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晨出门时，天空中有乌云涌动，但并没有连城一

大片。太阳在云层里穿梭，像个害羞的大姑娘，偶然

间露出绯红的笑脸。以过去的经验，这雨可能是下不

成的。

于是，我沿着公路一路向上，欣赏着沿途的碧瓜翠

菜，奇花异草，还有莺声呖呖的天籁妙音……忽然，天

空暗了下来。这是下大雨的先兆！

调转轮椅车头，我心急如焚地往回飞奔。一路上，

尽管用尽了力气，轮椅车还是没有箭一样速度的大雨

快。

大雨一来，天籁的鸟鸣声，戛然而止。广场上的老

年朋友，在嬉笑声中各自乘车而去……在这藏也没处

藏，躲也没处躲地方，我很快就变成了一只落汤鸡。

虽然心里无尽的哀婉，但还得硬着头前行，不曾几时，

终于来到一个亭子边。

坐在亭子下，我长长地舒了几口气。拂了去头顶

上、面颊上的雨水，卸下紧捆在身上的湿漉漉的寸

衫。一阵微风拂来，急躁的心儿随之也缓和了许多。

定了定神，我把目光投向亭子外：黑色的沥青路面上，

是一朵朵沸腾的水花；整个天地间，一片朦胧；一切行

人，鸟兽都销声匿迹，只有“哗哗哗”的雨声。

目送一辆辆“哗——”地飞驰而过的车子，我惊奇

的发现：摩托车的水花，宛如提灌站的出水口，洪大昂

扬；小轿车的水花，好像渔家的小渔网，透明洒脱；载

重车的水花，活像火电厂那纺锤型的高大烟囱里吐出

来的烟雾，云蒸霞蔚……

在那份陶醉之中，第一场大雨渐渐告一段落。我

继续赶路。原以为这场雨就此要收场，可是没过三分

钟，第二场大雨又接踵而至。这时，我已经没有下雨

之初的惊慌了，反而有一种任随雨水冲刷的平静！

这世间上的事，真是难以意料啊！有的看似不可

能，事态恰恰向那方面发展；有的看似可能向那方面

推进，情况却正好相反；有的即便看清楚了，想躲也是

躲不过的。

微观

雨中启迪
文/叶长贵

专栏

家有芳邻
文/唐毅

我终于还是搬离城市，到了乡下居住。

随我而去的是满满一车书，也算是半

生旧藏。原来东放一块西放一块，现在总

算聚到一起了。有感，作《渔家傲·山中》一

阕：“独步林泉成野老。邻童掷石打红枣。

官里事情姑了了。无限好。清平与我真年

少 。 漫 道 山 中 天 下 小 。 聊 将 直 钩 方 塘

钓。淡饭粗茶君莫笑。听鸽哨。薰风懒懒

吹萍草。”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首“田园牧歌”。

能够偷闲山居，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但在

山中住得久了，有的人恐怕又不那么习惯。

满大街的灯红酒绿不见了，一些未必愿意参

加的应酬少了，余下的便是与寂寞独处。好

在我有书为伴，所以并不觉得孤单。

说起来，职场可能都会有竞争。公平的

竞争倒是无所畏惧，但是免不了有勾心斗

角、尔虞我诈，这就让人很是厌倦。能够与

山水为伴，与村民为邻，久而久之，便不得

不感叹，于人于己，平民才是最好的。让我

备感欣慰的是，我的新邻居都很友善，可谓

家有芳邻，他们已然不止一次出现在我的笔

下。我很乐意和他们交朋友，甚至是为他

们写作。

当然，他们未必能够读到我写的林林

总总，或者根本就不需要。正是这样的“不

需要”，便少了某种功利性的东西。

我所居住的这个自然村（不是行政村）

位于四川东北部的遂宁市船山区河沙镇，

有二三十户人家，名叫皂角湾。尚未正式

搬来之前，我写过一首《皂角湾》，有句云：

“我将在这个山湾里 /闲来读书、观鱼……

去邻居家串门 /顺便捡回皂荚一二 /洗头、洗

心，然后干净地走在他们中间”。

村民是淳朴的，当然也是干净的。在城

市居住，难免不浮躁，同村民比较起来，也未

必就干净得到哪里去。

皂角湾地势开阔，又四面环山，中央是

一个约摸三四十亩的人工湖泊，倒映着山

色、树影、鸟迹，湖畔是一个广场，周围是散

落的人家。2014 年秋天，我四处找寻着我

的世外桃源，不意间来到这里，有一种说不

出来的欢喜。得知村里还有多余的宅基

地，便决定在此筑屋而居。

于我来说，这里并不是故乡，只能算作

家乡。我在遂宁工作时间不短，为退休（以

