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棵葵树两棵葵树
□ 蔡 旭

像许多名城有地标一样，珠海
斗门的两百多年古村网山村，也有
它的标志。

那是高高耸立在一座小院上空
的两棵葵树。

在120多座糯米黄糖与泥巴夯
筑的清代泥墙古屋中，这座小院是
最有故事的一座。

在35棵百年古树和各种名木
中，葵树是最高的两棵。

而且，整条村的葵树也只有两
棵。

两棵葵树下是一座貌似平常的
古屋，被掩人耳目的高墙所遮围。

多少年来，它的秘密只有自己人
才清楚，外人无法知道。

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这里就是
中共地下党支部。

两棵葵树既是特殊的景观，更是
联络的暗号。

敌人进村，迂回的街巷如同迷魂
阵。同志无须问路，也能找到温暖的家。

作为老区革命根据地，葵树下是
坚强的堡垒户。作为“抗日救亡先锋
队”，葵树下是指挥中心。

抗战时，游击队长身负重伤生命
垂危，就在这里秘密疗伤三个月。日
军几次进村搜人，也只能无功而返。

日寇也曾飞机轰炸，即使炸毁了
几间房屋，两棵葵树依然高举着叶片，
旗帜一般迎风飘荡……

这天，我慕名来到这座远近闻名
的“广东古村落”。

在转过二十多条石板街小巷，摸
过一座座乾隆年间留下的老墙，走过
迎阳门、武帝殿、黄氏宗祠、古铜钟、古
碉楼、观景台之后，仍感到意犹未尽。

直到找到这两棵葵树，才终于心
满意足了。

不要问为什么。我同许多人一
样，知道不见过这两棵葵树，就不算到
过网山村。

抽出冻了一冬的手
握别，属于暮春的黎明
在渐浓的霞光里
想念遥远的星儿稀疏的秋夜

记忆已遗失在瞭望的
山巅，风站成一棵树的影子
有鸟欣然在秀发里做巢
从此旅人便不再回望渺渺故乡

蓦然回首，茫茫岁月
如海，日月是颠簸在海上的船
故事的弧度在船上
都稀释成挥手的泪光

祝福山的沉默吧
如同祝福故乡的树林守住原野

某次古籍的阅读
纸，麻色的丝布
层层堆积
字，黑色的钉子
锈迹斑斑
破伤风裹着脑膜炎的大氅
冲天气场香薰 异常
五体投地呼吸 暂停
才子佳人，魑魅魍魉
三纲五常，三六九等
奉天承运的隐晦与乖张

合上，封面全是
枯萎的腊黄

从此便不再回望

渺渺故乡
□ 大 尉

施维 作品

夏日（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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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父亲的单车背单车背
□ 林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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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光对话
□ 游 海

投稿邮箱：zhuhaiwanyun@163.com

纸上的老街
□ 童电球

（外二首）

春日的午后，我用一辆单车带着
女儿在海边蜿蜒的情侣路上骑行。轻
柔的风中，女儿在车背上不时发出银
铃般的笑声。我知道，这个时候的她
一定是开心快乐的。此情此景，让我
不禁想起了三十多年前的一些往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粤西海
边那个闭塞的小渔村，父亲终于拥有
了自己的第一辆单车。那时候的单车
在农村还算是个稀罕物，父亲之所以
花“巨资”购买了这辆单车，主要是作
为渔民的他，每天需要将新鲜的渔获
产品在第一时间送到镇上的市集去售
卖，单车无疑是最佳的选择了。看着
这辆二十八吋的“永久”牌单车，我们
全家人都由衷地感到高兴，不仅因物
以稀为贵，更因为无论是骑着还是坐
着，这辆车都显得非常“拉风”。

父亲更是小心翼翼地呵护着他的
坐骑，定期对它进行维护保养，单车出
现一丁点异响也会让他检修半天，想
方设法排除隐患，力求单车性能的最
优质化。除了完成日常作为“生产工

