，我拾起散落在
时光中的记忆：

时光有时是静静的，如润物无
声的春雨，滋养万物，洗涤灵魂；

时光有时是沉甸的，如轰隆轰
隆的夏雷，响亮而迅疾，豪迈而悲
壮；

时光有时是急促的，如横扫落

叶的秋风，一阵秋雨一阵冷呀，荡涤
一切枯败，留下健壮的生命；

时光有时是轻轻的，如飘飘洒
洒的冬雪，雪落无痕，不经意间，厚
厚地覆盖了大地。

我们每个人，每一个人生阶段，
都会在时光的长河里留下一些痕
迹，或深或浅，或喜悦或忧伤。

除了记忆，还有什么呢？留下
的不只是记忆呀，还有爱，藏于彼此
生命中的深处，每次触摸都是温暖
的，爱是生命中最美丽的记忆。

此时此地，时光无言，思绪静
默。就让我们把最美丽的故事定格

在有限的生命中吧，就让怀念成为我
们对渐行渐远的生命最好的致意吧！

等你像成熟的果子从枝头落下

在萧瑟的秋风中，黄叶纷纷飘
落。

在锋利无比的时间中，成熟的
果子纷纷坠落。

黄叶的飘落总是给人一种无限
的无奈与忧伤，而成熟的果子坠落
却给予人喜悦与沉实。前者意味着
生命的飘零、枯败、终结，后者却意
味着成熟、收获、新生命的开始。

青涩的果子，等待采摘；成熟的
果子，在风中坠落。这是自然界最
寻常不过的景象。

其实，人类社会中爱也一样，爱
需要成长，需要培育，需要等待，等
待季节的轮回，时间在枝头上行进、
发酵、成熟。

成熟的生命告别枝头，向未来
沉静地走去，朝春天的方向翘首。

在我的生命里，我愿意守候在
你的树下，那怕耗费我一生的时间。

等你像成熟的果子从枝头落
下，那是人世间最美丽的风景，也是
我生命中最美丽的时刻！

一个最神圣的称谓
一个最动人的呼声
一个生而开口发出的第一音
一个死而呼唤的最后一声

妈妈 母亲
圆满 温暖 纯洁 神圣

没有什么恩情能相比
没有什么伟大能夸耀
没有什么过往能想起
没有什么点滴能忘记

一声妈妈让冰雪融化
一声妈妈叫铁树开花
一声妈妈可以举重若轻
一声妈妈让我们勇闯天涯

曾经的藤条让我们快快长大
曾经的唠叨让我们铁汉柔情
曾经的临行密密缝温暖我们一生
曾经的目送让我们不忘初心
这就是妈妈
这就是母亲
心中永远的神

母亲
□ 花果山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