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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从大街上走过，对
面碰到一位挑着两只箩头的长
者走过来。他步子不疾不徐、轻
捷稳当，身姿紧实坚挺、不驼不
弯。肩上的担子随着他的步履
上下微微颤动，人和担子仿佛
是一组有机的活动的整体，协
调而有节奏。走到近前，我看他
年近七十的样子，中等偏瘦的
个头，虽粗糙老脸，却黑里透
红，显出劳动者健康结实的神
采。箩头里放着红红的可口的
软柿子，摆得整齐而有层次。显
然两箩头的柿子并不算多，也
就是五十斤上下，对他构不成
什么负担。他神态自若，好像是
在挑着担子悠闲逛街，一脸的
满足、幸福和愉悦。

这曾经再熟悉不过而今却
很少见到的挑担人的形象令我
一时间怦然心动，内心倍感亲
切。我不由想起了已经变得久
远的我的父辈和他们那个时代
的父老乡亲以及我的祖辈和更
远年代的先人们。

我们这里是山区，我在小
山村长大。生产队的时候，村子
里每天最早发生的事情就是担
水。我们村五六十户人家三百
多口人共用村后的一眼山泉。
这眼泉从沟底山石缝中流出，
先人们在泉眼口用石头垒成一
方水池，就像神仙手里的宝瓶
一样，清冽的甘泉不管村人怎
样取用，总是盈盈满满，常年不
枯不竭。每天清晨，生产队长打
钟上工之前，人们就陆陆续续去泉里挑
水。去时，空桶吱吱扭扭一路响；回时，盛
满泉水的实桶悠悠闪闪留下串串水印。之
后，钟声响过，社员们就开始带上农具上
工，有的嘴里咬一口面饼，有的怀里揣一
块冷红薯。

那时候，社员们最常用的劳动工具就
是锨、扁担和箩头等。春耕夏耘，秋收冬
藏；挑粪积肥，出圈垫圈；打坝造地，兴修
水利；修塄护埝，平田整田……一年到头，
扁担始终都是乡人如同手足一样离不开
的劳动伴侣。赶我上了中学，寒暑假回到
村里，我就开始和大人们一样参加农事活
动。首先，我从父亲手里接过了挑水的担
子，渐渐地，又学会了担粪、担庄稼、担柴
火。有道是，穷人孩子早当家，农村小娃没
有不会担担挑挑的。我虽然担的不重，还
不能和大人们比，但我已经能换着双肩挑
担了。等我肩上的担子能和着脚步协调悠
闪，肩头磨红磨肿，长出了一层死肉，腰也
能挺直起来时，我也就成了一个合格的挑
担者。我也实实在在地从中感受到农家人
的辛苦和欢愉。

我感受最真切的是年关跟着父亲进
山拾柴。那时，农村人做饭都是烧柴。我们
村地处干塬坡岭之下，烧柴并不富余，平
时除收捡一些树木庄稼的枝干茎叶和地
头塄边的荆棘刺蒿之外，许多人家每到冬
天都还要进山拾些山柴回来，才能凑合一
年烧用。当初还没有用到平车（全村绝大
多数人家都没有平车，而且山路也不便于
拉车），拾柴全靠担挑，往返三四十里的路
途，拾一担柴回来很不容易。每次进山，父
亲念我力气不全，怕伤了身子，总是劝阻
我不让我去。我心疼父亲一个人太辛苦劳
累，非要尽绵薄之力。头天晚上，母亲就给
我们准备好了干粮和面菜，我们寅时即
起，匆匆吃过饭后，即迎着寒风背起绳担
赶路进山。赶天明我们来到了山里，进沟
爬坡，砍下山柴，再束成捆，然后整柴捆
柴，插好柴担，稍事歇息之后，即按原路返
回。一路上，我们走走停停，担担歇歇，身
上的衣服被汗溻湿了又被暖干，暖干了又
溻湿，只觉得肩上的担子越担越重，身子
越来越软，赶回到家时已经半下午了。但
放好柴捆，看到我家的柴垛又高起了一
截，一种收获的喜悦感又不禁油然而生。
我也从中懂得了什么叫生活，什么叫艰
辛。

