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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亭

阴黄俊廉
漫步在故乡的河畔袁思绪随着芦苇花
在一片霞光中飞扬遥 童年往事在无声无息
中逝去袁在有声有色中追回遥 口渴了袁捧上
溪水袁清甜可口遥 戏水尧摸虾尧摘野果尧捡田
螺尧抓螃蟹噎噎童年的笑声遍及村子的每
个角落遥
每天清晨袁村边风角岭站着无数鸟儿袁
它们弹琴的弹琴袁吹笛的吹笛袁拉二胡的拉
二胡袁各自展示着嘹亮的歌喉遥 小时候我
们奢望的事情无非是捉个小鸟养在笼子里
唱歌遥 在俊明哥的设想下袁又是磨刀袁又是
砍竹子袁费一番功夫之后袁一个精致的鸟笼
算是做好了袁接下来的是如何把鸟儿逮到遥
于是便天天在风角岭的山里山外转悠袁在
高高的松树爬上溜下袁裤衩都磨出了几个
大洞袁终没能抓到一个遥 可笼子空着也不
是办法袁 后来索性抓个小鸡放到鸟笼里遥
母鸡发现了袁围着笼子左右打转袁一心想
把它的幼仔救出来袁还用锋利的尖嘴对我
发起了攻击袁上演了一场野人鸡大战冶遥 隔
壁的继叔见状袁一场大笑之后袁答应送给我
一个小鸟遥 但小鸟被关到笼子里袁不知是
因为胆子小还是自由受到束缚袁整天撞笼
子袁嘴角也撞破了皮遥 三天五天之后袁总算
不撞笼子了袁但没有唱歌袁整天郁郁闷闷袁
茶饭不思遥 没有办法帮它解决问题袁我只
能把它放归了大自然遥
小时候村子的晒谷场也不乏几分热
闹遥 滚铁环尧丢沙包尧跳田格尧走军营噎噎
孩子们各种游戏应有尽有袁玩得不亦乐乎遥
孩子们在稻秆堆上像泥鳅一样钻进钻出袁
还学着孙悟空的样子翻几个跟斗遥 傍晚躺
在晒谷场旁边的草地上看夕阳白云袁浮想
翩翩遥 直至母亲在门前高呼袁才提着拖鞋
往家里奔遥
后来我踏上求学路袁不得不暂时放下
童年的玩意儿袁背上行囊袁远离家乡遥
还曾清楚地记得袁母亲第一次为我送
行的情景遥 她站在桥头袁那闪闪的泪花里
打转着多少无声的言语遥 那河畔低垂的芦
苇花在向我们诉说心语遥 直至我渐渐地远
去袁母亲还在举目远眺袁不停挥手遥 她希望
儿子能读书成才袁却又不忍分别遥 那情景
触动至深袁以至于我一路乘车的心情都不
太平静遥 窗外袁故乡越来越远袁最后只看见
河畔的芦苇丛遥 在我眼里袁芦苇丛就是家
乡的标志袁散发着浓浓的乡村气息遥 我知
道我离开后袁母亲一定会感到身边少了些
什么遥 因为我们一直相伴着院种地时母亲
把我挑在箩筐里袁下田时母亲把我放在田
头袁生病时母亲陪在我身旁噎噎
求学结束袁重踏故土遥 我想将暂停的
童年延续袁却发现自己已是穿着皮鞋袁戴着
领带的青年人遥 童年已经像天上的风筝袁
飞得越来越远了遥
本想好好地回味一下童年生活袁重温
乐趣袁可是眼前的一切已不堪入目遥 小溪
变成污水沟了袁田地大半都丢了荒遥 晒谷
场荒废了袁杂草丛生遥 幸好现在兴起新农
村建设袁好环境逐渐恢复遥 但再也听不到
孩童嬉戏打闹的声音了遥 想起当年乡亲们
辛勤劳作的热闹场面袁一种荒凉之感油然
而生袁不禁黯然伤神遥 我手抓一把黄土袁仰
望天空袁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遥 这是真的
吗钥
我给自己扇了两耳光袁痛着呢遥 不是
做梦袁可我真的希望自己是在做梦遥
为了拾回往事袁我们搬来了一部老式
长江牌电影机袁播放着当年的热片叶地道
战曳叶铁道游击队曳 等袁 寻找当年的战火硝
烟遥 可是眼前的一切令我们大失所望遥 人
们对这个已经不感兴趣袁 观众寥寥无几遥
当年的气氛荡然无存遥
找不到一点当年的感觉袁我们只能摇
头叹息遥 常常袁昔日放电影时的情形出现
在我眼前院音乐一响袁乡亲们便带上板凳
从四面八方赶来袁大人背小孩袁姐姐挽弟
弟袁 手里攥着向妈妈要的准备买零食的几
角钱袁不知道电影好看与否袁美滋滋的心情
就已经有了遥 操场上人山人海袁热闹非凡遥
有卖西瓜的尧卖雪条的尧卖甘蔗的尧卖橙皮
的噎噎年少的我们不全看懂电影的内容袁
光是趁机玩一回就足够了遥 第二天必定是
模仿着电影的特写镜头袁拿木薯梗当枪杆袁
你是敌人我是八路噎噎
长大后走出大山之外袁感觉世界越来
越大袁村子越来越小遥 当我们几乎走遍整
个世界袁仍走不出这个童年的小山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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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关维红
一
母亲的娘家离我家不远袁翻过
几座山便是遥 它靠在长青水库流出
的河水形成的水圳的边上袁名字富
有诗情画意要要
要仙水塘遥 到了上世
纪 80 年代初袁 外公和舅舅们在对
面的山坡上开辟新屋地袁建起一排
拥有三个客厅尧 六间房子的瓦屋袁
两边各建四个厨房遥
接着袁外公尧外婆给每个儿子
讨回媳妇袁完成做爸妈的任务遥 但
也耗尽了外公尧 外婆一生的积蓄尧
精力和力气遥 那时外婆得病已经好
几年了袁我家养有几只准备卖钱给
我交学费的大阉鸡遥 母亲对我们
说袁抓两只给外婆送去袁补补身子袁
不知她能不能捱过这个夏天遥
二
树大树开丫袁子大子分家遥 自
从外公尧 外婆五个儿子成家后袁偌
大的家庭面临分家问题遥 在村中长
老的主持下袁 舅舅们顺利地分了
家袁完成历史使命遥

