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月，总有一丝甜甜的气息

豌豆苗像怀春的少女

一朵一朵或淡紫或粉白的小花

似柔软的小手蹭得我耳热面赤

粉白花蕊里的剔透

曾引来蝴蝶翩飞，蜜蜂低吟

只有七星瓢虫在豌豆秧的茎叶上

刻上海枯石烂般的印记

我仿佛又看到母亲在田野忙碌

的身影

累弯的腰身似身怀多胞胎的豆

荚

如今时光把豌豆花推向天边

故乡一退再退③2

豌豆花
□□ 朱宝莹朱宝莹

那一年，你踏风而来

偶尔摔了一跤

师傅训导你，说道

起来，你要像秋菊一样绽开

那一年，你英姿飒爽

不料受人误解

师傅宽慰你，说道

坚持，你要像荷花一样洁白

那一年，你勋章在胸

像梅花一样，笑寒冬

师傅为你整装，却郑重地说道

稳住，你要甘做花下的一粒尘埃

这一年

这一年，大家为你张罗欢送喜

宴——你退休了

你伤感于怀

一群小师妹蜂拥而至

将你围在中央，共同构成了一副

花海③2

花与花海
——向奋战在及曾经奋战在警营里的警花们致敬

□□ 莫小谈莫小谈

春节过后，阳光很好，显得格外温
暖。强收拾了一下行囊，叮嘱妻子照看
好几个孩子，就开车上了高速，向着老
家的方向一路疾驰。

路上，蓝天绿野，碧水清辉，远山若
隐若现，如水墨画般撩人心绪。大片大
片的麦地，包裹着稀稀疏疏的村庄，一
旁的油菜花也开了，金灿灿的。隔着车
窗，春色尽收眼底，视觉也本能地转化
为味觉，他仿佛嗅到了一地的淡淡清
香。

父亲的油菜花也一定开了，说不定
比他看到的还要美、还要香。这样想
着，他不由得轻轻地踩了一下油门。车
子在蜿蜒的山路上颠簸，一起一伏，像
一叶小舟在碧波上荡漾。

家就在山坡上，最东面的几间大瓦
房，院子大，位置高，很是显眼。车刚拐
进村子，一个赶羊的老汉就从东边的山
坡走下来，那群像棉花一样洁白的羊也
踉踉跄跄，从他家门前一拥而过。后面
的小羊有些跟不上队伍，咩咩地叫着，
老汉手中的鞭子轻轻一挥，它们又吃力
地向前蹦跳。

下了车，强从后备厢里取出行囊。
老汉呵呵一笑，说：“哟！这不是强吗？
回来了。”听到有人叫自己，强扭过头
来，仔细一看，才认出是二叔。二叔的

样子有些老了，在他的印象中，二叔一
直很年轻，也是村里最帅的男人。此
刻，他有些恍惚，寒暄了几句。强说道：

“回来看看我爸。”二叔接着说：“是得看
看。”说完，他又小鞭一挥，吆喝着羊群
向家走去。

大门紧闭，门前“光荣之家”的牌子
泛着耀眼的金光。当武警八年，这是他
第三次休假，突然觉得有些对不起父
亲。他在门头上摸了摸，钥匙居然还
在，多少年了，父亲依然保持着这个习
惯。他取下钥匙，在那把大铁锁上使劲
地转了几下，门开了，然后习惯性地叫
了一声：“爸，我回来了。”他又不由自主
地笑了，门都锁着，父亲肯定出去了。
他为自己这个可笑的想法感到一丝羞
涩。他打扫了院子，烧了开水，又搬张
桌子放在院子里，就着暖暖的阳光，等
着父亲，几只麻雀在院子里的石榴树上
叽叽喳喳地叫着，好像在分享着自己看
到的故事。

这些年，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了。
他想起小时候，家里经常来人，父亲是
村里的赤脚医生，医术很好。每次有人
来，父亲就催促他端茶倒水，再把他撵
出那个看病的小房子。有好几次，他都
想趴在门口多看几眼，都会被父亲严厉
呵斥几句。等他长大了才明白，病情对

患者来说就是隐私，父亲从不会当着家
人的面向患者询问病情。

茶叶在杯子里慢慢地舒展开来，清
澈的开水渐渐有了淡淡的色彩，苦涩的
味道里却有一丝回忆的甜。

父亲的热情是出了名的，每一次客
人在家里吃饭，他都会掂着勺子舀汤盛
菜，直到客人的碗里堆成小山才作罢。
有一次，小姨父来家里，中午吃饭的时
候，被父亲掂着勺子追着满院子跑。最
后，小姨父还沾沾自喜地说：“幸亏我跑
得快。”这事儿成了亲戚们茶余饭后常
聊的话题。