而更令我感受深切的是，我所知道的
我身边的一些人挑担的故事。上世纪六十
年代后期，村里有一个人的娘家人是老城
关的干部家属，每当二三月闹春荒的时
候，她就托娘家人从城关集上买下红薯
片，再让自己男人想办法拉回来。她说，城
关集上有很多红薯片，都是河对岸渑池人
坐船赶集拿过来的。有这些红薯片兜底，
一春天就好对付了。这是件好事情，很快
就传了开来。但皋落离城关六十多里路，
对没有交通工具的庄户人家来说，即便有
钱去买，要拿回来却也并非容易。邻村有
一个我认识的姓栾的壮年汉子，有力气又
不怕吃苦。他告诉我说，他曾经半夜只身
起来，带上干粮和扁担，赶天明跑到城关，

从集上买下红薯片，一路用扁
担担回来。虽因路途太远不敢
吃重，只担了不过六七十斤，但
回 到 家 时 也 已 经 到 上 灯 时 分
了。辛苦自然是辛苦，他吃过饭
一躺下就再也起不来了，一直
睡到第二天，身子骨还酸痛哩。
但看到白生生的干薯片能填充
一家人的肚子，心里却是美滋
滋的。村里有一曹姓人家，和我
以平辈相称，但年纪要大过我
20 多岁。他说日本人占领垣曲
的时候，兵荒马乱，老百姓连盐
都吃不到。他就曾经跟着大人
们去山外运城担盐。那是几百
里路途的遥远，他们风餐露宿，
抄小路求近避远，一路辛苦不
说，还要躲过日本人的盘查，很
是担惊受怕。那时他不过十四
五岁，还是个未经世事的娃娃，
挑着四五十斤的盐担，第一次
出远门，第一次长途劳顿，回到
家就害了一场病。我的父亲一
生身经百难，年轻的时候带着
一家人逃难投亲，扁担两头一
头挑着破衣烂被、一头坐着我
两岁的妹妹，母亲拖着我在后
面跟随。凄风苦雨，关山路远，
到了洛阳，又奔西安，靠的就是
父亲肩头的那条扁担……在我
生活的天地里，这些事颇使我
心头颤动悲酸，但放眼望去，这
些事在曾经的岁月里又实在太
平常太多见了。

我的父辈，我的祖先，我的
父老乡亲，几十年、几百年、几

千年以来，在简单生产工具的重体力劳作
中，肩挑着贫穷、艰辛和劳累，一步步一天
天走了过来。生活的重担压弯了他们的腰
身，消瘦了他们的肌体，憔悴了他们的颜
面，他们未老而先衰，三四十岁就弯腰驼
背成了老头，五六十岁就形神枯槁进入了
晚年，“人活七十古来稀”，70 岁就已经成
为我们先人们少有的高寿。当然，在五千
年社会历史前进的长河中，像扁担、箩头
这样的简单生产工具却也是传承了我们
古代人类的全部智慧，是社会生产力向前
发展的产物。要知道，我们更远古的先祖，
怕是连如此简单的劳动工具都不具备。

进入 21 世纪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
大、十九大召开之后，社会生产力快速发
展，国力越来越强盛，城乡机械化生产几
乎全面覆盖了简单的手工重体力劳动。在
农村，担水挑粪、割麦打场、人背肩挑，几
乎已经成为历史中的风景，扁担箩头、犁
耙耧杈、锄头镰刀，已经极少能够派上用
场，就连畅行了一个时代很大程度上解放
了农村劳动力的平车、自行车之类的交通
生产工具都行将淘汰。至于石磨石碾、纺
花车织布机之类的生活用具也早就成为
古董，被摆进历史博物馆。今天，五十岁的
人还是青年，六十岁的人红光满面，七十
岁的人比比皆是，八十岁的人屡见不鲜，
就连九十甚至一百岁的老人也时有耳闻。
有人说，当今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已超 77
岁，和我们先辈们的平均寿命相比，已完
全不可同日而语。这种差异，实在令人感
慨而又感叹。想我们前人一生穷困、受尽
贫寒，而我们今人喜乐安康、幸福满满，同
为地球上生人，时代不同，命运大不一般，
我们实在是欣逢盛世，福莫大焉。

如今，在我们家乡，挑筐担担子的人
已经很难见到了，大家一般都用三轮车、
摩托车之类的工具。无怪乎今天偶遇这位
乡下挑担的老者，我竟颇感突然，一下子
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忆念，内心充满了一丝
酸涩的怀恋。