后）计，也是可以的。但是，比如孩子们，比

如美美、真真，她们生于斯，长于斯，应该可

以说是她们的故乡（之一）了。

2015 年 10 月，小楼建成，名之梓庐。起

初，我只是周末去那里读书或写作。同邻

居们相处得久了，就觉得彼时的选择没错，

现在几乎是长住下来了。

在这个自然村，家家户户都是我的朋

友。他们并不因为我新近搬来，也不因为

我曾经是市委机关报的什么书记而疏远，

反倒是礼敬有加。他们的礼敬与身份无

关，应该是对于知识的尊重，从而具体到对

一位知识分子的尊重。什么时候什么蔬菜

出来了，这家一篮，那家一筐；什么时候什

么瓜果出来了，仍是这家一篮，那家一筐，

吃都吃不过来。

有时，暮晚归来，大门边一字排开放了

许多瓜果，根本不知道是谁家送的，由不得

人不感动。

就我的切身体会，城市社区的邻里之

间，不说“老死不相往来”，能够像乡下这样

随便串门的恐怕不多。特别是夏天，在广

场东头的健身器材边，大家一边锻炼一边

聊天，什么话都可以说，不时也来几句玩笑

话（四川人称之为“刷坛子”），倒是愈显宁

静与祥和。

我知道：“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也很热闹。但是，山居

的这一种“慢”，还是难能可贵的。

（《山居杂记》连载之①）

行吟

错觉（外二首）
王旭全

这束光从物体的底部窜上来

把所有的白留给了黑

虚实之间，穿越地狱与天堂之门

这是自身到不了的高度

此时，视线从另一个角度直射而来

所有物体不在同一个纬度

甚至不在同一地平线

但我依然在时光的背影中

看见了你黄昏时的微笑

被夕阳染红的风景

以及风景里那些流动的事物

而这一刻，我正在地球另一端

向下坠落

失眠

你试图通过这样的方式

来化解心中的不安和焦虑

于是，把毒药变成美酒

把玫瑰和红唇当作爱情

这是在某个深夜

用手指关联出的动词

这非比寻常等同

令人始料不及，此时

你要做的就是走到黑夜尽头

去看另一片风景

并试图把自己变成一片嫩绿叶子

与春天邂逅，之后

被一场大雨浇铸成一棵葱郁的树

否则你就要变成黑夜的影子

趴在别人的窗台上

数天上的星星

克拉拉的情殇音剧会

克拉拉和舒曼的爱情故事

在音乐的旋律中缓缓地流淌

钢琴的手指飞出键盘

左右了失控的情绪

话剧的抒情姿势 哀婉动人

歌唱的咏叹从帷幕后窜出

摄人心魄

后来，勃拉姆斯出现了

抚着一支摇篮曲

迷失在维也纳的森林

直至

曲终人散

对妈妈说“我爱你”
文/涂启智

偶寄

世界上最伟大、最无私的爱是母爱，想

必没有异议。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父母给了儿女

宝贵的生命，儿女当思回报是为天经地

义。母亲为了生育儿女，历经十月怀胎，

一朝分娩几乎“在阎王爷面前走一遭”，倍

受阵痛煎熬；等到儿女出生，又把全部的

爱贯注他们身上，悉心呵护，从呀呀学语

直到长大成人。

古人说“宁死做官的老子，不死叫花子

娘”，尽管听起来让父亲有些难堪，然而

“话糙理不糙”，它既是对母爱的崇高评价

与深刻褒奖，也形象表达母亲在养育儿女

方面的无可替代。

作为儿女，我们理当对母亲心存感激、

热爱乃至敬仰之情。爱要勇敢表达出来，

只是等到需要表达时候，我们却拙于表

达，也不好意思表达。

世上没有儿女不爱自己的妈妈，然而

面对妈妈，我们能有几个人能够热情洋溢

喊出：“妈妈，我爱你”？

爱妈妈又羞于表达，或许这就是中国

式的深沉，也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沉默是

金”。同样会有“妈妈我爱你”想法，成年

人与小孩子表达方式却是迥然不同。

我们常说“童言无忌”，小孩子早岁不

谙世事，心地单纯明净，心里想到什么就

会说出什么，不会顾忌、没有顾虑，一旦感

受到妈妈的好，就会直截了当表达出来。

成年人则完全不一样，不仅是对母亲，

成年人对其他任何人，包括恋人、爱人或

者子女，都很少将“我爱你”“我喜欢你”挂

在嘴上。

一方面，或许成年人思想不再像小孩

子那样单纯，心中考虑事情多了，即便心

