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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孝成不孝张孝成不孝
□ 蒿广峰

责任编辑：刘鹏凯 美编：赵耀中 校对：蔡斌 组版：徐一华

2022年7月20日 星期三作品 投稿邮箱：zhuhaiwanyun@163.com

大大 姑姑
□ 龙志球

张孝成是我的大学同学，含山二
中教师，著名寓言作家、中国闪小说
理事会理事。

唉，张孝成不孝啊！正值壮年，
一切都好好的，却突然上吊自杀了，
不说老婆孩子，他年迈的父母怎么
办？

老母亲和妹妹被人从告别礼堂
硬抬出来，一路嚎啕，打着坠地还想
回去再看一眼孝成。白发苍苍的老
父亲拄着拐仗被人搀扶着颤巍巍地
离开。

来送别的人很多，有亲戚，有同
事，有同学，也有他的学生。

孝成瘦了，面色微黄，戴个帽子，
静静地躺在水晶棺内。

冲遗体行礼的时候，脑中再现他
父母离开时的一幕，我真想抽孝成几

个耳光。
不管什么原因，他这一拍屁股走

了，他家、老婆家，两个家族的天都塌
了。儿子刚参加工作，还没谈对象，老
婆有病多年，父母和岳父母都已年迈，
作为家中长子，家庭的顶梁柱，如此不
负责任，任性地、决绝地离开，亲人们
怎么接受得了？今后的日子他们该怎
么过？

走之前的夜晚，孝成把银行卡密
码发给了儿子，给很多同事打了电话，
把布帘拉上，然后从容地把自己吊在
阳台上。这不是碰到什么事激情自
杀，而是蓄谋已久，纠结之后的义无反
顾。

这个混账！就这样从此离开了我
们，从此对这个世界再也不管不顾
了！管他妻儿老小，管他师友亲朋，想

哭你们就哭吧，该受的罪随你们怎么
受！

得知孝成出事的消息，于我犹如
晴天霹雳。九月二十五日，他还在同
学群里晒他的作品研讨会，还在接受
同学们的祝贺和鼓励。一个知名的寓
言作家，一个成功的中学教师，一个充
满童心和爱心的男人，52年的日子，
一直很勤奋，很阳光，很负责，很有担
当，怎么就撑不下去了呢？怎么就受
不了了呢？

确认孝成真的去了之后，我忽然
就想到了我93岁的老娘，想到我下岗
后一直给人打零工的爱人，想到我刚
有身孕的女儿，我要是出事了……

我得保重自己，我得好好活着，为
了我爱的人，为了爱我的人。

中年以后，是越老越心酸，越老越

孤独，睁开眼，四周都是需要依靠你的
人，不敢让自己有任何闪失。

同学虞和顺说：“用力活着，亦是
一份责任和担当。”我们县原教委主任
于维仁说过：“个人的健康和安全，就
是对家庭最大的贡献。”我们这批人，
一身担负着整个家庭甚至家族的幸
福，生不起病，更死不起。我们怎么能
如此轻率地放弃自己？怎么能如此任
性地不管不顾呢？

孝成啊……孝成，你对父母不孝，
你走得让人心疼，更让人生气。四个
老人都在，你怎么敢消灭自己！该尽
的责任，该完成的任务，你还没有完
成，一走了之，就这样当了逃兵……

呜呼，人死为大，不说了。
愿天堂没有困惑与折磨，愿孝成

安息，一路走好。

我和周伟认识有二十多年了。从
最初的相识到相知，最后到文学创作
路上相互学习与共勉的朋友。在我的
心里，周伟其实就是大哥。

他只写散文。散文的真，在他的
文字里绵延，仿佛一种乡村瓦蓝的真，
在俗世生活的柴米油盐里，一点一滴
地袅绕成瓦房上的炊烟。

当我每次踏上故乡的山路，看到
那些此起彼伏的炊烟，有一种说不出
来的亲切感。

他写的散文，每一粒文字都像乡
村泥土里种植的庄稼，在不动声色地
生长着属于他的颜色。他写的散文很
小，小得只剩下故乡的一草一木，一砖
一瓦；他写的散文很轻，轻得似一片雪
花，一枚羽毛；他写的散文很细，细得
像母亲手里的针，每一针都让生活隐
隐作疼。