其实，这位老者我是有印象的，以前
在农贸市场似曾见过，好像家就在东边的
山村，离县城不远。他大概还卖过荆条编
织的筐、篮之类的山货。他见人亲和，说话
随和，性情乐和。听说他的儿女都很能干，
很有钱，根本用不着他劳作。但他从小养
成习惯，坐不住，坐下来反而会生病。他编
筐篮、卖山菜山果，但有车不用，偏要挑
担。他把挑担当作了生活的乐趣、生活的
享受、生活的需要。他悠着担子，不急不
缓，想歇就歇，想担就担，不图取利，就为
逛街见人见世面。在他心里，城里人是跳
舞锻炼，他挑担权当健身锻炼。和过去相
比，同是挑担，我们的前人挑的是生活、是
柴米、是油盐，而这位老者，他挑的是幸
福、是享受、是快乐！一样的劳动，两重天
地啊。

想到这里，我对自己说，在幸福指
数不断提升的今天，要珍惜我们身边的
幸福，同时，更不要忘记了过去，忘记
了我们的父老乡亲。因为，忘记从来都
意味着背叛。

我
的
父
老
乡
亲

■
王
端
阳

电影《你好！李焕英》，2021 年大
年初一首映便一炮走红，初二票价翻
了一番，全国热映。短短几天，票房突
破 34 亿元，并呈持续上升趋势。这部
电影不仅圆了自导自演的贾玲许久以
来要靠自己的能力为母亲做件事的梦
想，而且弥补了母亲意外身故带给她
的深深遗憾，同时抹去了沉积心坎许
久因没及时行孝产生的歉疚。她的母
亲和女儿穿越时空牵手银幕的幸福，
回馈给了她满满的爱的呵护。

母亲的心思，其实每个人都懂！
“养儿方知父母恩”，尤其是做了父母
亲的人更会感同身受。母亲的爱是不
需要回报与偿还的，孩子的快乐、健康
与幸福是每个母亲最大的心愿与满
足，为此她们宁可忍受贫穷、寂寞、痛
苦、误解，哪怕要用自己的生命去换。

从小到大，母亲的呵护就像阳光
一样温暖、月光一般温柔，像春雨滋润
心田，像春风轻拂面庞，似乎无时不
在，常如影随形。为此，母亲撒了无数
个善意的谎言，重复了无数次不由自
主的唠叨，她的心思就是让我们心安
理得地乖乖接受她给我们的无私的
爱，就是对儿女永无休止的牵挂与担
心。

我不累！
这个我不爱吃！
我什么都不需要，我的身体好着

呢！
这是从小到大母亲对我们复读机

般张口即来的“谎言”。
每次回家，母亲第一时间就是绞

尽脑汁做我们最爱吃的饭菜，至今还
总不忘给我们碗里多挑些肉、鸡蛋、豆
腐，就像小时候吃饭时关照我们一样，
总要把“自己不爱吃的”又稀缺的食物
夹给孩子们，总是磨磨蹭蹭最后一个
再吃，生怕我们饿着。每次电话中，母
亲总是不厌其烦地嘱咐我们穿厚点，
吃好点，别熬夜，生怕我们冷着、委屈
着、累着了……

然这种本能的爱，母亲已经习惯
了，习惯到了骨子里。

今年春节回老家团聚。女儿因初
一看了电影《你好！李焕英》感觉不错，
就建议我带母亲去看，并与我商定后
在互联网上订了票。

于是我邀请母亲初四上午一起去
看，为此，初三晚上还颇费了一番口
舌。

一告诉母亲，她的第一反应是孩
子正在上研，哪能胡乱花钱！然后找各
种理由拒绝。

母亲说：“我从来就不喜欢看电
影，坐在电影院着急，待不住。”

我说电影没有多长时间，而且是
喜剧，是贾玲自导自演为她母亲拍的，
听说很感人很好看，一会就完了。

母亲说，贾玲在电视上，她经常
看，不看不看！受不了闹腾！

我说：“这是帆看了觉得好看，专
门给咱俩推荐的。难得孩子有心，在老
家春节，陪你看电影多有意义！”