具”的任务外，这辆车还成了家里人方
便快捷的交通工具。为了让我们能在
车背上坐得更舒服点儿，父亲想办法
做了一个舒适的坐垫安装在车背上。
从此，坐在父亲的车上，我时时得以见
识到那个年代特有的朝阳落日、斜风
细雨、乡村邻里、市井阡陌……

我清晰地记得那是冬天里的一
个深夜，六岁多的我突发高烧，不停
地打着冷颤。在试过很多退烧降温
的“土方法”无效之后，父亲决定带我
到镇上的卫生院去看病。母亲抱着
我坐在单车背上，父亲则用尽力气稳
稳地踩着那辆单车。头顶上有清冷
的月色，一路上冷风在吹，我们一家
人焦急地奔走着。在这样的深夜，因
为有了这辆单车，因为有了父亲的决
断和付出，我能够及时赶到卫生院进
行就诊。那时候，我打针时虽然嚎啕
大哭，但满脸汗水的父亲却如释重负
地笑了出来。

更多的时候，我坐在父亲的车背
上是一种快乐的体验。无数个黄昏，

我会早早地来到村口的土地庙旁等候
着，等候劳作了一天的父亲，用他那辆
单车捎我回家。尽管路程不长，但我
已感到深深的满足。在父亲的车背
上，看着父亲熟悉的背影，我会莫名地
感到幸福、快乐、安全和踏实。逢年过
节，父亲还会搭我到镇上去添购年货，
穿街过巷，走走停停。在那个物质匮
乏的年代，父亲以力之所及，尽可能地
满足了我们的各种需求。

长大后，父亲的单车背日益成了
我记忆深处难忘的一部分。上大学后
的第一个寒假回家，我看到了父亲已
经将坐骑从单车换成了摩托车，这是
一种效率更高且更加便捷的交通工
具。而那辆在我家服役了十多年的

“永久”牌单车，则静静地停靠在院子
里的一个角落。父亲说，平时已甚少
用得到它了。经过风吹日晒，再加上
缺少维护，那辆单车已显得甚为破旧，
车背上更是锈迹斑斑。我的鼻子不禁
一酸，为这辆曾带给我无数快乐及忧
愁的老单车，也为那些逐渐远去的年

华……
前年暑假，父亲从老家到珠海探

我的时候，我和他走到海天驿站，特意
租了一辆双人座的单车骑了一段路。
父亲在前，我在后，我在努力寻找着当
年坐在父亲单车背后的那种感觉。可
遗憾的是，我发现再也无法回到从
前！父亲的背影仿佛已没有了当年的
那种高大伟岸，父亲的鬓角已满是白
发，他扶着车把和蹬踏单车的力量甚
至已不如我那样强劲有力了。不长的
一段路过后，父亲已经气喘吁吁了，只
能停歇下来。我们坐在如茵的绿地
上，一起谈论着在家乡曾经经历过的
那些点点滴滴。

如果说岁月的流逝，让我越来越
懂得父子一场的真正含义，那么，它留
在父亲身上的印记将会是一种越来越
无情的残酷。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继
续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父亲、让女儿、
让身边所有的至亲，能够体面地活着，
并真切地生发出当年如我一般坐在父
亲的单车背上的那种幸福感！

五年前的斗门接霞庄，给我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人的一生，就是一段
体验的旅程，所以我想把它记录下来。

从珠海市区到斗门，开车一个多
小时。接霞庄位于斗门区的新围村，
这些村子的人多数姓赵，听说是南宋
末年赵匤胤胞弟后裔来此避难繁
衍。接霞庄，风光旖旎，风景宜人，有