周伟的散文是乡村的烧酒，你只
需入口一尝，便知有没有掺水，它的纯
度与温度，拿捏得恰如其分。每壶烧
酒里都燃烧着世相百态，人情冷暖。

有一段时期，他散文创作的生命力是
那么充沛，如井喷一般。

有时，我会怀疑写作的意义与无
趣。于是，免不了给周伟打电话，一起
探讨写作上的孤独。在这个浮躁的时
代，还能跟他在电话里谈文学，这是珍
贵而美好的。

写作的妥协不在于生活的困苦和
磨难，而在于俗物腐朽的世风日下，一
个人的高雅与珍贵不能用数字去验
证，而是通过绵密的文字去抵达感
受。无论怎样，在漫长的黑暗里守望
孤独的人，一定会像星星仰望你闪亮
的天空。

在家乡时，我会时不时去县城，周
伟当时在县城的一家小报做编辑。每
次去他那里，他都会请我去附近的小
店里喝点酒，聊文学。聊到开心处，他
就会嘿嘿地笑出声来，那种愉快的声
音是一束阳光。

我再次见到周伟，是在邵阳市文
联签约作家会上，这是一次特别的签
约，只签约了两个作家，一个是李晓

敏，一个是我。那次签约会上，周伟聊
起了我的创作，他是那么自豪与骄
傲。那样的鼓励让我愧疚与不安，其
实在写作上，周伟的文学成就与他对
于创作的真诚，无疑已成为了我的榜
样。他的谦虚与低调注定了时间会磨
砺出这位才华出众的大家。

我的写作是不安份的，从诗歌到
散文，到小说。近些年，我把更多的时
间用在写小说上。周伟却一直在致力
于散文创作。我们已不再年轻。但周
伟的酒量很好，那次我们在酒席上喝
了不少的酒，我几乎把自己喝醉了，周
伟也喝醉了，他用醉了的语言在酒桌
上大力夸赞我，而在酒桌下坐着的，有
许多是出色的作家前辈与朋友。

家乡文学界的朋友和老师对我的
热情和鼓励让我建立了信心，也促使
我有了写作的动力和决心。周伟还热
心联系了市文联领导和作协领导，以
及乡政府的领导一同来家里看望我，
慰问我，他们鼓励我好好写作，写出有
影响力的作品！他们如同兄长，善良

而温暖。
那天，我用家里的烧酒款待了来

看望我的老师和朋友们。周伟提出来
一定要在我家门口一起留影一张，说
这是将来一张最珍贵的合影。

客里山的春雨催生了泥土里的竹
笋。它们如同集结号的春天在唤醒一
种热爱。遍地生长的竹子欣欣然，勃勃
然，我喜欢屋门前春风中摇曳的竹林，学
会像竹子一样柔软而坚韧，学会绵延的
温度力量，学会强大的内心勇气。

或许是写了许多年散文的缘故，
周伟有了一副难得的好脾气。我很少
看到他生气，每次见他，总是笑眯眯的
样子。他把散文写得那么好，那么真，
那么细，那么暖，一个人如果不是融入
到生活中，不是真正的潜心静心是难
以做到的。乡村的生活，默默坚守的
自己，到了最盛处，就是另外一种内心
的桃花源。

“山长水阔知何处，不如怜取眼前
人。”周伟用一只笔在这样默默讲述着
他和乡村生活的桃花源。

大哥周伟大哥周伟
□ 叶 耳

听到狗叫，大姑立马丢下舀猪食
的瓢，蹒跚着从灶屋穿过堂屋，来到屋
门前。那时日头还毒，光线刺眼，她用
力地抬起头，右手遮在额头上，往山崂
上张望——

“是球宝吗？”大姑大声问。
“大姑娘——”我亲热地喊几声，

一路小跑着从山崂上沿着Z字型的小
土路奔过去，后面跟着大姑家的黄
狗。跑过鱼塘边，来到屋门前。大姑
养的那些鸭呀、鹅呀，也都吱吱呀呀地
欢叫起来。

在附近地里干活的邻居们，也停
下手里的活，笑着喊：“哟——新郎巴
公来啦？”

