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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天地大开的季节
炉火与花儿形成一种默契
一个在绽放人间美好
一个在冶炼钢铁正气
春风温文尔雅
铁水柔情飘逸
都在追求一种灿烂
追求没有杂质的美丽
花儿用芳香
诠释生命的高洁
炉火用热烈
表达燃烧的意义

都在为新生而奋力
让新生的
生得不失时机
生得心旷神怡
生得理直气壮
生得日新月异

该扬弃的
痛痛快快地扬弃
扬弃得没有一丝犹豫
让铁水成为
春天的伙伴
花儿的兄弟
绽放刚性的魅力
炉火是时光忠实的追随者
春夏秋冬
不分四季
一刻不停
燃烧不息
燃烧成为纯真的浪花
燃烧成清脆爽朗的
钢铁笑声
在天地之间
舞动洋溢

与花儿一样灿烂的炉火
在绽放钢铁特有的香味
日夜冶炼着铮亮
刚强无比的真理
与杂质分道扬镳

燃烧
醉心地燃烧
绽放
和花儿一样
绽放
专心致志
生生不息
香味成为钢铁人
春天里爽朗的笑声
弥漫在空气里

炉火与花儿
□李永刚

昨晚又梦回故乡了。说“又”，是因为
这样的梦一直在重复，影影绰绰，断断续
续；若即若离，亦幻亦真；似曾相识，似是而
非；恍若隔世，怅然若失。本不觉得是在梦
中，却分明不是现实，不能随心所欲，整个
人像被束缚，想挣脱，不能挣脱，终于挣
脱。醒了，揉揉眼睛，竟有泪水。已知是做
梦了，却想不起了细节，起床时悠悠一声叹
息，若有所思，若有所悟：“这就是乡愁吧？”
一缕淡淡的愁“才下眉头，又上心头”，真个
不由自主了。

不由自主，那就是宿命了。乡愁一如生老
病死，自呱呱坠地那一瞬间开始，就像胚芽一
样开始起根发苗了，此后必将伴随人的一生。

人从何处来？乡也！乡是出处，是来
处，是呱呱坠地的地方，是嗷嗷待哺的娘
怀，是蹒跚学步的床头，是牙牙学语的膝
头，是能跑会走后撒野疯玩的场畔，是割断
了脐带却割不断最堪回味的童年胎记：房
屋、炊烟，树木、花草，庄稼、田野，猪狗、鸡
鸭，蚂蚱、蛐蛐，牛粪、羊屎蛋蛋……

人生是一次旅行，只有旅途，没有归
途；只能小憩，不能止步；只能回首，不能走
回头路；不无奔头，却不知奔向何处。走着
走着，身后渐行渐远；走着走着，眼前日渐
清晰。前后左右，人像走马灯，又像走过
程。一辈辈人像一季季庄稼，被割一茬子，

又长一茬子。仿佛丢了一个盹，鬓角便斑
白了；好像转了一个身，见面就不敢认了。
伴随着人老，眼里、心里的乡自然也变成了
故宅、故里、故地，昔年玩伴也变成了故
人。老了的人，叫老人；故了的乡，叫故乡。

乡在心里，乡在梦里，乡在每个人的记
忆里。天长日久，乡都故了，能不愁吗？人
长愁也长，长得最多的就是乡愁了。不离
了乡，那愁就被掖着藏着；一旦离开，那愁
就蹦出来了。隔着万水千山，渴望重逢，那
渴望就是愁；一旦久别重逢，眼前物是人
非，岂不要愁上加愁了？故乡是回不去了，
愁就日积月累成乡愁了吗？就算不曾离开
故土，那愁也会在心田上滋生，淡淡的若有
若无，悠悠的如烟似雾，念念不忘又无可奈
何，耿耿于怀又无可释怀，只有拄着拐杖，
立在村口，回味那似水流年了。新房变老
宅了，老屋不住人了，老辈人都下世了，小

辈人都谈婚论嫁了！老眼昏花，看人都是
影影，听话全都嗡嗡，连玉米棒子都啃不动
了，莫说眉毛眼睛都是愁，连牙缝里都剔不
尽乡愁了！

生乡愁的，多是游子。故乡如父母，如
娘怀；游子如风筝，如飞鸟。被放飞的风筝
本来是被一根线拽拉着的，却被挣断了！都
指望放飞高远，然而越是高远，那一根线越
容易被挣断，那断线了的风筝就是游子嘛！
恋巢的是雏鸟，等翅膀硬了，鸟儿就要飞呀，
也指望高远，真飞高远了，多半也回不去了，
只能是飞到哪儿，歇到哪儿，常把他乡当故
乡了。“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
缝，意恐迟迟归。”多少游子辜负了慈母心！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
头思故乡。”李白就是游子，那首《静夜思》，
不就是乡愁么？“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
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

