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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老了当我老了 （（组诗组诗））

□ 徐 江

投稿邮箱：zhuhaiwanyun@163.com

母亲的诗和远方
□ 映 铮

一

我是顺着一路温暖而寂寞的路
灯走进深圳的。

这是1993年春节前的某一个凌
晨。一辆自家乡雷州开来的长途汽
车，在辗转颠簸10多个小时后，迎着料
峭的清寒，抵达深圳宝安107国道边
上的某个路口。我就在这里下了车。

那时我还在大学念书，二弟中专
毕业后便进了深圳宝安的一家外资公
司从事会计工作。这个春节，他主动
留下来帮老板守厂，没有回老家过
年。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深圳。对于我
的到来，二弟近乎欣喜若狂。他兴奋
地将母亲特别准备好的两个大麻袋和
几个小胶袋土特产都扛在自己的肩
上，一路上叽叽喳喳地说着这里的新
鲜事。炽热而略带青涩的二弟，此刻，
我更真切地感受到发自特区的气息。

长途车进入深圳的地界，一路亮
灯的107国道，以及从落车点到他宿
舍所呈现的灯火通明，让我对这块刚
刚聆听了邓小平南巡讲话，被称为改
革开放前沿的热土地更为倾慕。二
弟单独住在公司楼下的一间楼梯间，
这是作为员工非常难得的好待遇。
那天夜里，我们彻夜未眠，聊天侃地。

“深圳到处充满生机活力，你多
积攒一些钱，争取在这里买套房。”在
深圳买房的想法，大概就是从这时开
始萌发的。只是对于我所提到的问
题，二弟似乎还没有准备好，他才18
岁。买房，好像只有当时被称为“老
板”的人才有这样的胆气。不过，时
间的流转也在催人思变，买房的问题
在四年后便有了第一份答案。

那一年，我大学毕业后来深圳打
工已有两个年头，在农村算是老大不
小了，因此，顺其自然地非常热烈地
进入恋爱的季节。

看着我谈一个，黄一个，在老家
农村生活的父母都急黑了眼，怀疑是
不是咱家的风水出了什么状况。母
亲说，对得上眼、上得了心就可以
了。母亲其实并不了解，自从离开了
校园，对于我来说，婚恋不再是风花
雪月，它已变得越来越真实。在一个
城市里居无定所，似乎所有的理想，
包括眼里看到的和心里想到的，都是
空中楼阁。

二弟虽然年纪不大，但这几年摸
爬滚打，也算把握了一些机遇，袋子
里已有了一点点存货。香港回归后
的第二天，他动情地说：“哥，咱们买
房吧！”这话让我动容。其实，父母焦
虑的情绪已传导到他的身上了。那
时，宝安很好地段的房价也不用
3000元一平方米，贷款供楼的条件
并不高。

父亲说，你们社会阅历不深，快
去找陈叔商量商量吧。仿佛在外地，
人和人之间的乡情就是血脉，值得无
比的信赖。

陈叔是父亲的老友，在宝安这块

热土翻腾多年，声名远播乡里。他猛
夸我们兄弟俩有志有为，堪称同龄榜
样，并一口答应帮我们张罗张罗。他
说，要买就买两套。他指了指窗外，
那里有一个叫雅轩阁的小区正在建
设中。

“在宝安这块地盘上，你陈叔还
是小有面子的，雅轩阁是我老友李总
开发建设的，我同他是老哥们，打个
大折头一点问题都没有，房子到年底
就可以交楼了，就订两套吧，每套80
多平方米的。”陈叔胸脯拍得梆梆
响。对于这点，我深信不疑。

回来的路上，我们心里暖烘烘
的，同时也倍感压力。首先，两套住
房，按每套订金5万元计，两套就要
10万了。但想到四年前开启的心
愿，我感到落在地上的脚又轻飘很
多，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愉悦。

老爸在电话那头得知这一情况，
非常激动，陈叔，好兄弟，是你们的恩
人！他连声说，这样好，这样好！下
回回来，一定多带几只大阉鸡给陈叔
啊！我在话筒边，都可以感受到父亲
心脏急促的跳动。

按照陈叔的要求，我们卖掉了手
头的股票以及一些能够换钱的东西，
二弟所在公司的老板也鼎力相助，提
供了部分免息“贷款”，10万块总算
在半个月内凑足。那年夏天是少有
的闷热，但这海天云蒸却丝毫没有影
响我的清爽快意。作为一个从千里
之外来到深圳的打工青年，我们就要
拥有自己的立身之所了，这是不是预
示着，从此，我们之于深圳不再是过
客了呢。