里涌动“我爱你”的情愫，也还会受到各种

因素羁绊，难以脱口而出。

另一方面，或许成年人思想成熟，注重

务实，不太看重语言煽情，认为动听话语

没有悄然行动来得实在，因此很少将心里

话说出来。

确实，中国人不善于将对母亲的爱通

过语言表达出来。向特定对象说“我爱

你”，就表达意愿强弱来说，西方人普遍甚

于中国人。

西方人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旁若无

人地对爱人或者对母亲说“我爱你！”并且

还可以来一个大大的拥抱乃至热吻。

而多数中国人，哪怕房间只有夫妻俩

或者母子俩，一方也较少大声宣告“我爱

你！”当然，丈夫或者儿子可能会以无声的

行动来表达爱意，比方说，默默地为妻子

或者母亲递上一杯热茶。

千年以降，地域文化都会在不同民族

人们思想精神层面打下永不磨灭的烙印。

西方国家受以商贸经济为支撑的海洋文明

影响由来已久，而中国受以农耕经济为支

撑的内陆文明熏陶根深蒂固。

这种熏陶与影响无不深入骨髓、融进

血液，这是一种民族文化心理积淀。因

此，西方人普遍呈现泼辣奔放的外向性

格，而中国人则普遍呈现温婉含蓄的内向

性格。

或许还有一个因素不容忽视，姑且命

名为“特殊的感情认同”。世上有些感情，

哪怕你从来不去宣告、不去表白，它也不

仅恒定存在，而且总是浓得化不开。

父母与儿女之间感情就是这样，亲密

如夫妻也可能有朝一日分道扬镳，而儿女

与父母之间血缘亲情关系一辈子割不断。

换句话说，只有那些不确定或者不稳

固的关系，才需要用宣言抑或告白予以明

确、予以固定，而宣言或者告白何尝不是

一种仪式化、一种形式？

“母子连心”“狗不嫌家贫，儿不嫌母

丑”，儿女对于母亲的感情植根心灵深处，

任何外力都无法动摇，无须用口头告白仪

式或形式来表达。

退一步说，就算儿女真的心血来潮，大

声对妈妈说“我爱你！”估计妈妈会很不适

应，感到别扭。

既然我们都不擅长通过言语对母亲表

达爱，那就更应该以实际行动来表现。在

这件事上，胡适堪称典范。

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

物，博学多才，风流倜傥，时任北大校长。

但胡适的妻子江冬秀，却是一个目不识丁

的小脚女人，且长相一般。只因胡适非常

孝顺母亲，遵从母亲之命与江冬秀结婚，

直到终老。

胡适对待婚姻非同一般的包容与隐忍

态度，凸显他对母亲的深爱。

母亲是我们每个人生命的源头，我当

然也爱我的母亲，但我这一辈子注定对母

亲只有深深的愧疚。

我母亲 33 岁开始守寡，今年已经 76
岁，她老人家至今仍是一个人在老家生

活。

母亲曾经说过一句伤感的话：“把你们

抚养大了，你们就像雀雀儿飞得远远的。”

为了讨生活，我已离乡多年。好在妹妹前

些年回到了老家，尽管没在母亲身边，也

可以隔个把月回去看望母亲。

我常年在外，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妹

妹给母亲寄生活费，让她衣食无忧、温饱

有余；再通过妹妹的手机，与母亲视频聊

聊家常。

有时在想，假如我当初没有“跳农门”，

而是在家务农，还能够膝前尽孝。我亏欠

母亲太多，但母亲并不以为然。

有次视频通话结束，我挥手向母亲说

再见，竟然听到母亲动情地说“我孝顺的

儿子！”我的眼泪一下子夺眶而出……

每次休年假回老家，我都会去本家、亲

戚以及乡邻家里走动联络，为的是让大家

平日对我母亲有个照应。

那些对我母亲好的邻居，我会表示感

谢，让他们得到些许安慰；个别对我母亲

不太友好的邻居，我也登门拜访，真诚沟

通交流，并奉送一点礼物，希望能改善紧

张关系，促进和谐相处。

母亲节，我想对她老人家说：“妈妈，我

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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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相

