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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着母亲的手过斑马线牵着母亲的手过斑马线
□ 吴燕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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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秋
□ 江从芳

重游或登高 （外二首）

□ 刘合军

投稿邮箱：zhuhaiwanyun@163.com

母亲年轻的时候，从未出过远
门，我在珠海定居后，母亲一年会来
珠海一次。母亲一年比一年老，走
路越来越慢，越来越蹒跚。去年母
亲来了珠海，我带母亲上街过斑马
线时，情不自禁地牵起她的手，要扶
着她走。她笑着说：不用，她自己可
以过，但我还是紧紧牵着。这一牵，
我的心痛了，碎了。握着母亲的手，
我像握着一根带刺的枯树枝。那
刺，扎得我手疼心更疼。过了斑马
线，母亲要抽回她的手。我没有放
松，而是紧紧地抓着。

我不用看母亲的双手，也知道
那双手是怎样的。那双手又短又
粗，又木又硬，长满老茧，干涩粗
糙。手背看上去像枯树皮，暴露着
条条青筋，手指像干树枝，手心像粗
糙的砂纸。我想母亲的双手曾经也
白嫩如葱、温润如玉，但为了我们，
她的手已如干柴。

听说母亲在娘家时很少干农
活，嫁给父亲后才起早摸黑，日晒雨
淋。母亲每天洗衣做饭，喂猪放牛，
忙完家里的就忙外面的。旱地水
田，肩扛手提，脏的重的，母亲样样
都要做。晚上，我们睡着了，母亲还
要在昏暗的灯下，飞针走线，缝缝补

补，为我们做鞋子，织毛衣。现在，
母亲的双手每到冬天更是变得千沟
万壑，那深深浅浅的口子有的呈黑
色，有的呈灰色，有的呈红色。母亲
为了不影响干活或是疼得受不了，
就用胶布贴住那些粗糙的皮或是裂
口。

记得那年过年回家，我看到母
亲裂开道道口子的双手，十分惊
讶！问怎么会这样？母亲一边贴胶
布一边云淡风轻地说：没事，这手一
到冬天就会裂口子，过了冬天就好
些。她说这是以前生我们时，坐月
子没休养好落下的病根。

听了母亲的话，我心里又涩又
酸，只能轻轻叹息。母亲生了我们
兄妹五人，那时家里穷，奶奶身体不
好，没法很好地照顾母亲坐月子。
有时为了多帮家里挣点收入，母亲
还未出月子，就开始帮着做田地里
的事。如果碰上奶奶生病了，母亲
不但要照顾自己，还要照顾生病的
奶奶和幼小的我们。

牵着母亲的手，我慢慢走着，回
想着母亲为我们的付出，我心潮澎
湃。记得我中考没有考上中专，父
亲不忍心母亲太辛苦，想让我留在
家中帮母亲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母

亲看出我很想读高中，就劝父亲：妞
想继续读书就让她去读，农活是干
不完的，今天没干完就明天干，我天
天干就可以。上学的时光失去了就
没了。

我去县城上了高中。每次周末
我回到家，母亲总要想着法子做我
喜欢吃的饭菜，嘘寒问暖。那年，我
生病动手术，母亲在医院照顾我，用
她又短又粗的手细心地喂我吃饭。
看着母亲满是皱纹的脸，我的泪水
和着饭咽下。母亲用手为我擦眼
泪，笑着说：没事，一切都会过去。
我将头埋在母亲的手心，那是温暖
的心灵港湾。

牵着母亲的手，我不知用什么
动听的词来形容母亲的手。这双手
不会弹奏美妙动听的音乐，不会描
绘色彩缤纷的画作，不会剪出栩栩
如生的剪纸，甚至写不出几个汉
字。但这双手能把碎布头，变成我
们脚上穿的暖和舒适又好看的布
鞋，能把乱七八糟的毛线，织成款式
新颖、图案别致的毛衣，让我们抵御
寒冷。无论是老屋新家，这双手总
能收拾得整整齐齐、窗明几净。这
双手能把麦子变成面粉，能把面粉
变成爽滑又筋道的面条，能把大米

磨成粉做成晶莹剔透、口齿留香的
饺子粑，能熬制出透心甜的麦芽糖，
能将猪头肉做成美味佳肴……在物
资匮乏的年代，这双手能用仅有的
食材，做出我们吃得津津有味的各
种美味食物。

