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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金华

今天是我生日。
乳名春子，取自出生于春天之意，是否

比照《说文解字》取“春阳普照，万物滋荣”之
意就不得而知了。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并
未给我留下好印象，不光因了深刻体味过饥
馑岁月里怎一个“饿”字了得，一年到头都在
掰指头盘算两个日子——过生、过年，更悲
情母亲十多年前病逝在这个季节……

母亲是朴实的农村妇女，刚毅而慈爱，
劳苦且隐忍。在我的记忆里，母亲争气傲
强不畏权势，不识字断文却通透明理，虽疼
爱我们，却显得比父亲更严厉。不管我们
听不听，却总在我们姊妹跟前说见长辈要
谦恭、见幼弱去搀扶，讲许多道理。

母亲不识字却敬畏文字。剪鞋样儿从
不用带字的纸张，也同父亲一样教导我们
姊妹不许将带字的纸踩在脚下、坐在屁股
底下，那样会有过恶。父亲是个读书迷，业
余时光唯读书为乐，读书愉悦着他的心
扉。母亲卸下白天生产队里挣工分的辛
苦，那工分本上可是有着一年 365天的充
实，默默陪伴在父亲对面，纳鞋底、缝补衣
裳，多少次睡梦中醒来，凝视着母亲的艰
辛，她羸弱的身躯是怎样扛起这八口之家。

我家老宅院落里有一棵麦黄杏树，每
当麦季，满树橙黄果实，不知招来多少小伙
伴羡慕目光。内心的优越感在不知不觉间
膨胀，得意着伙伴们想得到一颗杏子要给
我一捧猪草的交换，不大工夫，身不动膀不
摇弄成瓷丁丁一篮子。本指望得到母亲的
夸奖，孰料母亲探明原委，走上前来，照头
就是一个“爆栗”，打得我眼冒金星不明就
里。母亲愤懑地说：“自家院里长的果子，
又不用施肥松土，谁想吃给人家吃好了，谁
稀罕你去换东西，更何况你这是偷懒，是坐
享其成，是不劳而获，仗势欺人……”

为此，我得到的惩罚是三年没吃上一
颗杏子。

笑不一定是高兴，但流泪一定是伤
心。当我为人父母的时候才明白，母亲是
要让和我一样饥饿的孩子们能轻易得到一
口好吃食。

从牙牙学语到蹒跚学步，从苦口婆心
到言传身教，正是母亲的呵护陪伴，让我掂
出清白做人的分量，知晓吃人嘴软拿人手
短的浅显道理，涵养不屈秉性，执着于勇往
直前奋斗不息。

生活水平的提高，再不是见面就问“吃
了没”的尴尬无奈。我没有张狂到“做三十
六”，也不曾“明九”“暗九”生日里冲冲喜，
因为我知道儿的生日娘的难。倘若母亲健
在，我会像我的儿子一样，每当生日来临，
偎在母亲怀里说着感恩的话语，即使不在
身边，也会在电话那头表达恩情，可我的生
日，去哪里倾诉呢。

2016 年在《西安日报》发表《生日》一
文。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早晨起床，餐桌
已有一颗鸡蛋一杯鲜奶，生日里吃煮鸡蛋
是自小长辈留下的规矩。昨日收到儿子礼
品，是孩子凭借大学里优秀表现获得国家
奖学金买的一双皮鞋，还有妻厨房里一阵
忙碌精心烹饪的一桌菜肴。打开手机，就
看到女儿发来的《礼物》，这是一份同金银
珠宝好吃好喝好穿一样珍贵的礼品，是一
个女儿用心灵倾诉给父亲的话语，是一个
孩童从稚嫩走向成熟的心路历程。36岁生
日曾收到女儿赠送地用一双小手绘制的一
幅画作，画面时常在眼前浮现。今天，我收
到女儿的生日礼物是一篇散文《礼物》，文
中语言和十多年前画作画面在这一刻重
合，泪眼模糊了视线……”

是呀，生日礼物的简单别致，正是母亲
打小就教导的廉洁厚道，勤俭持家。这也
算作是一种传承吧。

记忆的碎片在凝聚，母亲的形象渐渐
高大、悠远……

记忆的碎片

呦呦鹿鸣寄思念
□王雄文

陈忠实先生离开我们已六年，我总觉
得，他那豪放而洪亮的声音常在耳边响起，
他高大的形象也常在脑际浮现。他真诚厚
道，对航天文学事业的支持和对文学新人
的帮助更是让人难以忘怀。

