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父亲十年后给我留下的背影；桃花掩隐，苍

柏郁郁。

站在故乡祖宅前，霏霏春雨忽如其来。这清明

泪恰逢其时，湿了我的身，湿了我的眼，更湿了我的

心。

背影里看不见的，有一枝刚刚抽穗的春芽，有一

棵已挂果的枇杷，还有周遭散落在田地里的楚楚梨

花。母亲说，这枇杷不是有意栽种，许是鸟儿从他处

衔来落地生根萌发，不曾想已十年树木，虽还未参

天，却也丈高三人，果实累累、枝叶繁茂。

十年来，我与母亲、弟弟等家人都是清明前回到

这里，很多时候菜花正黄，而今年已零落殆尽。

这背影里还少了一个人的身影，每年我们要离

开时，他必定拖着近九十岁年迈瘦小的身躯，蹒跚着

跟在我们最后，一边挥着因为数十年辛苦农作早已

变形的手，一边眼巴巴地目送我们走过远远的村落

转角，直到彼此都看不见对方。他就是我的二伯，父

亲情同手足的二哥，一位解放前曾被“抓壮丁”当过

几年兵的老农。

前几年，我都突然有想要和二伯在老宅前合张

影的念头，但每每一闪念之间，都想到来年还会再

见，怕那张合影会不意间成为我们诀别的证物。但

今年，我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去岁年末他便走了。

二伯有着中国著名油画《父亲》里年轮深刻、沟

壑遍布的黑红面庞，更有着中国老农惯有的淳朴善

良。只是他不是头裹白帕，而是如鲁迅笔下的毡帽，

背微驼眼神却执着。

作为七位兄弟姐妹唯一留守老宅的，二伯一直

悉心照料着我爷爷、奶奶和父亲的坟冢，当然还有先

他而去的发妻。呜呼……人生聚散总相随，今岁此

刻他也成了这背影里未见的长眠者。

十年前，我送父亲叶落归根，送他回到了他一直

心心念念的故园，也遂了他长伴严父慈母身畔的拳

拳心愿。

这背影之侧，光阴中有农家少年光脚求学、寒窗

苦读的身影，也有无限接近“科学家理想”的荣光。

父亲曾多次以我奶奶“好好读书、认真做事、行

善为人”的家训教导我和弟弟“做一个自食其力对社

会有用的正人君子”。他自己当过炼钢工人、作过中

医药师、代过厂办中学的课、干过环保科长……

人生永远是命运为轨的单行道，父亲后半生机

缘巧合成为了一名令人尊敬的师者，以睿智和历练

做背影，站在黑板前向晚辈们传道授业解惑。他默

默耕耘，全身心付出，完美践行“点一盏灯，照亮别人

前行的路”，也欣然迎来了桃李满天下的芬芳。

清明将至，再一次告别父亲这背影，贵如油的春

雨依然淅淅沥沥不肯停歇。

十年，冬去春又来，日出月再升，父亲仿佛从未

离开，他的背影一直都静默于此，与我们行影不离、

心心相映。

偶寄

背影
文/廖峰

夜谭

静处偏安
文/程丽英

喜欢独处是我与生俱来的秉性，只不过涉过浮

华几十年，更深切地体会到了独处时的那份惬意与

安宁，所以深深陶醉其间。

我所满意的状态，无非是一粒茶叶浸入到一杯

水里，漫漫舒展，筋脉毕现，生命最初的体貌在被层

层包裹之后终于在一杯水里以本真的姿式和颜色呈

现，通透自如，丝毫不被限定和阻碍。人有时不如

茶，茶的一生尽管风干寂寞，但终究有个归宿，到临

了，所有的旧梦都在一杯水里被打开。人就不同了，

大多数人在这尘世上碌碌而行，原本的那一点单纯

和质朴渐渐被风尘淹没，心思便越来越深，越来越

紧，到后来甚至有的人都失去了自我，不知为谁活

了。等到生命耗尽望见归路时，仿佛大梦初醒，明白