妈又说：“心意我领了！不用花那
个钱。我眼睛最近不能见风，见风就干
涩流泪。你听外面风刮得多大，溜过窗

户缝，还打着口哨呢。而且妈不能长时
间坐椅子，硌得慌，在家可以在沙发上
坐坐或躺躺。就是不能去！可千万别买
哦。”

我说：“好我的妈！这风运城晚上
经常刮，有时候疯狂得像要掀翻整个
世界，第二天就风平浪静了，而且明天
咱一出门就坐车，不让你在风地里走。
回来给你去买护目镜去。还有，电影院
座位都是宽大的软沙发，疫情期间人
不多，累了可以起来在边上站会调整
下的。票孩子已经买了，不支持退票，
就一起去吧，妈！”我的语气近乎有点
哀求。

妈见说不过我，叹口气仍不改口
地说：“不能退，你母女俩去看，反正我
是不去的，都说了不要乱花钱，不听
话。”母亲一边说，一边拿过药膏要帮
我往胳膊上最近过敏起了点小红疹的
地方擦，我故意绷着脸拒绝了。我说：

“你不去看电影，我也不抹药了，由它
去吧。还有你嫌花钱，那我以后就不多
回来看你了，只打电话行不？”

母亲说：“这个钱你应该花的，那
个是闲钱，孩子还在上学。药要按时
擦，一码是一码。”妈思辨能力很强，拽
过我的胳膊不由分说地嗔怒，往我够
不着的地方涂着药，然后轻轻地按摩
着。母亲粗糙的手温柔地拂过我的肌
肤，很舒服。我并不在意这点皮肉之
恙，她却是如此认真，我的泪慢慢往外
渗。一旁看手机的女儿被我俩的争辩
逗笑了，忍不住插嘴说：“婆（外婆），我
现在上学不辛苦，全年有奖学金，每月

还有生活补助。另外，我节假日教学生
英语还能赚外快，你今天早上没见？我
坐在电脑前讲上一个小时，不费劲就
能挣到一二百元。挣下钱也要适当学
会享受，好电影值得看，不用考虑钱多
少的。婆，就让我妈陪你去看吧！”

妈不作声了，说了句：“不听话的
这娘俩，睡觉！”随手关上灯。被窝里，
我听着窗外的风、响亮的哨音，辗转反
侧。

第二天，早早起来，与妈吃过早
饭，忐忑不安地叫妈收拾好去看电影，
她没再拒绝，我心中暗喜。

我们提前到达影院，电影院人不
多，有二三十人。疫情期间，大家分散
而坐，贴心的小棉袄给我们定的是中
间的黄金座位，位置非常舒适，妈脸上
有幸福的笑容。

电影开始后，随着情节发展，母亲
一会与大家一起大笑，一会偷偷抹着
眼泪。我知道，电影中母女的情结会让
所有母亲都产生共鸣，会被触动，尽管
电影用了穿越时空、移花接木的手法，
但大家都能看懂。

出得影院，阳光晴好，我拉着母亲
的手一起去药店为她买风镜。

从母亲的情绪看，这部电影令她
意犹未尽。

《你好！李焕英》是想告诉大家：即
使可以穿越时空重新来过，母亲依然
是那个平凡而伟大的母亲，她会迎合
你的心意尽自己最大所能满足你、支
持你！就连穿越也会想在你的前面。但
是她最终会让你明白，她最简单的幸
福就是与孩子今生的缘分，最大的愿
望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健康、平安、
快乐，她根本不会羡慕他人的大富大
贵，从来不会嫌弃自己的孩子普通平
庸。她告诉孩子：无论发生什么，别纠
结，活好当下，就是对彼此最好的报
答。

母 亲 的 心 思
■张冰梅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
午，我走进了久违的电影
院，观看了贾玲导演的作
品《你好，李焕英》。

贾玲从一个喜剧演员
的角度诠释了对母亲的思
念之情，虽然笑点频频，却
引得很多观众潸然泪下。
我没有落泪，却感觉到了
心在滴血。因为，那一个个
片段把我的思绪引到了百
里之外的小村子，让我想
起了我的母亲。