我和陈忠实老师相识已近 30年。1993
年 6月，他的《白鹿原》出版后，一时引起轰
动，好评如潮，被誉为“新时期长篇小说创
作的重要收获”。那年 8月，我作为一家报
社记者，到省作协采访陈老师。当时他已
是省作协主席了，在院内北侧小楼一层办
公，条件非常简陋，一张桌子、一把木座椅、
一个简易沙发，墙角还靠着一张折叠的钢
丝床，许多书籍堆在地上和沙发上。由于
小说刚出版两个月，每天来的人很多，我们
交谈不久，就有一拨人来洽谈合作事宜。
陈老师说，最近来人特别多，有的要给书签
名的，有的来商谈把小说改编成电影电视
剧的，还有的要他讲课的。我们交谈了一
会儿后，当我提出要拍一张照片时，陈老师
说：“快照，快照，要不他们等不及了。”那次
简短的交流，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为人
忠厚、朴实，和他的名字一样，平易近人，没
有一点架子。

近 20 年后，也就是 2012 年的 8 月，在
《白鹿原》电影即将上映之际，我又一次拜
访了陈忠实老师。我向他汇报了工作转
变情况，说现在已是一名航天人。他兴奋
地说：“航天人了不起，航天事业撑起了祖
国的脊梁，壮了国威，让世界都刮目相
看。”他边说边把一本《白鹿原创作手记》
签名赠我留作纪念。

陈忠实作为白鹿原人，与航天事业结
下了不解之缘。有一年，他为西安航天文
学爱好者讲课。盛赞航天事业是“国家、
民族的脊梁”，航天人在物欲横流的今天，
仍然坚守着精神家园，不断追求真善美，
这种精神文化支撑着航天人的价值取向、
信仰与追求。后来，航天四院要为职工出

一本文学作品集，让我与陈忠实老师联
系，请他为书题词。我给陈老师打了电
话，他欣然应允。过了几天，一幅“航天文
学，净化灵魂”的大字呈现在面前。陈老
师对航天文学事业的支持，给航天人以极
大鼓舞。

陈忠实是文学大家，他常常为文学活
动助力，不是扶持新手，就是奖掖后辈，有
时人去不了，就发短信或打电话。一次，我
和他谈到我们航天单位的文学爱好者想成
立陕西航天作家协会，请他给予指导。他
说：“这事你们筹备，到时我给你们祝贺就
是了。”此话把我心里说得热乎乎的。

我从事航天建设工作多年，并和建筑
有了很深的情缘，也常常为建筑报刊写
稿，并担任专栏作家。2013 年，陕西建筑
报创刊 60周年，当时总编辑有个设想，想
请陈忠实给报纸题个词，于是我便给陈老
师打了电话，说想请他赐个墨宝，他向我
询问了报纸情况，高兴地说：“应该支持，
表示祝贺。”过了两天，他打电话让我去
取。“祝陕西建筑报创刊 60周年，传承秦砖
汉瓦，弘扬建筑文化”，端庄的大字，满腔
的祝福，表达着一位文学大家对建筑媒体
和建筑职工的一片深情。

2013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约
我写一本建筑科普的书，我将此事电话告诉
了陈老师，他说：“这好啊，我题词祝贺你。”
令我意外的是，先一天说的事，他第二天就
写好了，并打电话说：“你到作协来拿。”他题
的词是：“传播无声音乐，歌咏凝固诗篇”。
这不仅是对我的鼓励，更是对建筑的赞美。