此后袁外公尧外婆由舅舅们按
大到小轮流赡养袁每个舅舅管饭两
个月袁于是袁外公尧外婆一年四季就
在舅舅们家中流浪遥 舅舅们有十多
个小孩袁有大有小袁纵有三头六臂袁
也忙不过来遥 外公家临近水圳和公
路袁危机四伏袁让人胆战心惊遥
听母亲说袁 小时候外婆很疼
我遥 那时江哥大我一岁袁母亲没精
力管两个小孩袁就将我送到外婆家
养袁于是袁我变成了外婆家的心肝
宝贝遥 我是一个爱哭的小孩袁夜里
哭起来没完没了袁 外婆抱完外公
抱袁外公抱完舅舅抱袁舅舅抱完舅
妈抱袁整夜我就在他们的怀抱中旅
行袁在温柔慈爱的哄声尧安慰声中
渐渐入眠遥 我很挑吃袁外婆尧外公早
晚就到水圳掏蚬袁然后将蚬煮熟取
肉袁将蚬肉爆炒给我送粥送饭遥
那时袁母亲挣工分养全家六口
人袁要拿钱去才能分谷尧分番薯芋
头袁饭很久才能吃上一顿袁稠粥不
常有袁番薯尧芋头难成餐袁我们兄弟
饿得发慌袁总想找吃的遥