想着想着，强就笑了。
他转身走进里屋，从包里取出电

话，熟练地拨通了那个号码。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
他的心里突然有一丝不安。抬起

头看了看墙上那副老式钟表，嗒嗒的声
音依旧响着，沉重且无力，时针已经指
向下午1时。

他回过头，挪动供桌上摆放的医
用书籍，一刹那正好与父亲的目光相
遇。

那是一张严肃且俊朗的脸，黑白照
片的世界里，有一抹寒意直抵心扉，心
仿佛被针扎了一下，眼睛里有东西要涌
出来。

可 是 …… 那 次 任 务 真 的 太 重 要
了……他一边自言自语，一边任由眼泪
如水库决堤般喷涌而出。

一年多了，他还是没有放过自己，
总觉得父亲还活着，能够见他最后一
面。

走出院子，锁了大门。他向远处的
那片坡地望去，春天正一点一点地走
来，那里草木旺盛，泛着点点新绿。油
菜花开得正美，强就那样看着，若有所
思：在云南边境，如果也都是这样金色
的小花，该有多好。

这样想着，他不自觉地走近那片坡
地，点燃手中的香烟，伴随着小声抽泣，
说：“爸，我回来了。”烟雾辗转、升腾，悠
悠地飘散在无尽的蓝天里……

“孩儿，回吧！”他猛一回头，二叔
就在他身后。三十多岁的人了，在二
叔面前，他突然放声大哭，像个孩子一
般。③2

探 亲
□ 时双庆

童年忆事童年忆事
□□ 王贺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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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出生在20世纪 70年代后
期的人来说，我的童年在父辈的眼中简
直是掉进了蜜糖罐里。

从记事起，我就再也没有见过父母
所描述的难以下咽的“黑窝窝头”，也没
有经历过那种“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
薯不能活”的日子。每每听到父母亲描
述自己的童年，便会感到自己很幸福。
可那时毕竟是一个物资相对匮乏的年
代，很难找出值得炫耀的东西，这对于
一个正在贪吃的孩子来说又显得多么
单调和不足。

那时，最让我们兴奋的是听到村里
有拨浪鼓的声音，那有节奏的鼓声意味
着我们的好日子要来了，一个个飞奔似
的回家，又突然箭一般地蹿出。待父母
亲回过神来，发现刚才我们怀里的“破
鞋底”“麻绳头”“塑料布”已经换成了口
中的“江米糕”“江米苔”，那香甜味能在
嘴里留上三五天嘴里留上三五天。。

现在回味起来现在回味起来，，感觉自己的童年犹感觉自己的童年犹
如咀嚼了一口将要成熟的磨盘柿子如咀嚼了一口将要成熟的磨盘柿子，，甜甜
中带着淡淡苦涩中带着淡淡苦涩。。

夏季夏季是难熬的，对于刚刚圈在村

里小学教室的孩童来说是难熬的，而
最难忍受的却是学校大门口那低一句
高一句的“冰棍儿、白糖冰棍儿”的诱
惑。那时的白糖冰棍儿虽然只要两分
钱，但那味道比现在十几元的冰激凌
都美味。

可 那 时 的 自 己 又 是 那 样“ 没 出
息”。每次路过学校门口那位用二八自
行车驮着用棉布和塑料布包裹了几层
的冰棍儿箱子的叔叔跟前，脚底下就像
抹了白乳胶水一样，腿就抬不动了，总
是要逗留一下，眼巴巴地盯着那个箱
子，似乎能闻到里面飘出的甜甜的味道
就很满足了。

有钱的孩子还是有些的。他们能小
心翼翼地从上衣或是裤子的口袋里摸出
一枚枚两分或五分的硬币，买到一个个
冒着“热气”的冰棍儿，潇洒地揭掉外面
的薄纸，将光光的冰棍儿迅速含到嘴里，
狠狠地嗍上一口。

鸡蛋能换冰棍儿！这不知是谁先
发明的，却是真的。我亲眼看见有的孩
子拿着一个鸡蛋递给卖冰棍儿的叔叔，
也能得到一个湿淋淋冒着“热气”的冰

棍儿。知道后，我挺兴奋的，在当时的
我看来，鸡蛋的问题应该比钱好解决。
家里的鸡蛋是不能随便拿的，因为那在
母亲心中都是有数的，母亲甚至在今天
就能算出明天家里的母鸡能下几个鸡
蛋，如果被母亲觉察，会付出惨痛的皮
肉之苦。