此书从写作到审查出版有一个漫长的
过程，真没有想到，这本书还在编辑之中，
陈老师就离我们而去了，这给我留下了深
深的遗憾，留下了永远的痛。

一支巨笔著经典，千秋犹唱白鹿原。
陈忠实老师虽然走了，可文学精神永恒，那
原上的呦呦鹿鸣，就是我深深的思念。

生命的抗争生命的抗争 万文贤万文贤 摄摄

美人靠
□罗锦高

□□柳笛柳笛

初初 夏夏
□田冲

我是秦岭里的一棵松

风从东边吹来
我坚挺依旧
风从西边吹来
我依旧坚挺
我是秦岭里的一棵松
我站成了一棵松威武不屈的倔强

我在这里站了很多年很多年
北上的风带着海洋的湿润
南下的风带着北方的严寒
我就在这里站着
在秦岭的深处站着

任凭南来北往的风

一年四季永不停息地吹拂

我是秦岭里的一棵松

我站成了挺拔的形象

我见证着沧海桑田

我见证着南来北往

我见证着秦岭北麓

那一栋栋别墅的兴建与拆除

我见证着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幸福的模样

别了春天的乍暖还寒，还没被盛夏的烁玉流
金拥裹，这时日便是初夏了。

刚刚品尝了槐花麦饭的清香，又在忆想艾叶
香粽的文化溯源，刚刚陶醉过油菜花的金黄，又
在惊诧石榴花的火焰，刚刚踏过春日的芳草茵
茵，又在喜悦小荷蜻蜓嬉戏的妙趣翩翩。仿佛迎
春花金黄的小星星还在眼前晃动，仿佛柔曼的柳
絮还在缠缠绵绵飘散深情，仿佛还能听见落红化
作春泥的唏嘘，仿佛还在观赏燕子呢喃归巢的欢
愉，初夏便从挂满枝头的葡萄间隙，从桃红柳绿
的广漠原野，悄无声息地走来。

初夏的时光，总是那样不疾不徐，带点俏皮，
带点浪漫，像在耳边轻轻响起一首清婉小曲，如
痴如醉，像一个美丽无痕的春梦，亦真亦幻。

初夏的晨，是清朗的晨，纯净的晨。天空像
蓝玻璃般透明，望着那种通透，由不得想像小鸟
一样投入那怀抱，自由自在地飞翔。清晨的鸟儿
叫得欢畅，清晨的风儿吹得舒爽。这清晨的空
气，像清冽冽的山泉涌进胸腔，一夜沉积在胸腔
的污秽浊气，瞬间纤尘不染。那深深的吐纳中，
好一个神清气爽！

初夏的风中，融汇着多重复合的馨郁，有一
种微醺的温润。小草的清新，花开的芬芳，树丛
野蒿的清香，在空气中像光波一样荡漾，便有了
初夏特有的味道。初夏，如果在树丛间细心聆
听，那一声幼蝉的初鸣，带着一丝童稚的羞怯，清
纯而柔软的声音，让人心头颤抖。那绝不是成熟
后令人厌烦的聒噪，全没有盛夏时，人的忍无可
忍，竟然会让人多少有点倾听的愿望。初夏的夜

晚也开始热闹了。雄性蟋蟀们在草丛里乐此不
疲地鸣叫，发出爱的呐喊，雌性们顺着鸣叫声徐
徐寻来，响应着爱的召唤。沉闷了一个冬天的青
蛙，在田埂、水塘、荷下，抖落掉一身沉积的悲伤，
引吭高歌，此消彼长。

初夏的雨，也有几分别致的韵味。一阵风吹
来，一片云飘过，雨便掠过树木林梢，飘飘洒洒地
落了下来。这雨，比不得春雨那样细细柔柔、温
温雅雅，多了些许激情，少了一丝缠绵；比不得夏
雨那样恣意、毛躁，含有一抹羞涩，带有一分温
情；比不得秋雨那样成熟、凄婉，稍有一点率性，
一点气盛；也比不得冬雨那样凛冽、冷酷，就像一
个花季少女与一个鲁莽汉子的决然不同。初夏
的雨，总有那么一点让人心疼而又留恋的感觉，
是一种灵动、一种温馨、一种热烈、一种安宁，宛
如莫扎特的小夜曲，既细腻轻灵又纯朴宽广，既
温婉优雅又催人奋进。

初夏较春天，多了几分率真和明媚，多了几
分热情和舒朗。在初夏，寻一段清净时光，约三
五好友，走进秦岭峪口，踩着柔软的阡陌小道，感
受生命的悸动和清欢，很有一点同学少年的味
道。从敞亮的山地走进森林，更有一种妙不可言
的幻觉。欢乐的思绪就像一个个欢快的萤火虫，
从一个光斑飞向另一个光斑，繁杂积郁的思绪会
顿然消逝，心境会豁然开朗。没有了桃花的艳
丽，走失了梨花的闹腾，眼眸中尽是绿肥红瘦，一
幅幽静恬淡的迷人情境。森林中，千娇百媚的精
灵挤到眼前，让人感受着内心的纯粹和喜悦。觅
得清静去处，寻得农舍一厢，掬来山泉一瓮，举新