这双手能让贫瘠的土地长出绿
油油的庄稼，结出丰硕的果实。母
亲的双手让我们家的地，春夏秋冬，
一年四季，不是绿意盎然生机勃勃，
就是五彩缤纷瓜果飘香。这双手把
母亲的汗水、母亲的韶华流到土里
变成肥料，让地里的庄稼茁壮成长，
地里的庄稼让我们茁壮成长。

这双手刻满岁月的沧桑，那千
沟万壑里盛着对儿女满满的爱！母
亲用她又丑又笨的手，和父亲一起
为我们兄妹擎起了一片灿烂的晴
空！我终于想出几个词来形容母亲
的双手了。那是世界上最美丽最温
暖，最勤劳最神奇，也是最伟大的
手！

母亲曾经教我学走路，陪我长
大，那是人间最温暖的风景。如
今，我没法在母亲身边陪她慢慢变
老，只能偶尔牵着她的手慢慢走过
斑马线，我想，这也是人间美丽的
风景。

忆江南·港珠澳大桥风采

惊寰宇，天堑变通途。
海涌云飞云涌海，
珠联璧合璧联珠。
今日尽宽舒。

忆少年·怀古贤鲍俊

书传千古，书藏福地，书怀骚客。
宗垣效书圣，喜流觞溪碧。
更结庐榕塘泼墨，赋诗联，寄情平仄。
书香灿珠海，况南天胜迹。

春游珠海竹仙洞咏竹

虚心倍觉珍，高节不沾尘。
怒向苍天发，幽篁又一春。

夏雨初晴见彩虹横跨斗门感赋

一道虹霓横斗邑，九天云下凤箫催。
越山掠水向何处？且看黄杨门洞开。

题古贤鲍俊联

重塑先贤，书法冠场垂后世；
追寻史迹，榕塘吟馆挹香山。

题港珠澳大桥联

一桥通贯港珠澳；
三地飞扬精气神。

古韵·珠海人文风物
□ 梁健夫

我的闹钟设定在每一个工作日
的六点三十分，那是我必须要起床
的最迟极限。但是，六点三十分的
闹铃大多起不了作用，因为我一般
会更早起来，先在屋子里转悠两圈，
走到阳台看看花草，看看窗外。接
着，才是简单的梳洗、换装叠被，再
接着便关好门出去。

清晨，阵阵凉风迎面吹拂，空气
中突然就有了秋的味道。我不觉有
一些欣喜，仿佛在迫切等待这个秋
天，而且已经等了很久了。

就因为迎来秋的凉风，我很奢
侈地消费了八元钱的早餐，随后又
绕行黄杨河岸和霞山人工湖，目睹
今秋第一阵风在宽阔的水面漾起波
澜。当然，这里的第一阵风纯属个
人，谁知道一直以来冷峻沉默的秋，
会不会趁我不备的时候偷偷潜入过
呢？

说是等秋，是真的用心去等
了。我也说不好为什么而等，或是
怎么样去等。但在心里头确实有着
一丝丝的盼望，犹如一棵长在阴蔽
处的野草对阳光的祈望。她明明知
道，依自己眼前的处境，确实很难得
到阳光的眷顾，而且也没有办法借
助外力。但在冥冥中一直盼望着：
或许遮挡她的那棵树、那堵墙会被
迁移？又或许不同时节的日头会绕
道而行？呵呵，我觉得自己恰似那
棵野草。

于此，我的等待带着些许侥
幸，也充满了随机的变数，但在很
大程度上仍显无奈，也很无力。但
这并不妨碍什么，我依然很享受并
寄托于这份等待。因为秋始终会
来的，只要秋真的来了，心里便有
一种被装满的感觉，让人踏实而安
然。甚而至于，每逢想起秋的宁

静，秋的深邃，秋的悠然，秋的宽
广，我就会想起儿时在家乡，择一
个天高云淡的秋日，牵着小黄牛缓
缓步行，看一看空旷的田野，望一
望寂寞的远山，心里头就会生出许
多祈盼，不甚明了但却绵绵无
尽……继而，听鸟雀在枝头喳喳叫
着，看老牛吃饱了静卧山岗，同时
慢慢悠悠地咀嚼食料，那目光，那
神情，仿佛世间的一切尽在其中
了……

我喜欢那样的画面，秋天才有
的画面。天空深沉，云淡风清，既明
朗通透又刚柔并济，以一种无法诠
释的高姿态凌驾于万物。遗憾的
是，此等景致乃属于自然。茫茫苍
穹下，回头看看熙熙攘攘的人群，却
是行色匆匆，浮华依旧，秋的况味便
无从找寻了。