几个舅舅出来干活早袁挣得工
分多袁家里分的粮食多遥 每到收获
季节袁外婆对七舅说袁快点给你姐
驮去大米尧番薯和芋头吧浴 不要让
几个外甥饿坏了浴 每当七舅开着生
产队的手扶拖拉机野突突突冶地出
现在村头时袁我们欢呼雀跃袁手舞
足蹈袁 奔跑着向阿婆尧 母亲报喜院
野七舅来啦浴 送好吃的来啦浴 冶
三
外婆走后袁 外公深受打击袁日
渐消瘦袁胃疼日甚遥 那时没什么好
菜下饭袁只有一些咸菜尧青菜袁鸡蛋
是稀罕物袁猪肉少见遥 每当外公捧
着一小钵捞饭时袁 想吃吃不下袁左
看右看袁不禁悲从中来袁涕泪四流遥
外婆去世后袁外公更加孤单伤
心遥 因看管不周袁他的孙子差点淹
着袁被舅妈骂一顿遥 他满怀愁怨袁一
个人到我家躲避散心遥 母亲极力安
慰他袁给他做好吃的遥 他也给我们
编篮子尧蚕笪尧烟笪尧秧撂等用具遥
有时袁他给我们讲他的人生经

历院解放前袁为了全家人能活命袁他
和一帮工友经常到一百多公里外
的车板尧营仔海边担海盐走私遥 他
们每天下午从本村出发袁半夜到达
海边袁 趁着缉私人员放松的间隙袁
每人肩挑一百二十斤的熟海盐翻
山越岭袁挑回塘蓬等地售卖袁每趟
赚回一斤半大米遥 有时外公还从石
颈蔗坡挑洋纱到广西玉林袁两地相
距三百多公里袁一切为了活下去遥
有一次袁他和工友在挑盐途中
被缉私队伏击拦截袁 电筒光四射袁
呵斥声阵阵袁嘈杂紧密的脚步声越
来越近遥 他们赶紧抛下担子袁光着
脚往茂密的山岭深处亡命奔跑袁等
跑了一段时间袁没人追赶袁四周死
寂袁 那颗悬着的心终于平静下来遥
咦袁脚底怎么有点刺痛钥 蹲下身来袁
用手一摸袁湿滑腻腻的袁一闻袁腥味
刺鼻袁 原来脚面被尖锐的柴墩划
伤遥 没办法袁只能用力按压袁找东西
包扎袁静待天亮再作打算遥 这次损
失惨重袁赔了钱物袁白走一趟袁还要
在家疗养几个月遥 从此以后袁外公

干了近二十年挑盐卖的生计就此
断了遥 全家人又要挨饿了遥
四
只记得最后一次与外公见面袁
是我和江哥去某山区中学上学途
经外公家遥 母亲和阿婆在我们临行
前叮嘱袁 给外公送去一只大阉鸡
吃袁不知以后还有没有机会遥 我们
将鸡送到袁 还给他一些钱买营养遥
看到他那憔悴刀削般的方脸袁愁眉
紧锁袁我感觉他在强忍剧痛袁不禁
掉下眼泪遥 他反而安慰尧催促我们院
野不用担心我袁你们上学校要紧袁要
争点志袁将来有出息浴 冶外公于 1984
年夏天走了袁享年七十二岁遥
死亡尧悲伤噎噎
亲人是我们行走人世间的灯
盏袁他们都站在一条河流的上游等
着我们曰亲人是人生长河边上的灯
塔袁照亮我们的前路和归途遥 亲人
是我们前进的路标袁让我们随时校
正方向袁看清来时的路袁明白肩上
的责任袁忘却痛苦遥

阴余春雨
爸爸好喝茶的年月不长袁至少
比起烟龄来袁 那真是小巫见大巫遥
可现如今却已是一副上瘾的姿态袁
早起一顿袁睡前一餐袁饭后尤甚遥 似
乎已经把茶当营养品了遥
犹记得袁我初次买了个自动型
的茶具回去袁上水煮水还带消毒功
能袁老爸果然欢喜得不得了遥 他口
头上还是表现得吝啬袁 不动声色袁
但行动上却诚实得很袁晚饭都顾不
上吃袁非要装好了试试看遥 我妈说袁
他就是这样袁只要喜欢袁不吃饭算
什么袁通宵都行遥
其实谁个不是呢袁只要是欢喜
的袁困难都是挑战甚至乐趣遥 以前
在家忙农活时袁老爸常常一个午觉
睡到下午四点都起不来袁起来都要
磨蹭半天才出门袁非得惹奶奶和我
妈好一顿发火遥 可如今跟着工程队
去上下折腾汗如雨下他都觉得开
心遥 炎热盛夏袁午后还不到三点袁自
己第一个醒来并且尽责做好小队
长的工作袁把还在打盹的工友们招
呼起来袁开工遥 连业主都感叹太早
太晒袁他却说袁反正是自己的工作袁
早完成早收工遥 所以袁尽管这两年