一切浮虚的功名利禄都是悬于头上的绳索，不属于

自己却又将自己的一生套得牢牢的，现在虽然解脱

了，可时间又没了，再也找不见可以解开心事的一杯

水，于是慨然。

以我之陋见，生命之深度是有思想、对人生有正

确的认识和安排；高度则是要有境界，这个境界没有

一定之规，依个人的修为而异，就像长风，行高山之

巅可以浩浩然，入闲庭小院也可淡淡吹，高低回环都

是状态和体现，不娇枉也不做作，更不狂喜和悲叹。

人的一生若能像风，无处不在又无迹可寻，高可上云

端，低可入幽微，便是境界。

人生多繁杂，争处皆烦恼，若不肯将一颗心放下

来，随意争夺下去，便没了闲适。失却了闲适的人生

便如舞台上武将上场前的那一通锣鼓，惶惶地敲，敲

得一颗心急急地吊起来，几乎不透气，这是挺没意思

的事。人生不是这样急吼吼的，人生的步子要慢下

来，稳下来，这样才能从容而优雅。所以人要学会在

滚滚红尘中辟一静处，养心养性。

实则，静处静不静，要看心沉不沉得下来，若心

性淡然，闹处即静处，若心有旁鹜，万籁俱寂中也会

心生浮躁。读书，当然静处偏佳，但多数时候这样的

静处不易寻，且又想沉溺于书中，那就只能闹中取

静，这种作法一开始稍显艰难，但只要能让心静下

来，便能于万头攒动中，让思想在瞬间穿越古今，旁

若无人地与书中的思想接轨。这时，你的思想便如

那一粒蜷曲的茶叶，一点点被书涸开、浸润，从而得

以舒展。近日，每晚临睡前必读清少纳言的《枕草

子》，就喜欢清少纳言那闲闲的笔调，每一笔似都信

手拈来，却又有着淡而不散的韵味，这不是笔力的作

用，依我看，功夫在心劲上，若是一颗心始终紧紧地

吊着，别说写，怕是欣赏也做不来的。

记录

忆岳父二三事
文/张先国

清明临近，追忆故人，我想到了我的

岳父。五年前春暖花开之时，他去了另一

个世界。

岳父名叫雷安恒，祖籍蓬溪县高升

场，1936 年底出生于遂宁县文成街一个平

民家庭，年少时没读几年书就辍学了，12
岁时拎个布口袋独自一人从遂宁县城出

发，跟着拉坛坛罐罐的牛车，步行 5 天到

达了成都，在东大街当学徒，做棉鞋皮

帽。新中国成立之初回遂宁，被招进街道

办织布厂，之后在县水电局、磷肥厂、氮肥

厂、化工厂工作至退休。

岳父在遂宁县文成街的老邻居李俊

烈是川中地区地下党员，解放后受其教

导，岳父青年时期入党。上世纪 80 年代

初就当上了县化工厂机修车间党支部书

记，直至退休。厂子上下几百号人都认识

他，都叫他“雷书记”，他也特别喜欢别人

这么称呼他。因为岳父承包了厂内的塑

料分厂，有新进的青工叫他“雷厂长”，他

说：“还是叫我雷书记吧！我是个老党员，

喜欢你们这么叫我。”退休后，他参加厂里

宿舍所在社区党组织的活动都很积极，也

按时自觉缴纳党费。他对党组织信念坚

定，一直心存感恩，有朴素执着的爱戴和

忠诚。

岳父参加工作之初就在县水电局，是

干部身份。不久组织上一声令下，安排他

参与筹建位于涪江上游黄连沱的县磷肥

厂，他二话没说，打起背包就去了，一住

就是几个月，难得回家一次。县磷肥厂

建好后，组织上又安排他去浙江金华学

习氮肥厂建设经验，他去学了半年，回遂

宁 便 一 头 又 扎 进 了 县 氮 肥 厂 的 筹 建 工

地 。 后 来 有 人 说 他 从“ 米 箩 跳 进 了 糠

箩”，由机关干部变成了工人，他却一笑

而过：“这有啥嘛！比起对遂宁工业有重

大贡献，年轻时从重庆来遂宁支援我们搞

建设的老专家罗均衡等前辈，我做的贡献

还差得远。”