那个不大的村子，母
亲 生 于 斯 、长 于 斯 、嫁 于
斯，辛苦劳作于斯，养儿育
女于斯。那年我高分考上
中专学校，母亲非常高兴，
亲手为我准备行囊。到了
学校，我第一次睡双层床
的上铺，但躺在母亲用新
棉花缝制的床单被罩里，
还是很舒服很踏实。我心
里暗暗发誓一定要非常珍
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为母亲争光。

四年勤学苦读、勤于实践，我从
班长干到学生会主席，从校模范到被
评为地区先进、省优秀，在校期间又
入了党，并拿到自考大专文凭。每次
放假回家，母亲总是欣喜万分，张罗
着给我做这做那，临走时总要给我带
上她精心做的咸菜、炒面等，让我可
以在学校与同学们分享。“自己吃了
是填坑，别人吃了是扬名。”母亲总是
这样教导我。

有一次，宿舍里停电，我点蜡烛
时不小心将被罩烧了个大洞，里面的
被子也未能幸免。母亲看到后，没有
责怪我，默默地帮我拆洗。当我返回
学校再次铺床的时候，被子早已缝合
好了，而那个破洞的地方竟然被母亲
缀了几朵小花，灵动秀气，引来舍友
啧啧称赞。

后来，我在城里参加工作、娶妻
生女。为了让我安心工作，母亲便陪
在我身边帮忙带孩子，一带就是 12
年。每到休息日，母亲才会赶回老家，
料理延误的农活，再蒸上一大锅馒
头，然后带到城里，足够我们吃上一
个星期。

那些年，家里主食多是馒头，但
身居城市的我们，没有买过一个馒
头，也没有在家蒸过馍，全仗母亲辛
苦地两头奔忙。看到母亲如此辛苦，
我也暗下决心要积极工作，为母亲创
造更好的生活。那时候，我常常是早
如离弦之箭、晚如气泄针芒，极少与
母亲说话，但十余年间没有给领导说
过一个“不”字，因为“会干的要干好，
不会干的学着干也要干好！”那时候
应酬也比较多，有时候一个星期也没
有吃过母亲做的饭，但母亲不气不
恼，依然一日三餐为我准备饭菜。

福不可尽享，许是上天惩罚我没
有珍惜母亲的饭食，以致我在后来数
年的扶贫工作中经常吃了上顿没下
顿。由于有母亲料理家务，毕业五年
后，我就拿到本科学历和中级职称，
毕业十年后，我又拿到研究生学历和
高级职称。母亲经常给妹妹念叨“你
哥也不跟我说说话”。现在想来，那些
日子，母亲该有多么寂寞，而我又是
多么不懂事。难怪每逢周末，母亲都
会回老家，应该是想与父亲、与村里
的老姐妹们说说话、聊聊天吧。

时光荏苒，年逾而立的我参加全

市公选，来到商务系统工
作。对于从事了十余年水
利工作的我来说，这自然
是一个全新的领域。而那
一 年 也 正 是 亚 洲 金 融 风
暴肆虐之初，商务经济运
行工作之繁重异乎寻常。
母 亲 不 时 提 醒 我“娃 呀 ，
不要太累了，差不多就行
啦”。我嘴上应承，行动上
却有过之而无不及，继续
没命地工作，时常加班到
深 夜 ，经 常 出 差 到 外 地 。
我 跟 母 亲 见 面 的 时 间 更
少 了 。母 亲 没 有 抱 怨 ，尽
心尽力地为我照顾孩子、
打理家务。

听 说 母 亲 上 楼 气 喘
得越来越厉害，有时候上
到一半还要歇一歇。我以
为是母亲风湿腿病犯了，
也就没有多想，毕竟母亲
才五十多岁啊！

2010 年 11 月 19 日 ，
这 是 一 个 我 终 生 难 忘 的
日 子 。这 一 天 ，我 参 加 完

高新技术交易博览会，从深圳回到
家，母亲突然说她胸口疼，睡觉翻身
有似水流的声音。我不敢怠慢，第二
天便带着母亲去医院检查。

从普通胸片到加强 CT，从怀疑
癌症到确诊肺癌，仅仅两三个小时！
攥着检查结果，我的泪水止不住喷涌
而出，我不敢走出医生办公室，因为
母亲就坐在外面的椅子上。那一刻，
我不敢告诉年迈的父亲与多病的妹
妹；那一刻，我不知道能和谁商量；那
一刻，我任泪水横流……