饱暖莫忘饥寒时
文/文庄

我出生于蓬溪县任隆镇梧山脚下罗家小沟，那里

曾经穷山恶水，靠天吃饭。改革开放后，我便离开了

村子，这一走就是三十年，再次回村已是老气横秋。

初夏五月，阳光下的村庄，格外明媚。浓荫深处飘

溢出醉人的布谷声，催得农事繁忙。除了抢收麦子和

油菜，村民还忙于种大豆，插秧苗，施玉米肥，给桃李

喷杀虫剂；整个村庄忙得不亦乐乎！

来到梧山，已不见当年贫脊样貌，满目苍翠欲滴，

群峰绿意奔腾，白鹤满天飞，可谓生机勃勃。可美中

不足的是山顶上七彩晶石不冀而飞了。问了许多老

人，都说是神仙铁拐李带回天上去了。

关于七彩晶石有一段传说，话说铁拐李同圣僧下

棋大战通宵，待天明鸡叫时，铁拐李不慎将一颗棋子

掉在了梧山，因为怕天亮现身犯了天条，于是慌乱逃

跑回天庭，而丢下的棋子就化作了一块七彩晶石。

下山来，沿途而归。遇见村中老人们，问起的当年

的老书记，都说被儿女接去城里享福去了。临走时，

老书记老泪纵横，说这里的一草一木都于他有深厚的

情谊。跪在地上叩了三个响头后，捧一抔坭土放在衣

包里，才依依不舍地上车。

来到当年的小学，而今则成为了一个大型养猪场，

猪崽销往省内外，给村里致富起了领头羊的作用。而

原小学十年前就转到镇上了。更让人兴奋的是，村中

白油公路宽敞，山山桃李飘着不同风味的瓜果香。

当看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婆，正弯腰捡土边掉

的豌豆时，我奇怪地问：“老人家，现在不缺吃，捡这点

干吗？”“你忘了小时候，你饿得呱呱叫，是我给你一碗

包谷糊救活了你。娃儿，饱暖莫忘饥寒时！”我顿时羞

红了脸。这时，我才看清原来是当年救我命的刘大

娘。我忙蹲下来帮她捡地上的豌豆。此时我又听到悦

耳的钟声催我们像鸭子一样翻着脚丫赶回课堂，听老

校长给我们朗诵：“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

牛餐，粒粒皆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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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推荐书籍推荐精品精品
内容简介：本书揭示了荀子军事伦理

思想对今天完善正义战争理论的可能性意

义、朴素人民战争思想的可资鉴性意义和

顺行军事道德建设实践的可行性意义。

内容简介：本书分析了《管子》和《国富

论》产生的历史缘由，对《管子》和《国富论》

经济思想进行了比较，对解决今天的各种经

济问题具有借鉴意义。

“端午诗会”征稿启事

端午是我国主要的传统节日之一，是为纪

念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而设立的。屈原是

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开辟了“香草美

人”的传统，被誉为“辞赋之祖”“中华诗祖”。

为致敬先贤，在端午节即将到来之际，《遂宁日

报》特发起遂宁诗人“端午诗会”。

一、作品类别
现代诗歌或符合格律的旧体诗词（诗为近

体），需为作者代表作，不一定与“端午”有关。

二、参与对象
在遂宁工作、学习、生活，或遂宁籍在外地

的诗人、诗歌爱好者。

三、征稿细则
1.作品要求原创，主题鲜明，立意新颖，内

容积极向上。

2.每人限投五首，每首诗歌不超过 20 行。

3.截稿日期：2019 年 6 月 5 日

4.投稿方式：以“端午诗会”作为前置标记，

把稿件投至本报编辑部电子邮箱（bszmlq@163.
com），稿件中注明来稿人的姓名、简介、联系电

话和银行卡信息。

5. 本期征稿将择优在《遂宁日报·巴蜀周

末》上以专版刊登。

《遂宁日报·巴蜀周末》编辑部
2019年 5月 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