秋天的到来，是被一阵秋风带来
的，但它也是被另一阵秋风吹走的，
从心底吹来的风，寒凉彻骨。

十月份转眼就来了，但却没有再
听陈叔说起房子的事。二弟有点着
急了。陈叔说，房子还在建设中嘛，
别着急的，我刚跟开发商李总通了电
话，他现在的资金也非常紧张，他说
了，要拿到更低点的折头，每套房的
首付就要10万块。

陈叔不会骗我们吧？二弟问我。
陈叔是有头有面的人，何况又是父亲
的好友，在他的嘴中，我们当是“贤侄”
了。我认为他是不会骗我们的。

父母亲在经济方面是帮不上我
们的。无奈之下，我们硬着头皮分头
再向一些朋友、同学借了点，甚至把
家里那个福宝肚子内装的100多个
硬币都倒腾出来，这样，总算又凑够
了另外的10万块。这笔来自五湖四
海的房款，我拿在手中，只觉实在沉
重。二弟一再叮嘱我，哥，小心点好
啊！陈叔清数着我送来的钱，笑着
说，放心吧，一百个放心，一开盘就能
买上了，这叫好事多磨嘛，李总一再
向我打保票，两套，一套都少不了
的。陈叔的笑容其实像针一样刺在
我的心中，总有些让人不踏实的疼。
隐隐地，我心里非常疑虑，但又担心

自己的情绪会影响到二弟，所以便将
一些话咽了回去。

那些天的日历翻得特漫长。看
着再过半个月就到1998年的元旦
了。陈叔终于来电话了，他很无奈地
说，雅轩阁的建设受现在经济大环境
影响，停在那里了，我小孩那里刚分
了一套福利房，有80多平方米，也在
雅轩阁附近的品红花园6楼，如果你
们确实急用，就将这套给你们。你们
觉得如何？

这个电话一下子令我们慌了
神。福利房私下本是不能转让的，还
要经过好多道手续，才能实现转红本
的。二弟说，那房我们不要了，将20
万退回我们吧！陈叔无助地说：“钱
刚投到外地一个农业项目去了，可能
还要半年才能回款的，多理解啊！”
这令我们失望至极，委托买房的钱怎
么用于投资了呢？或许，陈叔是压根
就没有帮我们订房。人心，有时候远
远比陌生的城市更难以捉摸，而我们
却只能无奈去接受某些结果。

1998年 1月的一个早晨，我们
从陈叔的手中接到了品红花园住房
的钥匙。20万元在当时就是一套商
品房的价钱了，而且是红本马上到手
的。品红花园的住房从绿本变成了
红本，并改到我的名下已是十年后的
事了，我也在2013年以100万元的
价格将此房转让出去。至2019年1
月，这套住房已标价400万了。

二

第二次买房，已是三年之后。
三年，对于我们若蝼蚁般在城市

里奔波的人来说，磨去的或许只是额
头上的几寸菱角，但对于一个市场，
可能已是沧海桑田。

2000年是世纪之年，深圳的房
地产行业一派冷清。很多售楼处，有
点像我老家的庙，坐在里面的大神，
常常比拜神的人多。“零首付”的广告
凄然地张悬于各个显眼的路段。

此时，二弟也到了结婚的年龄。
这年8月，我们兄弟商量好，品

红花园的住房由我居住，我们再一起
贷款供一套住房，归到他的名下。

房产中介洪经理带来了“第一
手”的内部消息，说宝城春雅花园8
楼存有一个保留单位，85平方米，可
以申请到9折优惠，折后才2300多
元一平方米，总价约20万，而且是红
本。这让我们大喜过望。

这是一套新房，楼层有点高，且
不带电梯。

春雅花园不算太大，有四栋物
业，小区倒很安静，看起来挺宜居。

往后的几天，洪经理的电话就像
鸡毛信一样雪花般飞来，兄弟，如果
再不出手，折头没有了，房子保不住
了，到时可别后悔啊！

我们打定了主意，交付了这套房
的首期。合计一下，银行按揭15年，
我们两人每人每月只需供一千多元。

这套8楼的住房原先与7楼是
复式结构，因为复式房实在卖不动
了，开发商才将这一单元进行了重新
分隔。房间还带了一个10多平方米
的露台，在这里甚至可以听到不远处
被收押人员吃饭前洪亮的歌声。二
弟也算舍得下重本，在装修时，将这
个露台改造成了一个大厨房，仅搭天
棚就花了差不多2万块，整个家装花
了8万块。

安居才能乐业，在这个城市真正
安定下来，才会发现，日子也是不等
人的，仿佛昨天才搬进来，一个转眼，
这爬楼梯的日子就到了 2004 年 7
月。这一天，二弟从外面回来了。