“广东省最美村落”之称。
走近接霞庄，一座高大的护庄河

牌坊在前，两边石头垒就，正上方是
屋顶，“接霞庄”几个字沉稳大气，护
庄河水清澈见底，河边绿树成荫，青
草蓬勃生长。庄外，田间小路，阡陌
成行。

庄园的三面被荷花池和绿竹环
抱，整个庄园青山绿水，掩映在青色
的翠竹与开放的鲜花丛中，有如世外
桃源，置身其中，心旷神怡。

村庄里的建筑，清一色的青砖瓦
房，浓淡相宜的色调，屋下时有飞檐
走壁，雕栏画栋，古色古香。

一条石板街横贯全庄，游走于望
不到尽头的漫漫长道，感受着远古和
现实的距离。庄后有一片葵林，金灿
灿的花与近处绿树成荫的草木，远处
的青山相映成趣，宁静优美。

我们四个大人和两个孩子一路同
行，落脚的地方是一个农家乐。在这
里，我看到了20多年未见的家乡的桑
葚，桑葚园少说也有几亩地之多。

我们去得也巧，正好是桑葚成熟
的时候，桑葚树，一棵棵，个头不高不
矮，枝繁叶茂，叶片翠绿，像一把把绿
意盎然的大伞。桑葚树一排排，沟垒
分明，地上间或有些野草，树上结满了
小小的桑葚果。

未成熟的桑葚青涩，青里带红，红
色的饱满，成熟的桑葚接近黑红色，黑
色就是成熟过头了。细看之下，红色
的桑葚居多，它们的个头，像蚕条一般
大小，孩子们早就馋涎欲滴，他俩一边
采摘一边品尝，成熟的桑葚味甜多汁，
别有一番风味。

孩子们边走边摘，发现后面的桑
葚更加成熟，于是放开肚皮吃，满手都
是黑红色的桑葚汁，满嘴也是。对孩
子来说，以前只知道桑葚叶可以养蚕，
现在亲眼看到桑葚果吹弹可破，鲜红
多汁，这才叫“百闻不如一见”吧！

据说泥煨鸡是这里的一大特色，
农场主人叫孩子们去抓鸡。走过一段
田间小路，来到一个简陋的鸡舍内，一
二十只鸡正在悠闲地觅食。

儿子和程哥，正值十岁，狗都嫌的
年纪，他俩各拿一个塑料圆凳，对着鸡
围追堵截，这些鸡哪是这两个淘气鬼
的对手，他哥俩一个扑，一个接应，十
几只鸡吓得扑通乱飞咯咯直叫，老板
娘看着三两下就抓了一只鸡，谁不心
疼自家的鸡呀！再扑，母鸡肚里的蛋
都要飞了！

灶边，泥煨鸡的工具早已备好，一
个不大不小的灶台，确实像我童年时
候的家乡土灶。煨鸡的泥团，硬硬的，
拳头大小，主人把鸡处理干净，用锡纸

包扎好，放进灶里，红薯，鸡蛋，玉米，
也随手放上几个。

灶上开始生火，一层层的垒上泥
团，中间留出缝隙，像蜂巢那样的垒
着，火焰由于风的气息而摇曳，层层垒
上的泥团，一共垒上七八层高，红色的
火苗在灶内熊熊燃烧，煞是壮观。一
个小时过去，诱人的香味已经飘出来。

退柴熄火，用火钳撤去烧红的泥
团，在一团火疙瘩的土堆里，轻轻地翻
找出锡包纸，红薯，玉米，鸡蛋，鸡的香
味混杂着，香气四溢，真让人直咽口水。

孩子们把鸡撕开，鸡腿，鸡胸，鸡
翅，迫不及待地咬上一口，美味佳肴，口
齿噙香，真不愧是远近有名的泥煨鸡。

想起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里的
洪七公，他自制的“叫化鸡”与泥煨鸡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孩子们一边讨论
洪七公，一边欢呼雀跃大呼过瘾。