不过，对于一个被美味诱惑住的
孩子来说，这个问题是难不住的。那
时的农村家院很少有院墙的，讲究一
些的家庭会把秋天的苞谷秆扎集起来
当围墙，很多家院四面敞开，所以想进
哪家院子是很寻常的事。几个和我一
样境遇的孩子一商量，便有了我们的
鬼点子。

那时的农民似乎没有现在奔波劳
碌。特别是夏季的中午，人们总是要午
睡，稍懒的能一直睡到傍晚。这时便成
了我们“作案”的良机。那个年代，之于
农村人，鸡蛋是一项主要收入，家家都
是要养鸡的，多者几十只，少者也要十
几只。家家在院子里都要垒一个鸡窝，
既是供鸡子们晚上栖息的地方，也是下
蛋、孵崽的地方，现在也就成了我们“作

案”的目标。看准了人家，几个孩子便
猫着腰、踮起脚，悄悄地溜进院子，直奔
鸡窝，看见鸡蛋就急忙下手，没有就急
忙抽身。不过也有失手的时候，一次我
们溜到了鸡窝，正要下手，谁知只顾到
上面没顾到下面——鸡窝下竟然睡着
一只满身棕黄的大狼狗，不知是谁踩到
了它的尾巴，狗突然从鸡窝下面凶猛地
蹿出来，汪汪叫着向我们身上扑来。我
们顿时吓得哇哇直叫，一个个四处狂奔
起来。

庆幸那时有严格的家教，在一次
“行动”败露被鸡蛋的主人告到学校，经
历父母一番狠狠棍棒教训后，便再也不
曾动过造次的念头，也最终使自己走出
了老人们关于“小时偷针，长大偷金”
预言的轮回。只是直至今日，虽近四十
年时光流逝，偶尔忆起，还是会瞬间面
红耳热。现在，每每带着儿子路过那些
琳琅满目的水果店或是奶香四溢的蛋
糕店时，望着儿子连头都不扭一下坚定
走过的步伐，我知道，自己的童年之于
儿子亦如父辈的童年之于我们，都成了
那个时代特有的见证。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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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起每一个茶词，都是美的开始

春日的一个午后是小驿站，也是

小渡口

山溪泉水从壶中倾出几个词

时光就亮丽起来，那么安然闲适

念念的往事，退得更远

为一杯茶而生的茶杯

也曾是流浪的尘，踩碎的泥

如今是离手最近的器物

饥渴之人，需要一只杯子

和捧着杯子的双手

可执，可对饮

一盏青瓷，擅长打开江山

每季都有茶色，春日有仪式感

一盏易察色，一瓯等茗憩

一瓯，一盏，释放浪漫表情

举起每一个茶词，都是美的开始

春天允许我在万千沸汤流浪

只要，你在案几

用端庄，用氤氲香气，补白空间

轻啜一口，盖着痴痴念想

一枚茶叶，厮守着内心的光

情中之情，茶中之茶

知遇之恩。向铜山湖之水，向东

南诸峰

取林之涵养，报人间清气

从慢生活中端出一幅柔柔心肠

茶园的叶丛用自己的方式叙事

它们掌握了远行的步幅

让我在醇厚茶香中惊慌失措

还要保持一首诗的距离

吟出苍茫的云烟。茶在碧波

舞一柄长剑，指向春山

原来一段风流，总借清茗压惊

我 的 日 子 是 体 内 两 只 羊 轮 流

喝水

从一月到十二月

将醍醐，将灌顶，且饮一杯

每一枚茶叶厮守着内心的光芒

在春日，一杯茶卸下杂念

平衡体内的自然生态

我的羊一直在饮，收放自如

再次出发，明显加快了脚步

春日听茶，回到苍茫人生底色

瓦蓝的云朵别在盘古山的腰间

足以让我们安心

坐下来，一罐罐茶也坐着

大野安然，听茶芽述说各有清澈

源头

我们啜饮，生活舒展，吐香

红尘也开始小，小如茶室的米兰

文竹

小 如 正 梳 妆 的 圆 窗 和 柳 梢 的

淡月

细调的茶经，安然的茶诗都在

它们量力而行，一点也不吵

乱世这把壶，正煮出人间滋味

水和茶叶缠绕之后，了然归心

我们听茶，与茶华山论剑，比试

蛩音

水是谜面，茶便是谜底

每次续水，生命顺着自己的信念

吸纳草木清新之气，任由词语

飞翔

我们坐下来，时光便长出绿芽

轻松回到茫苍苍的生命底色③2

春日听茶
□ 乔桂堂

（组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