“想不到啊，想不到，我们这里的
房子都可以卖28万啦！不花一分钱，
白住4年！”他脸上泛着红光，双眼因
开心得意而变得像一对月牙。原来
是有人愿意出价28万买这套房子
了。二弟是会计出身，最擅于精打细
算，这套住房当年装修花了8万，买房
花了20万，住这4年算是白赚的了。

我也为他找到买家而高兴，毕竟
这个小区离他工作的地方就有30多
公里的路，每天上下班来回跑实在太
辛苦。他油然而生的快乐情绪令我深
受感染。是啊，虽然不赚钱，但我们毕
竟已享用4年了！那天晚上，我们还
特意加了几道菜，喝几杯小酒，为4年
前的英明决定碰杯，以示庆祝。

深圳人面对一日千里的房市，感
慨时不再来，悔悟人算总是不如天
算，大概就是从这一时间段开始萌发
的。就春雅花园而言，一墙之隔的看
守所、收容所在几年后被全部拆除，
迁往它处，这里连着的一大片均划为
广东名校宝安中学新校区建设用
地。春雅花园便也成为离这所名校
最近的学位房。学位房的价值在当
下是稀缺的，就算出租，也可以租个
好价钱。

二弟也庆幸自己在当年拿到28
万房款后，马上又重新购置了离自己
上班地方不远的福永街道福安小区
一楼一个90平方米带有小花园的单
元居住。这里当时有点像烂尾楼，很
少人关注，总价才19万。记得我们
第一次进去看楼时，里面成群的蚊子
看着陌生面孔，一下子扑面而来，个
个模样儿清瘦，一眼就能看出从未吸
过人血，非常纯净。

现在，福安小区已改名天域豪
庭，小区的规模也从原来的五栋变成
了近二十栋，成为福永片区人气最旺
的商品房小区了。

十月，花无语，风懂得。因为懂
得，风便有了重量感，像园子里那些
成熟了的豆荚和茄条。

园子是离青春很远的母亲的领
地，四季葱茏，青春逼人。母亲说，草
木的芳香净化空气，提神醒脑。进城
十几年，她常常莫名烦躁，直到有了
这个园子。除了葡萄、桔子和无花果
树，我特意要求的月季、百合、茉莉等
花草外，还栽一些浓青的薄荷，一些
牵藤的豆荚。几盆散淡的多肉也被
养得肥而不腻，爆出盆沿。每次进园
子，都感觉她把故乡种了过来。

她已活到了宠辱不惊的年纪，再
不必伸手怕多余缩手怕失去。不管外
界多少纷扰，她只顾园子什么该收藤
了，哪些该下种了，与益虫私语，对害
虫愤怒。早晚都在园子里翻捡摘除，
修篱种花。时不时捧些瓜果回来。与
土地打了半辈子交道的她，土粒就是
她的玩具，每一寸都要亲切抚摸。即
使在疫情期间，她都不紧不慢，不慌不
忙，只问土中缠绵，不言时间凉薄。遇
到天气好，就坐在吊椅上，打开音乐一

边做着手中的针线活儿，一边有一眼
没一眼地看周围的花草。那些做给重
孙、曾孙的，绣着万字格、太阳花的小
鞋小帽小肚兜挂在枝条上，像结出的
丰硕果实，迎风招展。

母亲这一生，少有聪明伶俐的举
动，更不懂权衡利弊的奥秘，但又是一
个常常避开世俗偷偷浪漫的人。你看
她，在鞋面上绣花，在白纸上画鸟，择
菜摘叶的时候哼着小曲，面对小猫小
狗一脸宠溺。她还曾把鸟笼打开，说
是有鸟儿路过，愿意歇息的有个落脚
处。朋友后来捉了一只鸟过来，虽然
没养活，但终是与母亲了了这段缘。

话说人间非净土，各有各的苦，
可她只要有一块土，便放下了过去的
万般磨难。她不信佛，不知道百丈禅
师倡导的农禅生活，但她谨遵着“一
日不做一日不食”的规则。她觉得不
劳动就等于废人，更享受自己那些无
农药无化肥的天然成果。在她的生
活节奏里，生活并不复杂，一园闲花
时蔬，数条青藤垂窗。她在里面穿
梭，全然不顾流年的变幻。清晨伸手

触露，傍晚从容发呆，不与岁负，只求
身安。本是看月亮的人，就不去捡六
便士了。倒是我们，故意把事情放在
了一个复杂的过程中。远或近，爱或
怨，竞短论长，却不知枯荣有数，得失
难量。这不是心如止水，也不是落寞
孤寂，相反在这稳、静、淡中，摆弄好
了一日生活，四季烟火，也保护好了
心中的诗和远方。