岳父是在西门渠河边长大的，自幼习

水性，会游泳，多次下河救人。 1979 年 1
月 28 日（农历大年初一），遂宁县城西门

渠河便桥上游人如织，众人纷纷前往广德

寺祈福，因相互拥挤导致便桥栏杆突然折

断，30 多人瞬间落水。岳父见状，毫不犹

豫跳入冰冷刺骨的湍急河水中，游了多个

来回，一人共救起 7 名落水游人，之后悄

然离开现场，不久大病一场。他说病一场

不算什么，最痛心的是那天的事故仍然夺

走了数位乡亲的生命。

在上世纪 80 年代承包县化工厂塑料

分厂时，岳父不差总厂一分一文承包费，

不欠职工一毫一厘工资款，但重庆、铜梁、

成都、德阳、射洪、蓬溪等地的客户企业共

欠他近百万元货款，这在当时是一笔天文

数字。多次催收未果后，别人都劝他去打

官司。面对确实也有困难的合作伙伴，他

选择了体谅别人的难处，逐渐放弃追收。

那时他也没啥积蓄，生活也过得很简单，

一日三餐，习惯稀饭一碗、泡菜一碟。他

的晚年生活，是听着体弱多病的老伴的呻

吟声和看着偶发精神分裂症的儿子中度

过的。他很隐忍，泰然处之，从不在家人

和外人面前流露出内心的苦楚。他放松

心情的唯一方式就是偶尔抽空拎个鸟笼，

沿滨江路到犀牛堤、界福桥那一带走一

走，兜兜风、溜溜鸟，然后连忙回清平街家

里陪伴病妻、照料疯儿，从不发怒，相当耐

心。

2013 年 3 月，岳父被查出患有癌症，

已是晚期并多处扩散，三个女儿轮流照

料。在临终前那些日子，他对一家子说得

最多的话是“谢谢”二字，并叮嘱家人在他

走后，别忘给邻居发个“红钱”，感谢邻居

对他的关照，还叮嘱从简办理后事，不要

敲得叮叮当当，影响院子里的大人小孩休

息。他去世后，我们是按照他的要求做

的，想必他是满意的。

岳父一生平凡，但每每想起他的故事

便十分感动，也告诫着我不忘初心。

行吟

小蒜（外三首）

王福友

小蒜长到筷子长

我蹲下，朝它轻轻吹气

逗它

它的小身子扭几扭

很害羞——

哈哈，你扭给谁看呢

我给它拍个照

转身就走

不把它挖掉

让它接着过春天

小蒜一定会记得

有个人曾经对它好

瓦片

小村，在月色里安睡

一地瓦片散落，破碎而又拥挤

一块瓦片遥望另一块瓦片

一块瓦片向另一块瓦片伸出小手

数百年，或者数千年

没有一个人能复述小村的故事

生于斯，长于斯

欢乐藏于瓦片的背面

泪水把每一块瓦片打湿

月亮毫不吝啬地眷顾

所有的瓦片鼓动嘴唇

哑默，挣扎

把呼喊喷发成满天的星星

野花

路边到处是野花

一朵红，一丛紫，一片粉

我只拍照，我不去采

一花一世界

从来就没看明白

春天突袭而来

对花儿，耽于其中

也要抽身而退

最好只动心，不动情

真的，一生很短

没有那么多时间一一来爱

挑猪菜

光着小脚丫

提着小竹篮

手握小铁铲

在田野上撒欢

野花儿，这一朵，那一丛

花了眼，乱了心

芳香的春天采回家

满了篮，满了心

话说《香囊记》
文/史运玲

微观

我是个半拉子戏迷，不会唱只会看。

借助放假机会，偷得半日闲，我坐在电脑

前看了几场精彩大戏，尽情地享受了戏曲

的艺术魅力。

其中，《香囊记》曾是我反复观看的一

场戏。

说起戏剧《香囊记》，知道的人似乎并

不多。但如果说起《抬花轿》，人们便会恍

然大悟：“哦，原来是那出戏呀！”