那段日子，母亲表现出强烈的求
生愿望。“再给我十年”是她经常念叨
的话。我知道她有太多的放不下，在
她怀里长大的孙女才上初中，她放心
不下；性情火爆不善打理生活的父
亲，她放心不下；身体不好的妹妹，她
放心不下；当然，还有她那“工作狂”
的儿子；还有耄耋之年的姥爷，还有
太多的人、太多的事她都放心不下。

天不假年，花开花落，一转眼，母
亲已经离开我们快九年了。父亲将老
宅院翻建一新；女儿因疾病带走了奶
奶，进入医学院呼吸科攻读；我与妹
妹回老家也从不曾忘记看望姥爷。一
切好似从前却已不是从前，老家好似
过去却已不是过去。

影片中贾晓玲的存在，就是为了
让妈妈李焕英的日子过得更开心。现
实中的我们常标榜自己孝顺，想想陪
伴父母有几许？不要说什么来生做牛
做马来报答，其实谁都知道，哪里有
来生。徐帆在《唐山大地震》中经典的
一句台词“没了，才知道啥叫没了”。
不要等到真的“没了”的时候，才去感
叹子欲养而亲不待！母亲在世的时
候，家里百废待兴，子女求学、结婚、
买房等开支很大，一向节俭的她对自
己极尽苛刻，记忆中，她只在我结婚
那年置办了一身衣服；旅游是断然不
去的，即使是在北京、西安等地求医
她也不舍得去。这些年，我的事业越
顺、生活越好，我越感到痛苦。因为没
有了母亲，谁与我分享？

有人说，喜剧的最高境界是悲
剧。因为喜是外衣，悲才是内核。离开
影院的时候，回头看到海报上这部电
影的英文片名是《HI，MOM》，这不
就是“你好，妈妈”嘛！天堂里的妈妈，
你好吗？

妈
妈
，你
好
吗
？

■
荆
富
功

春醉孤峰山
满目的绿色彩被春色沁染
碧灿的金顶庙宇正昂挺着头颅
魔幻的法云寺仍喷吐着千万缕青烟
方正的孤峰儿藏匿着一段段遥远的旧事
那挺立的麻石上镌刻着令人铭记的美篇
当年秦王李世民曾将数万精兵屯在这里
被追杀的汉光武帝刘秀竟在山坳里避难
道教先祖吕洞宾辛劳地筑建着道教寺庙
忠贞的介子推竟将身躯燃烧成一股云烟

春醉孤峰山
悠远的往事早已淡化成泛黄的碎片
昔日的记忆虽还不时地在脑际浮起

如今这里竟幻化着笑话国度的妙段
欢鸣的鸟雀在春日里唱着颂春的歌
潺流的山泉水在弹奏着韵律的琴弦
袁家村的杏花瓣醉盈着人们的双眸
山腰上的梨花花朵雪片一般银灿
碧绿的草丛儿相映着苍翠的松柏
各色的野花朵在春日里竞芳斗艳

春醉孤峰山
伟岸的身躯上挂着幅溢春的美画卷
今日赤诚的笑城人个个都是描春的高手
艳丽的色彩上竟沁着耕耘人的粒粒热汗
山脚下柳条儿正让春风梳理细长的发丝
脆响的鞭花催赶着犁铧旋起春野的波澜