这个画面，印在我脑海三十多年

了。
听我妈说，大姑用艾熏治风湿时，

不小心把脖子后面的筋烧断，从此脑袋
往前勾，抬头变得十分吃力。那年大姑
回娘家，看到我妈一个人带我和堂弟，
根本忙不过来，于是主动把我带到她家
里照顾。当时我三岁，堂弟才一岁。堂
弟是我叔叔的儿子，叔母生他时难产去
世，一生下来就由我妈抚养。

老家方言称呼真有智慧。我喊大
姑为“大姑娘”，她既是我“姑”又像我

“娘”。堂弟喊我妈“太娘”，“太”是“伯
母”的意思，我妈既是他“伯母”又像他

“娘”。
我在大姑家住了多久呢？也许半

年，也许一年，但时间肯定不短。不然

我不会至今还忘不了大姑晒的红薯
干，又甜又软；大姑煎的小鱼仔，又香
又辣。不然大姑家的狗呀、鹅呀不会
那么欢迎我，那些邻居们恐怕也不会
给我取个“新郎巴公”的外号而且叫得
那么顺口。“新郎巴公”就是“新郎官”
的意思，也许小时候我比较懂事，总是
穿得干干净净的，像个“新郎官”。

六岁那年秋天，我兴冲冲地到村
小报了名。第二天，学校却说报名的
人太多，教室坐不下，年龄小的要再等
一年。我记得自己是从村小哭着回来
的。在这之前，我经常用木炭在地上
写拼音、写汉字，做梦都想早日上学。

正当我妈打算去学校求情的时
候。有人跑来报信，大姑死了，而且打

算第二天就下葬。我上学的事情就耽
误了。当时我爸还在黑龙江淘金，我
妈代表娘家人赶过去交涉。她说，大
姑嫁过去，生儿育女，操持家务，辛辛
苦苦一辈子，没享过一天福，丧事不能
这么草率。最终，我妈说服了大家，为
死去的大姑争得了最后的尊严。

我呢，只记得那天在大姑家，我居
然喝了好多米酒，脑袋晕晕乎乎的，没
有人会在意一个六岁小孩内心的忧
伤。我趴在高高的门槛上，特别难
受。屋里人来人往，敲锣打鼓，闹闹哄
哄，只有我大姑无声无息地躺在漆黑
的棺材里。

我用第一次喝醉酒，来送别我亲
爱的大姑。

七月珠海
□ 唐晓虹

拿起笔 我蘸满天空之蓝
仰望飘动的云朵 沉醉绚丽的晚霞
记写七月 留存抗疫的历程
致敬珠海 表达内心的感动

七月珠海 阴霾再度如影随形
竖起的黄马扎 支撑的蓝帐篷
似一座座安全岛 延伸坚实的手臂
迎接核酸筛查的市民 我看见——
依旧是一双双熟悉的眼睛
从护目镜透出的光亮 如灯似火
抚平焦虑 点燃信心