屋子与园子，母亲更偏爱园子，
不管是天晴下雨，她都要去呆一会
儿。下雨要把多肉遮住，风来又怕折
了花枝。雨大怕淹了嫩苗，雨小又怕
土没淋透，像极了那些年知冷知热的
养我们。要是遇到好太阳，就搬了家
里一些吃的穿的，展开来晾晒，仿佛
要晒干人生里那些时断时续的迷
茫。春秋天气温暖，她会躺在吊椅上
打盹，还不忘打开缓缓流淌的音乐。
在她匀净的呼吸中，音符和花草都温
柔了起来，岁月静好填满了她的皱
纹。碑文完美她不看，功利浮名随风
散。别人以有车有房有钱为幸福，她
以无病无灾无烦恼为幸福。

对母亲来说，世俗的行囊越来越
空，但仍有许多东西放不下。除了园
子里的瓜果蔬菜，还有各散五方的满
堂儿孙，所以她学会了玩智能手机。
这样就可以把她种在满园子的诗意，
分享给远方。蕃茄的软，桔子的甜，
还有三角梅垂下来的枝条，都是她的
人间值得。她吃了太多苦，有一点点
甜都要与人分享，即使我们只能隔着
屏幕听她讲述。大半辈子的吵吵闹
闹，她说终于有了清静自在，却又免
不了牵肠挂肚，每天忙了线下忙线
上，问了孙子生意又要看重孙的视
频。这些都是光阴对她的善待，用现
世安稳宽慰着她一生的曲折颠簸。

刘禹锡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
天。母亲习惯了园子里的荣枯浓淡，
只为新生的嫩芽开心，不为老去的荒
凉伤感。她说：熟了的，总要落地。

映铮 中国作协会员，开江文艺
创作办公室主任。已出版散文集《欲
望书香》《独品》《惟慕此时》，诗集《但
是》。

孙善文 广东人，现居深圳。中
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学作品散见于

《人民日报》《散文》《散文选刊》《天
涯》《山花》《延河》《山东文学》《诗
刊》《星星》等报刊，入选多种散文、
散文诗年度选本。出版作品集《行
走的树》《在隧洞中穿行》。

没咱们什么事儿

天已全黑下来
但余温还没有褪
四岁左右的小男孩
在路边
跟另一个小朋友唠叨

“一百岁的会死
大人们也会死
没咱们小孩什么事”

还是梦

梦入战时的城市
满目欧化的街区
没几辆车
光灰蒙蒙的
这次我的身份
是一个出诊医生

小白鼠

电视上的纪录片里
又出现了几只小白鼠
这回是介绍某项医药研究
不知为什么
这三年每次看到医学里
人类拿小白鼠实验的镜头
我都觉得残忍
进而愤怒

五月雪

早晨起来
在桌前坐着
半迷糊着
想回到梦里去
可梦已经定格
没法回去了

于是想象里
开始下雪
一片一片
白雪盖在
梦定格的那个
灰色画面中的
地上

看球记

新一代潜力股
成长股
提前被包装成巨星
梅西时代完结后
足球最大的乐趣成了
看资本翻车

不转赠书刊

看过的书刊

不想保存的
或者根本不爱看的
遇有熟人要
便转手送之
这样可以物尽其用
且敬惜字纸
后来反省了一下
决定不这样了
好多文字明明荒谬平庸
转手赠人岂不等于放毒
那还是扔吧
尤其诗文
关乎心灵
依然是天下事
宇宙事
虽然现在多数人不信
但我信

来自上帝的日历

如果你一天
没有思考
没写哪怕
一个字
上帝的电子日历
就会一下跳过
两个格

雨前雷

隐隐有雷声
这么说也不太对
实情是先有雷
像谁突然摔了一下门
或是狠狠把断桥铝窗子
往窗框里拽
可邻居要是谁真这么干
你不可能听到
是雷
只好说“隐隐有雷声”
接下来不好意思
要说雨了
雨隐隐在路上

当我老了

当我老了
头晕目眩
快要挂了
我会对着空气
说出这样的话

“途经贵地这么久
实在是打扰啦”

徐江 1967 年生。著有诗集《徐江的
诗》《黄昏前说起天才》《杂事诗》《杂事与花
火》《我斜视》，诗学专著《现代诗物语》《这
就是诗》等20多种。

周一新 宁夏书画院院长，宁夏美术馆馆长，国家一级美术师，宁夏美术家协会副
主席、中国画艺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画学会理事；北方民族大学
硕士生导师；陕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特聘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戴敦邦艺术研究中心副
主任，宁夏回族自治区“313人才”新世纪学术、技术带头人，自治区首批“塞上文化名
家”；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青春不散场（速写） 周一新 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