涯。”马致远是游子，他那首《天净沙·秋
思》，不也是乡愁吗？“日暮乡关何处是，烟
波江上使人愁。”游子崔颢有了乡愁，才吟
出了那首千古绝唱《黄鹤楼》。

人都是游历人世间来了，自然都是游
子。走天涯是游子，守在家也是游子。人
一远走他乡，就“月是故乡明”了，月明在
天，触景生情，几多乡情几多愁，那是真乡
愁！回不了故乡，就梦回故乡，梦游等同了
魂游，“斩不断，理还乱”，那是怎样的乡愁
呀！不曾离开故土，却眼看着故土疏远了
乡民淳朴，屏蔽了乡规民约，背弃了乡风民
俗，焉能无动于衷？乡愁在那失落里，在那
怅惘里，在那唏嘘不已里！忍不住忆苦思
甜，总拿当年比当下，总拿过往比现在，总
拿儿时比眼前。脚下的故土分明在日新月
异，咋看着不顺眼呢？分明是今非昔比，咋
觉得不对劲呢？分明是天翻地覆，咋觉得
心里不是滋味呢？似乎唠叨几句，心里才
稍微舒坦些。说白了，那就是乡愁在作怪
呢！怀旧是乡愁，抱怨是乡愁，抱残守缺更
是乡愁。老沉浸在梦呓里，不生乡愁，由得
了人么？

乡愁是乡情的种子，播撒心田了，就落
地生根了；丛生疯长了，
就魂不守舍了；叶落归根
了，才算得魂归故乡了。

乡 愁
□孔明

父亲心中的父亲心中的““小精灵小精灵””
□杜亚玲

父亲一辈子是洛河两岸普普通通的
农民，只会沿袭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的生活方式，至今八十有三，仍不改初
衷，早睡早起，赶着日头下地，追着落日
收工，勤劳质朴是他的秉性。

父亲年轻时有个过人之处就是算盘
打得贼精。狮子滚绣球、四进位除法等，
他都不在话下。听说他只上完小学，在学
校学会了珠算，辍学回家后，生产队队长
让他当会计，后来又“官”至大队会计。

那时候，会计是生产队最有文化的
人，会打算盘的人更是有文化人中的能
人，名气非常大。除了记工员能干到会计
位置上，其他人不是文盲，就是只会写自
己的名字。听说父亲一上任，就把队上多
年积累的本本账、片片账、口头账、糊涂
账理了个瓜清水白。队上砖瓦窑、卖牛
羊、卖核桃、卖公粮、交税款、购籽种的收
入支出算到小数点后四位数，到了年终，
乡亲们的眼睛期盼着算盘停止的结果。

看能分到几斤小麦、几斤大肉，特别是余
粮户、缺粮户，一下子就弄明白了一年的
亏盈。账目一公布乡亲们交头接耳，勤汉
懒汉泾渭分明，算盘不仅成了大伙脸上的

“晴雨表”，而且是全村人祈盼风调雨顺、
人心稳定、大干快上的“定海神针”。

当会计在办公室除了拥有一支蘸水
笔、一瓶蓝墨水、几张纸外，算盘就是主
要的办公工具，也就是父亲的“文房四
宝”。所谓办公室，是大队仓库与小学中
间的一间房子。靠墙根盘了一张火床是
工作组下来时住的。靠窗子放了一张三
个抽屉的桌子，一张椅子，两个板凳，床下
放了一个很大的火盆架子。让我感到新
鲜的是四面墙每年都用报纸糊一遍，有
一股书香味。

父亲曾给我讲过，他这个算盘是民
国三十六年夏天麦收后，我曾祖父为了
他学习珠算，专门用三斗小麦从河南镇
平一个小货郎手中换来的，外搭两顿

饭、一夜住宿。曾祖父省吃俭用，曾给
大户人家当长工，但为了长孙能出人头
地，才不惜下了血本。

我仔细看过父亲的算盘，这是一个
红棕色的大算盘，色泽光润，品相极
好。四个角和中间绕茬处，分别用六个
铜质菊花纹包角紧包着，算盘两面都能
用。后来才听上门收藏老物件的人给
我说，四周木框是红酸枣木的，算盘珠
子是紫檀木的，串珠子的竹棍是二十年
以上的苦竹。所以 70多年了，珠子没有
裂纹，几个竹棍中间尽管磨成了平槽，
但丝毫不影响算速。有人曾出 1000元，
父亲都没有舍得卖。几次对我说，这个
算盘到你手上已传四代人，虽然现在人
都不用了，咱就先放下。