七月珠海 寻找密接与次密接者
是铁定的命令 是守卫生命的防线
不间断的流调电话
每一句询问 急切而饱含深情

“不能有遗漏！”是使命在驱动
成为志愿者的铮铮誓言

七月珠海 划分高风险中风险
空荡的楼道和隐去繁华的商都
用冷清阻断阴霾的脚步
以宁静期待平安的归来

七月珠海 隔离酒店的玻璃门
印着大手紧贴小手的痕迹
十余个昼夜 隔离的只是空间
流淌不歇的是亲人的思念

七月珠海 以有序护卫一座城
以刚强抵御阴霾的侵蚀
此时 我用蘸满天空之蓝的笔
去描摹明日晨曦的模样

核酸小屋
□ 万琼兰

她们，那么洁白，那么安静，一声不吭
仿佛墙角伸出了两枝梅朵的暗香

她们向人群伸出一枝洁白的棉签
仿佛递出了人世间所有的善意和祝愿

看到她们，我想到了大慈大悲的菩萨。
人群排着队，祈求平安，祈求绿码

我还知道她们有凡俗的肉身
也有父母和孩子，
她们和我们一样儿女情长

一个小小的队长，来到窗口，鞠躬致敬
稚嫩的小手举起了一个红色的试剂瓶

他那么醒目，斯文有礼，全然不知
他已将一颗红星高高举起

他张开小口，等待洁白的棉签时
他无声地说出了一首集体主义的礼赞

守候黎明的曙光
□ 邓红琼

妈妈，什么时候才能解封？
面对孩子的询问
我的目光温柔而坚定

大疫当前，只要内心从容
听从指挥，一切都井然有序

封控区里，我们掐着指头算日子
每天坚持做核酸检测，然后宅家
刷抖音，看新闻，阅天下之事
偶尔，站在阳台上
聆听突然响起的喇叭声

疫情报告每天都在更新
无数的白衣战士与志愿者
用汗水构筑一条安全防线
以爱的力量，击碎新冠病毒
肆虐横行的阴谋

就让情侣路安静下来
让九洲大道背负沉重的夜幕
让大海的波涛起伏珠海人的心情
这个七月，有开不败的花
伫立在空寂的街头，与黑暗默默较量
黎明的曙光，终会跃出海平线
再一次照亮幸福之城

这一个夏夜
□ 康 敏

这一个夏夜，我们一起扛过
沉重的暗黑。
一种叫作奥密克戎变异株
降落，四散，遁形于人潮的影子
秘密渗透，在人间烟火浓烈的气息里

紧紧的，我们扼住每一个路口
通往明天、远方与梦的每一个路口。
并着肩，用身体摩擦出酷暑应有的热力
我们萤火虫一样，在夜色中
闪烁着微弱的光芒
温暖香炉湾畔渔女绰约的风姿
照亮野狸岛上日月贝款款的深情

这一个夏夜，我们一起坚守
浪漫之城。我们像情侣路上的棕榈
迎着风，挺立，相望，挥动轻盈的翅膀
我们律动的心跳，穿透口罩、防护服
遍布簕杜鹃怒放的每一个角落
在交汇，在编码，在传递，大爱与真情
写给黎明的一封信

这一个夏夜，我们一起
踏响铿锵足音
负重、前行，成为自己
苍穹无限的希冀

致敬“教师大白”
□ 颜 婧

暑假踮起无声的足尖
新冠阴险地锦衣夜行
包裹一城的突兀紧急
你们分明才下三尺讲台
爸爸来不及亲吻襁褓中的婴儿
妈妈没顾上陪陪白头父母聊天
你们，辛勤的园丁
摇身一变成为白衣战士
毅然奔赴抗疫一线
带着启程时厚重的责任
你们已是弟子们口中“可爱的大白”
没有豪言壮语
只用无言的爱和汗水
感动着眼前的这座城

香洲区作协诗歌小辑

登秦岭远眺黄陵

陕南陕北岭重重,望里桥山瞻帝容。
一画开天真妙境,黄陵沮水上苍穹。

观壶口瀑布颂禹治水

黄河上溯夏河源,浩浩烟波颂禹篇。
一泻天壶天下足,绵绵九域永春妍。

谒黄陵

沮水绕桥山，黄陵谒帝颜。
勋劳齐日月，世代照人寰。

登骊山远眺秦陵

头枕骊山岭，脚临泾渭边。
欲延秦霸业，千古只长眠。

古韵·陕西
□ 梁健夫

正午的阳光

刘文伟 黄剑波 作品

（粉画）

超级月亮（疫情期间珠澳双城的夜色） 陆绍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