像

来被晒得更黑了袁 手指更糙了袁可
他精神却更好了遥 也许是常年劳作
的缘故袁明明已年过五十却看着仍
一副三十几的体格遥
作为一名父亲袁六零后的老爸
有着一些有时连我这些八零后都
自叹不如的前卫思想遥 关于我的那

夏

天

些想走就走的旅行袁他从来不点评
更不干涉遥 关于朋友袁他说人各有
格袁 牛鬼蛇神都有值得交往的地
方遥 他不建议滥交但要有深交遥 这
从他对茶叶的选择就能窥见一斑遥
什么茶叶都乐意尝试袁但还是最喜
铁观音遥 2012 年袁我在云南丽江带

一

样

回两饼当地特产要要
要普洱茶袁还是
托了当时还不是我公公的在隔壁
开了几年小客栈的东北大爷去买
的遥 但貌似不太合老爸口味袁只见
他泡了那么一两回袁后来就不知所
踪了遥 最近妹妹从西藏带回的滇红
茶袁也不怎见他动遥 对于不合口味

火

热

阴杨安民
食官饭袁任官办曰食官粥袁任官
督遥 这是我们家乡流传着的一句谚
语袁 告诉人们工作不要忘记职责遥
父亲常把它挂在嘴边袁用客家话或
用白话说袁十分押韵袁朗朗上口袁美
妙动听遥 父亲为人本分厚道袁他言
行一致袁 用行动影响和教育着我
们袁使我们自小就树立了敢于承担
责任的精神遥
我们的老家在广东和广西交
界的北部湾畔袁每年的九月十月前
后袁都要迎来几回凶神恶煞般的台
风遥 台风来临袁狂风呼吼袁伴随的是
大雨袭击袁不但竹木腰折尧海水翻
滚尧潮水逆流尧堤坝崩裂袁对那些在
大海上捕捞耕作尧 堤坝上往行尧蜗
居在危房的人民群众更造成了巨
大的威胁遥
沧海横流袁 方显英雄本色曰危
难关头袁更见党员担当遥 那一年袁我

还在读小学袁 那天闷热得使人心
烦袁天上的乌云密布袁万里浮云一
动也不动袁木麻黄树不时地摆动着
尾巴遥 天刚拂晓袁当镇干部的父亲
草草地吃了两碗白粥袁嘱咐我们要
注意天气变化袁就骑着自行车风一
般地往他驻点的德耀村而去遥 德耀
村南濒英罗港袁打了一个喷嚏也会
溅起数点海水遥 我们到了学校后袁
学校宣布放假回家避台风遥 回到家
后袁 雨水一点大过一点地往下扔袁
狂风刮得一阵比一阵猛袁母亲站在
家门口的屋檐下袁焦急地模仿着母
鸡的叫声袁试图将散落在四周山边
的小鸡吸引回家遥 正好在此时袁邻
居的人家冒着雨将成熟的稻谷收
割回家袁母亲一脸的忧愁袁埋怨父
亲在关键的时候要去上班遥 中午时
分袁 接踵而来的闪电划破长空袁雪
白的滂沱大雨急剧而下袁 狂风呼