春 醉 孤 峰 山
■张汉东

春天赏花，莫过于桃花了！于是，
我决定三上盐湖区陶村镇的桃花岭。
要知道，那儿的桃花闻名遐迩！

我带着妻前去赏花。
待进入桃林，一种蓬勃感油然而

生，于是我诗情大发，脱口念道：“桃之
夭夭，灼灼其华。”妻不懂，就问是何意
思。我说：“‘桃花嫣然出篱笑’，总该
懂了吧！”她点着头，若有所悟地说：

“桃花开得就像笑的一样。”
丽日下的桃花，分外妖娆。没有

叶儿的枝条上，密疏有致地缀着些粉
红的花儿和略显白色的小骨朵；竞放
着的，舒展着五个瓣儿，由外及里，渐
次变红，待到瓣根，竟像颜料染过一
般，真可谓：“桃花浅深处，似匀深浅
妆。”花柱很多，却都坚挺，一个个头上
顶着个米黄色的柱头，散发出迷人的
清香。蜜蜂像是要完成紧急任务似的
急急忙忙在每个花蕊里进出着；成双
成对的五颜六色的蝴蝶，悠闲地在花
丛中翩翩起舞，偶尔落在花蕊上，扇动
着翅膀，与桃花相媲美。这静中有动、
动中有静的韵味，如诗，如画，似陈年
老酒，似古老的故事；你在遐想中，会
若痴若醉，会情不自禁地高歌，甚至会
不能自已地癫狂。你徜徉在这云蒸霞
蔚的花的“云海”里，定然有种超然脱
俗之感。

妻许是被我的情绪所感染，摘了
一朵桃花举到我面前说：杜甫说的“可
爱深红兼浅红”简直说绝了。踏青赏桃
花，是最佳的选择啊！

正说着，一辆摩托飞驰而来，从上
面下来一对年轻的夫妻和他们大约七
八岁的女儿。当他们进入桃林后，小女
孩兴奋得围着一棵棵树跑起来，之后
定要妈妈给她摘一朵插在她的头上，
还说桃花好看，把她的名字改为桃花。
妈看着女儿的小脸白里透红，极像桃
花，说了声：“好吧，从今天起，你的名
字就叫桃花了！”

“桃花。”爸爸弯着腰对着女儿的

脸叫了一声。
“哎——”女儿笑眯眯地答应着。
“爸爸给你讲讲桃花是怎样长成

桃子的，好吗？”
“好！好！我最爱吃甜桃了！”
爸爸指着花儿给她讲了半天，小

女孩眨巴着眼睛，似懂非懂的样子。
妈妈说：“桃花，妈妈给你讲个桃

花仙子的故事，好不好？”
“好，我喜欢听故事！”
妈妈比画着，表情生动地讲完了

故事，桃花拉着妈妈的手，哭闹着非要
当桃花仙子不可。爸爸无可奈何，便让
桃花骑在自己的脖子上，往桃林深处
走去，说：“你在高处看桃花，你就成了
桃花仙子了。”

一辆黑色轿车停在了大路旁。有
人从车厢里背出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
太，然后把她放在轮椅上，一男一女推
着她来到桃林地头。

“啊呀！真好看！”老人原本惨白的
脸立即放着红光，笑成了一朵桃花。

“妈，我背着你到桃林里去看看。”
儿子说着，从轮椅上背起了母亲，儿媳
忙把自己的披肩搭在了母亲的背上。

“儿啊，妈这辈子从未见过这么大
的桃林，怕有几千亩吧？也没见过开得
这么繁这么艳的桃花。我们不像站在
彩云里吗？”

几个女教师领着一群戴着红领巾
的小学生过来了。他们像燕子似的在
桃林里飞来飞去，但没有一个人碰落
一朵花儿。一个个红扑扑的脸蛋，多像
正开的桃花哟！

一个老师在大声讲话：“同学们，
唐朝诗人崔护在他的《题城南庄》一诗
中这样写道：‘人面桃花相映红。’你们
互相看看，你们的脸色和桃花的颜色
像不像？回去后的作文题目就叫‘人
面桃花’。要注意一点，通过对桃花开
得红红火火的描写，体现人们多彩多
姿的生活！”

我回首四顾，游人如织。

人面桃花
■张志德

绿满下化绿满下化
（（油画油画））

高国杰高国杰 作作
鹳鹳鹳鹳鹳鹳鹳鹳鹳鹳鹳鹳鹳鹳鹳鹳鹳鹳鹳鹳鹳鹳鹳鹳鹳鹳鹳鹳鹳鹳鹳鹳鹳鹳鹳鹳鹳鹳鹳鹳鹳鹳鹳鹳鹳鹳鹳鹳鹳鹳鹳鹳鹳鹳鹳鹳鹳鹳鹳鹳鹳鹳 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雀 楼楼楼楼楼楼楼楼楼楼楼楼楼楼楼楼楼楼楼楼楼楼楼楼楼楼楼楼楼楼楼楼楼楼楼楼楼楼楼楼楼楼楼楼楼楼楼楼楼楼楼楼楼楼楼楼楼楼楼楼楼楼

2021年 3月4日 星期四

E-mail：ycrbgql@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