改革开放后，春风吹散了父亲头上
的乌云。遭受几十年缺吃少穿的乡亲们
日子一下好过了，父亲又“官复原职”，当
了大队会计兼生产队会计，父亲心花怒

放，从破箱子中取出了算盘，打了一盆清
水，抓了一把洗衣粉，连洗三遍，重操旧
业。奶奶骂他好了伤疤忘了疼，是个不长
记性的东西。

在父亲红棕色算盘的计算下。全村
亩产连年丰收，劳动日价值如芝麻开花节
节高，由全县吃返销粮的穷队到人均口粮
约两千斤，这比当年大队库房里的储备粮
和籽种合计都多。由过去每个劳动日价
值 8分钱，猛增人均纯收入 50元、100元、
500元……算盘给乡亲们带来了鸿运，可
谓算盘一响，黄金万两。

如今，父亲老了，算盘已退出了历史
舞台，被电子计算器、智能手机所替代，
成了民间老物件，回归到收藏品的行列之
中，几次上门收购的人开价 1500元，但父
亲还是不卖，说现在没用了，就先放下。

我知道这个算盘是父亲一生的心爱之
物，是他心中的“小精灵”，也是我们全家、
全队、全村人的一个记忆乡愁的物件。

立夏的前几天，气
温飞速飙升，让人有入
伏之感。立夏后，一场
雨急急而来。雨一下，
溽热顿去。公园的傍
晚，呈现出一派秋高气
爽的景象。

湖边，几棵棕榈树
如健硕的主妇，下方的
树叶已成干枯的围裙，
头顶却还戴绿色王冠；
海棠早谢了花红，叶便
愈发深碧了；梧桐叶脆
生生的，绿得清新，绿
得透明，薄薄地透映着
天光；两棵在春天挂果
的桃树有了截然不同
的命运——一棵树的
桃儿已从树叶中探出
头来，不羞不涩，大大方方；另一棵树的叶片蜷
缩着，果儿瘪了，怕是不得活了。

三株银桦修直挺拔，要是没有树枝的遮掩，
无一例外，它们都会暴露秃子一样的树梢——
不知是人为裁剪的结果，还是它们顺天而生的
自然选择。树干把所有养分输送给了枝桠，从
地面往上看，银桦几米以内绝无旁枝，与茅盾
先生礼赞过的白桦一样，银桦不庇佑任何一根
试图在低矮避风处苟活的树枝。也许，在银桦
看来，每一根枝，每一片叶，都应是刚猛的勇
士。地面，银桦落叶满地，每一片都还露着铮
铮剑锋，如铁，如冰凉，如风沙与热血。银桦在
孟夏陨落，不是乌江折戟，不是麦城败走，是智
者韬光，是将军逊位——它们懂得新老更替的
真谛，它们让位新叶。这些新叶，将在盛夏的
烈日下，在凛冽的秋风里，在刀剑冬霜中，金色
铁马，延续银桦军团的世代荣光。

从一个季节到另一个季节，季节的更迭不
泾渭分明。时光漫长，这个孟夏的黄昏，我看见
了秋的影子。

石榴花开了，一朵接着一朵。除了红色，
还有一些我闻所未闻的品种，白的或淡黄的。
龙牙花，是从南美洲引进的物种。龙牙花一串
串暗红的小花密密排着，牙齿一般；一芽刚竹，
在远离竹丛五六米远的地方拱出来。刚竹依
水而生，为了这次迁徙，它的根经历了怎样的
艰难跋涉，才向干土迈出了第一步。风车草，
根根分明如竹，擎着伞叶，亭亭如盖。它们来
自非洲，不但在眼前这小公园活了下来，还枝
繁叶茂，葳葳蕤蕤起来。