可不！剧中那个活泼可爱的“疯丫

头”周凤莲，其风风火火、活泼开朗、直爽

率真的艺术形象早已深入人心，成为戏苑

里的一个经典人物形象。吴碧波、汪荃

珍、王清芬、虎美玲、朱巧云、王红丽等豫

剧名家都主演过此剧目。坊间还流传有

“看看吴碧波，能活九十多；看看吴碧波的

《香囊记》，一辈子不生气”的顺口溜。

其实，这两个剧目是同一出戏，后者

是从前者改编过来的。《香囊记》又名《文

武换亲》，一直是豫剧花旦的“看家戏”，也

是老百姓最喜欢的一出戏之一。从民国

至 今 ，百 年 来 长 演 不 衰 ，剧 本 也 几 经 改

编。尤其坐轿、抬轿一折，取得了跨越式

的再发展和创新，并因此成为《香囊记》剧

目的新名字——《抬花轿》。

虽然，通常两个剧名通用，故事也基

本相同，但究竟还是有些微差别的，既有

倒叙、直叙手法的不同，也有故事的侧重

点不同。就我个人的欣赏爱好来说，我还

是比较喜欢老版本《香囊记》的。

那是大明王朝年间，王姓兵部大人

家，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在桃红柳绿的

端阳佳节，潜滋暗长。胸怀大志，却落破

为书童的书生张志成（入王府后被改名王

天才），被小姐王定云所青睐，并于端阳佳

节赠送香囊，私定终生。兵部大人发现

后，认为辱没家风，盛怒之下，送钢刀与绳

索任女儿自裁。丫环定计假棺埋葬，王定

云深夜逃出府门，路遇花婆并被收为义

女。

逃出府门的张志成，听说王定云死亡

后，哭昏路畔，被深夜赶路赴睢州任职的

四品官周定收为义子，并再次改名周天

宝。而心灵手巧的王定云也因为做出的

头花非常漂亮的缘故，以其大家小姐风姿

引起邱府夫人注意，并被收为义女。

周定之女周凤莲与邱府武状元成亲

时，已高中文状元的张志成送亲邱府时巧

遇王定云，回府后辗转反侧，寤寐思服，忧

患成疾。周凤莲回娘家探弟病情，了解详

情后，为之周旋牵线，有情人终得完婚，皆

大欢喜。

这次看豫剧电影《抬花轿》，一下子勾

起了我的少年记忆，怎么与当年看过的戏

似乎有点不一样呢？强烈的迷茫好奇里，

我搜出了《香囊记》作对比。

这场由河南豫剧团演出的老版本《香

囊记》，演员阵容强大，整体水平一流，让

人 觉 得 戏 特 别 耐 看 ，韵 味 悠 长 ，百 看 不

厌。

这部剧中，周凤莲的扮演者是被誉为

亚洲第一花旦的汪荃珍，她以精彩的表

演，将周风莲演绎的淋漓尽致，人物形象

栩栩如生。王玉华扮演的王定云，婀娜

多姿，扮相俊美，大家闺秀气质突出。两

人一动一静，一柔一辣，交相辉映，美不

胜收！李斌饰演的文状元张志成儒雅清

秀，谢文忠饰演的武状元雄姿英发，两人

也是对比分明。马兰饰演的花婆，虽是

一个配角，但人物形象呼之欲出，很接民

间地气，给人留下的印象也很深刻。演

员整体水平的高质量，让人对此剧过目

不忘。

已是剧终幕落，我仍在电脑前呆坐。

静默里，青春的河流哗哗越过山岗，越过

童年，越过家乡，越过我在看大戏里长大

的美好童年，以及遥远记忆里的那个看

《香囊记》的难忘夜晚。

第一次看《香囊记》这出戏时，我还是

十一、二岁的小姑娘，人生里无忧无虑的

美好年华。

记忆中，那场戏里，各位演员的表演

也都很精彩，再加上故事情节一波三折，

让我多年后依然铭记心间，难以忘怀。尤

其翩翩公子张志诚的剑眉朗目、英俊潇

洒、书生意气，大家闺秀王定云的青衣飘

飘、回风流雪、翩跹多姿，给自己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回家后躺在床上，还在回味着

他们的郎才女貌，感慨演员演活了剧中的

佳侣壁人。

当时年纪小，仅仅处于“外行人看热

闹”的戏曲欣赏阶段，远远没有修练到如

今这种“内行人看门道”的鉴赏水平，看完

戏后，模模糊糊里，被剧中青年男女的爱

情故事及悲欢离合所触动，心有所思，情

有所感，却又飘飘渺渺，无法说清楚自己

究竟想的是什么，只是在归家的路上，一

路沉默不语。

多少年后，我才明白，那是我陶醉在

《香囊记》的艺术魅力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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