啸袁不时传来了竹木野噼噼啪啪冶的
声音曰家门前的那一口山塘袁也被
雨水冲崩了塘基袁家门前不远处的
麻笼园山岭上的尤加利尧木麻黄被
狂风吹刮得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遥
我们兄弟三人吓得钻在被窝中袁大
气也不敢出遥 因房子的瓦面被狂风
吹坏了袁母亲在忙个不停地将家里
的洗脸盆尧木桶尧大盘子等拿出来袁
用来盛装从天上掉下来的雨水遥 下
午袁台风离去时袁山稔树也低垂着
头袁裸露着红土的村道还在潺潺流
水袁村子的里里外外一片狼藉遥 母
亲既要急着找鸡找猪袁又要在屋前
屋后忙着排水袁 防止积水浸崩墙
基袁还要牵挂禾田里的水稻遥 我们
都说袁如果父亲在家的话我家的景
况一定要好得多袁他一定会和母亲
把家打理得有条不紊遥
三天后的中午袁 父亲回到家

里袁他全身上下留下不少泥巴的痕
迹袁变得又黑又瘦了遥 父亲兴奋道袁
三天来的努力没有白费袁居住在危
房的群众迁移到安全的地带了袁群
众的损失降到最低程度遥 由于家里
的稻谷没有及时收割袁减产已经成
定局袁父亲反倒一脸的自豪袁母亲
难免要数落他遥 父亲捧着洗脸的毛
巾停留在脸前半晌才说袁这是工作
责任嘛袁我们共产党人要有主人翁
精神袁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的火
热袁在急难险重任务面前袁我能往
后退吗钥
父亲的言行对我影响极大袁在
我的脑海里生根开花遥 参加工作
后袁无论是在乡镇里还是到市机关
工作袁我都牢记身上的责任遥
那年除夕下午袁 还没有放假袁
不过有的单位已经锁住了大门袁有
的单位尽管大门开着袁但是里面冷

的茶袁他懒得动遥 但他不拒绝尝试遥
但他作为一名丈夫袁在我妈眼
里是不合格的遥 也许是天下夫妻间
大都共同存在的矛盾点吧遥 小吵小
闹不断袁也想过离婚袁恨的时候五
雷轰顶肝肠寸断袁但最终还是光阴
荏苒相伴至此遥
电影叶北京爱情故事曳里王学
兵扮演的野渣男冶吴峥在被余男扮
演的老婆发现鬼混并提出离婚后袁
痛哭坦陈袁说玩归玩袁但从来没想
过离开她遥 这也许也是现在不少围
城里的人的特性遥
还好袁我的父母对爱情的想法
不多也不深袁所以袁他们的感情不
好不坏却也不离不弃遥 这也是他们
这辈人所信奉的袁东西坏了可以去
修袁尽力去修遥 而后来的我们袁却更
多的选择去换遥
有时有选择是好的袁但太多选
择了袁却是痛苦的遥 精彩是可喜的袁
但轰烈至死的袁却是悲剧多遥 也许
这就是老爸之所以好喝茶却不沾
酒的原因吧遥
渊图片来自网络冤

冷清清袁 大街上极少见有车辆过
往袁远处不时传来炮竹声遥 在市自
来水公司侧面袁 我见到了一个熟
人袁这个熟人哈哈大笑道袁还要上
班吗钥 我点了点头袁他嘲讽道袁这个
时候谁不在家饮酒作乐啦钥 就是狼
狗都要挣脱锁链跑走啦袁怎么噎噎
说到这里他不理解地摇着头遥 我来
到办公室袁 处理完毕手头上的工
作袁已经是三点半时分遥 我给远在
七十公里外的老家打电话袁汇报情
况袁然后又小心翼翼地征求他的意
见袁是否可以提前下班回家遥 稍停
片刻袁电话那一端传过来了父亲的
严肃话语院 这个时候一般不会有
事袁但是作为国家公职人员袁绝对
不能掉以轻心遥 你绝对不能有野做
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冶的思想遥 家里
没有什么活要你干袁你现在要做的
就是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遥
我牢牢记住父亲的话袁再次想
起了雷锋的话语院野对待工作要像
夏天一样的火热遥 冶于是袁我专心工
作起来遥 下班时候袁我收拾好办公
桌面袁关好电脑和门窗袁才往车站
跑遥 幸好袁还能赶上最后一班车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