五湖四海，世界何其大，又如此小。世间万
物的渗透共生，都在不经意间悄悄进行着。

公园的小径上，两三户人家在散步聊天。
一人说，孩子成家后，不愿和自己一起住。她
的朋友就劝慰她，也像是安慰自己，说：“年轻
人有年轻人的生活，完全可以理解嘛，我们老
年人管好自己的生活和娱乐就行了啊！”两个
毛头孩子在石桥上跳街舞，一男一女。跳一
段，立即兴匆匆跑过去取三脚架上的手机，他
们大约在录制抖音小视频之类的东西。两个
六十来岁的婆婆坐在湖边的石凳上，你一言我
一语，旁若无人，她们面前七七八八的家什说
明了一切——她们正在直播。我靠过去，好奇
一问，她们把手机转过来对准我，用蹩脚的普
通话，通过网络传递到了手机另一端——“大
家看嘛，有一个帅哥，路过这里，对我们两个老
太婆非常好奇，他在和我们聊天……”

夕阳从云翳里钻出来，挂在树梢。原来，夕
阳如我，留恋青春，也留恋这个孟夏的黄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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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家小院（国画） 陈小玲

笔走龙蛇

去年初夏，我游览了久负盛名的凤翔
东湖。这是北宋大文豪苏轼出任凤翔通
判时，修葺的一道人工湖。经过历代修缮
保护，现已成为西府一处游览胜地。尤以
湖边的柳树声名远播。（民间盛传凤翔有
三绝：“西凤酒、东湖柳、姑娘手”）

沿着湖岸卵石铺成的花径前行，两
旁是密密丛丛的灌木。绿植成荫、亭台
湖山相映成趣。婀娜多姿的柳树错落其
间，像一排身着绿纱的民族舞表演者。
春夏之交，正是柳树蓬勃生长的时令，岸
边已形成一道浓密的翠绿屏障。柳叶儿
像是吸收了日光和湖水，闪烁着滋润的
光泽，翡翠般绿意可人；柳条在微风中摆
弄着旖旎的姿态，像小姑娘披散的长发，
有的已经垂到水面；绿波粼粼的湖面，因
为柳树的映衬显得清凉沁心；湖心的荷
叶已长得盘面大小，花苞托起一个粉嫩
的桃心状。鲜红的鱼儿在绿波中嬉戏，
红绿相映，一动一静，情趣盎然。正是柳
絮飘飞的时令，空气中飞絮濛濛，恍若瑞
雪普降；柳絮抚弄着行人的面颊，绒绒

的，痒痒的，像婴儿顽皮的手掌。《红楼
梦》中有：“游丝软系飘春榭，落絮轻沾扑
绣帘。”想这柳絮原本应该是落红的续
曲，是对易逝春色的一种悲悯恋歌。

穿过湖心的沧浪亭时，一对鸳鸯游
过水面，悠然自得的神态像是这里的主
人一样。其实在凤翔县，市民们早已以东
湖而自豪，东湖已成为他们日常健身消闲
的乐园、茶余饭后的谈资。其实，他们心
仪的不单是这片园林的景致，更多的是文
化赋予的一种精神优越感。信步于这柳
浪花坞，身边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都
因为历史的遗痕而染上浓厚的文化风采。

对于柳树，文人似乎总有一腔诉不
尽、剪不断的情思。它泛着嫩黄的新绿，
被诗人比作“烟柳”；它的枝条，被诗人喻
作“绿丝绦”“碧玉妆”；它婀娜的姿态，被
赋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寄寓着一种
难以割舍的情怀；它旖旎形体，被咏作“月
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寄托着情侣们的
美好期待。苏轼似乎也不例外，他的“枝
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似乎

也寄托着一种达观的人生态度。
在湖东西两岸，各有一株百年古柳，

崚嶒如怪石，深褐的表皮满是坑坑洼洼
的节疤；斜出的枝干早已荡然无存，主干
却顽强挺立着，风雨不朽。它们的根系仍
然深深地扎在土层深处，汲取着点滴得以
延续生命的养分，昭示着老而弥坚的生命
奇迹。这两株古柳，一株据说是公元 1842
年，林则徐发配新疆伊犁时路过这里种下
的，另一株是公元 1876年，左宗棠在新疆
抵御沙俄入侵，凯旋而归时种下的。二人
境遇迥然不同，对先贤的追慕，对于生命
的热爱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其实，世间
本没有任何生命可以万古长存，即使这满
堤郁郁勃勃的翠柳，也只有短短 150年的
寿命。唯有人的精神可以不朽，东湖柳正
是一种精神和文化的映射。

“绕堤柳借三篙翠，隔岸花分一脉
香。”沿着堤岸，沐着夏风，借着苏公祠百
年不断的香火，愿东湖
的柳色越发清新如洗、
楚楚动人。

东 湖 柳 色 新
□孙剑波

屐痕处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