不过，纵然秋天的遗憾如果实

累累，我依然继续年复一年地等
待。可以为了心爱的花儿再度绽
放，也可以为了一抹明净的天蓝。
何况，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便是心底
里那份充盈的感觉，我多么希望那
颗像鱼漂一样沉沉浮浮的心，从此
以后一直是满的，不再有莫名的慌
张和空茫。因为人活着，始终是心
活着，没有什么比心灵的孤寂或枯
萎更让人忧伤。

说着说着似有些悲凉了，其实
完全可以换一个视角，用上人们比
较喜欢的圆满一词。秋，其实可以
是晚熟，是圆满，是一种不可多得的
淡定从容。所以，我在等着秋天的
同时，不能否认是对圆满的期
盼……

最后，回到早上的六点三十分，
多亏了闹钟把我吵醒，不然梦境过
于繁冗，容易与现实混为一谈。 横琴月色 陆绍龙 摄

登上板樟山，就可以看到故国，
落坐回归亭就可以抓住风声，
远眺伶仃水滚动，
巳时的日照至半坡
我不由发出惊叹，一面被人世捆住的断崖
像天空的猎物一样被钢索捆住
跟着消逝的时辰，
那静止的斜坡，慢慢裁剪我飘移的身影，
一种莫名寂然落在飘带一样的栈道上，
看着远去的山脉，
多像尘世间流动的火种

南村以东

向海，是一泻千里、一去千年的潮水
是白鹭与无帆铁船翻耕的一块雪地
多么好的一块地呀！千百年
开出多少死去活来的花骨朵
四月的水上落日，就这样无端
搁置在2500万双眼睛里，
天空托起窗内的物件

托起海市蜃楼和一双双疲倦的眼晴，
飞出扼制不住的雪，
雪在雷池的黄埔江
一片片融化

沉埋的水里有燃烧的火

从五峰山到板樟山
要穿过多少狭长的隧道
才看到春暖花开的海，看到一个雕像
举着珍珠的渔女
我在喧哗的潮水边
思想一块石头的沧桑
和被匠人剥落的碎石
它们沉寂在失去阳光的水里
那些被剔去的小石头
有一日是否会成为陆地的一块心病
随汤加和富士山
海底的火
和千年的盐一起喷出

已经忘了
在海边走了多久
月 有些踉跄
心 有些悲凉
思 在酒里醒着
念 在水的中央

已经很久很久了
没有人可以说“晚安”
也没有人对我说“再见”
只有大浪湾的渔船
在轻轻地摇晃

夏天的故事
遗忘在岭南

荔香的山岗
起风了
红月亮是天上的伤疤

半夏之夜

有月亮
就不用开灯
有蟋蟀
就不用弹琴
最是那半夏之夜
在碧山，在何府
即使是心的旅行
也总是小心翼翼
生怕惊动了寂静

到处养着饥饿的秋风
万物依然葱笼
荒草摇着落日，像摇晃
秋日的金黄

金桂的高度是孤独的
枝头开满繁华
一阵阵馨香拥挤着
虽然热闹，也是孤独的

掉在地上的两片落叶
是春天对秋天说的悄悄话
用尽双臂开出花瓣
飘零一地忧伤

散乱的秋风，把本来
不相干的落花，临时组合
在一场完美的虚构里
寻找各自的归途

现在树上空无一物
每一个伏在枝头哭泣的人
都在努力寻找
另一个自己

落叶的自白书

风把秋天吹得满地都是
我不孤单。每一片落叶
都是我的倾诉
都是困顿在枝头上
跳动的句子。只需一句安慰
或一次误诊，都会种满疯狂与跋扈
一阵风过，就能把成熟碰碎

有秋天入席，能容纳全部的承诺
采回几朵愁云，或几片枯黄
种植在原野，被时光勾兑
或被一阵秋风割据
有层林尽染，溅红潋滟的夕阳
把心事掏空，把余生典押
把一地诗意泅在空中，吟诵

我与落叶争先恐后
共赴一场荒芜
像抓住一句无忧的理由
被秋风拽着翻了几个趔趄
摇摇晃晃地飘向人间
坠落之时，没有一片叶子是无辜的

思 念 （外一首）

□ 童电球

秋天的原野 （外一首）

□ 游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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