什么时候能再去一次接霞庄？那
个青山绿水的古村落，那道念念不忘
的泥煨鸡，那片绿叶红果的桑葚园！

斗门有个斗门有个接霞庄接霞庄
□ 林 子

太阳的脸红了
月亮的脸圆了
点明了心的归宿

微风送来鸟的祝福
让花像花 永不孤独
细雨洗净回家的路
让树像树 把竹秀留住

采一朵冰山雪莲
化成生命的泉
斟一杯香茗
润泽心境回甘

撑起三帆靠近岸
观菊花茂盛
赏兰花优雅
品梅花正德

终于，你把我雕刻成
一棵皱褶的树
任由枯槁的年轮
布满我的额头

你赐给我的青春
像一阙小令
伴随落日，或半竿斜阳
瘦成婆娑

留点缝隙，让岁月收纳
或让荏苒光阴，一寸一寸
溅湿我所有的任性

都说岁月不饶人
可谁又饶过了岁月

你走过的地方，春光灿烂
我两鬓微霜，辨不清你的方向
你流光溢彩，我背负苍凉

摁住黑夜，守望每一束微光
你的天空茂密，繁星闪烁
我想不负韶华，却无法将你捕获

邂逅一堵墙
走得多久，都多余
脚的前方，已是尽头
一块块沉默的石头，或砖
砌成墙。齐刷刷地站在一起
将我拦截。让我，无路可走

许多疑惑，穿过墙体
而墙本身，也会惊愕和纠结
背负凝固的内疚

绷紧神经

承受着人们对它的指指点点
一堵墙，总是板结着脸
一出现，就断了别人的念想

它们毕竟是一面被砌的墙
对此，它们也束手无策

有些事情，随遇而安
不经意间邂逅一堵墙，
哪怕让你，猝不及防

薄凉不过人间
呼吸均匀。如同一片叶子
轻唤另一片叶子
如同一道影子，从眼前闪过
静止。寂寥。或比水纯净

一枚卵石，在河床上安睡
流水即逝。像瞬间扑簌的鱼儿
从欢笑中出场，又在叹息中离开

虚荣和时光，所剩无几
不确定开始，也不确定结束
不知等候的阴天和晴天
还要多久。才能可以大声说话

我想应该原谅一些风言风语
有时候一言不发
来得及，也来不及

我们手握着一句或多句誓言
甚至一束微光，一寸光阴
抖动在一条熙熙攘攘的甬道里

南雁低飞，候鸟迁徙。人间冷暖
一路兼程的风雨，被挤进来的薄凉
浸透。淹没。盖在厚厚的尘世

纸上的老街是徽派的
黄昏 芭蕉打开虔诚的手掌
接住第一缕霞光
白云 来自新安江上
你撑着一把民国的油纸伞
缓缓走过十八条小巷
炊烟袅袅
飘着无声的往事
妈妈的饭香
后山上 有一块草地常年湿润
像妈妈的眼睛一样
率水河一路向东 无上清凉
沿着我思念的方向
缓缓流淌

纸上的老街微眠在纸上
水墨的心事 掩于流水
不息的风声 讲述着时光

你们要去哪
接霞庄
青瓦下
我是南宋的一面墙
我是墙上的一幅画
来来往往的人啊
你们要去哪

接霞庄
青瓦下
我是墙上的一幅画
我是画中的一枝花
来来往往的人啊
你们要去哪

大渡口的风声
秋天的渡口
宁静的小镇
静得都可以听见
上下五千年的风声
这生生不息的风声
是最好的讲述者
所有美好的故事
都发生在炊烟袅袅的黄昏

记忆中的老街
盛着半巷夕阳半巷阴影
红蜻蜓立在马头墙上
小蜜蜂吟唱着慢板的光阴
你披着白槐花的衣裳
从房前走到屋后
天井里的时光
乳汁一样流淌
八月里 桂花那个香哟
香透了我们的爱情

如今
小镇老了
它和我的心一样
很久没有住过人
只有东流的江水
奔流不息
流走一些人
又流来一些人

我在老屋咖啡等你
不是宽窄巷
也不是西递村
不见贾宝玉
但闻花袭人
深宅大院里
红尘已经走远
老唱片里
那些民国的故事
也许不能在这里复制
月亮爬上树梢的时候
就让民间的风
吹拂着我们发烫的心灵

亲爱的
现在是会同10号
老屋咖啡时间
热闹的街市
品不出咖啡的意境
有一只美丽的燕子
在老屋咖啡等你
她曾经有一颗
出走的芳心

（外三首）

繁 花
□ 邢继学

（外一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