茶一杯，高山莹莹的氤氲，茗茶雅雅的清香，谈天
说地的愉悦，便在山野茅舍袅袅荡漾。

初夏的夜，最适宜居于山野农舍，那是一种
奇妙神秘的感受，一种静如月爽如风的体验。夜
晚降临，一弯明月像个害羞的小姑娘从远山露出
半张脸庞，神秘地窥视着人间大地山野万物，转
瞬之间，它便如一个神秘的幽灵，跳上静谧的夜
空，以它的晶莹纯净点亮夜空，给崇山峻岭披上
银装。坐在寂寥的山岗，对着一轮明月，满天星
斗，常有无边的思绪。时光如絮，岁月如流，生活
的负重总是让人疲惫不堪，使人难以停下匆忙的
脚步。在这初夏的夜，独坐山野，给身心一段放
松，给灵魂一点安宁，清空俗念，让沉静拂去世俗
烦恼的尘埃，让清风抚平心间曾经的忧伤，让泉
水洗涤脑海往昔的琐碎，让星月伴随日后岁月的
晴朗。也许，这种感受，在灯红酒绿的都市是难
以体验到的。在城市夜晚的车水马龙中，匆忙的
人群、疾驰的车流、喧嚣的声音、闪烁的霓虹，都
会使美丽的初夏之夜变得混沌，变得恓惶。城市
的光亮使我们看不清纯净的夜空，城市的喧嚣使
我们听不到内心的声音。我们离大自然太远，以
致于忘记了大自然的模样。

初夏是一段短暂的时光，转瞬就会逝去，就
如人的生命，顾不得细细思量，倏忽一去几十
年。诚然，生命本是一次单向旅程，走去便没有
归路。不管这旅程是弯弯曲曲还是平平坦坦，是
风流洒脱还是才高运蹇，每一段过往都有每一段
的美丽，都值得好好拥有和珍惜。但毕竟自然法
则不可抗拒，无论是生命，还是这初夏。

“美人靠”其实是徽派古民居建筑很普通的
木栏杆，与其他地方的木栏杆没什么不同，只是
与木椅连体，并多了一些雕花修饰而已，其功用
相当于我们今天家居通风透光的阳台座椅。“美
人靠”不知其名于何时，是否因旅游业的兴起，
人们才煽情地给取了个诱人的别号呢？暂且
不管它怎样人为地渲染，但这被风雨剥蚀，陈
旧古朴的雕花栏杆，真实记录了很多凄美动人
的故事。可以靠背可以坐的连椅木栏，外观上
雕刻着各种生动的吉祥物，无疑是精致的艺术
品，即便当年的妇人面朝里坐在上面，外人只
能看到她的背影。我们透过漫长岁月的云烟，
仿佛依稀看见身姿绰约的女子依栏而坐，枯守
日月；或斜靠围栏翘首盼等归人的身影，然而
美人远逝，栏杆还在。

徽州（今黄山市）一游，美人靠木栏，极易触
动人心，让人伤感。它多在二楼临街而建，或在
全封闭的深深庭院天井的上方，有的也搭建在
临街小巷石板路旁，供村人歇脚小坐，非妙龄女
子独享。过去的农家女子，是很少在大庭广众
面前抛头露面的，其身心多囿锁在高墙内阴郁
潮湿的深宅大院，无数美丽的青春和无奈的人
生，就像花儿一样在木栏内悄然凋落。“深闺独
守夜如年，四壁青灯自明灭”恰是她们孤独守
望，空寂悲凉的人生写照。

过去的徽州风俗，男女十三四岁就结婚成
家，随后，男的就外出做帮工或经商，由于山深林
密，地少人多，青少年男子除了读书取仕，就是从
事商业这个行当，所以抛家别室，外出经商谋生
的占多数。当地一句流传下来的民谣，很准确地
描述他们聚少离多的漂泊人生。“一生夫妻三年
半，十年夫妻九年空”。加之封建礼教的重重束
缚，使得很多女性落得个独守空房的命运。在一
处老宅院，古旧阴暗让人压抑，四壁、板楼、木梯、
栏杆因年长日久的烟火熏染而全然变黑，且有潮
湿发霉的呛人气味。仰头一看，天井上方，只有

“一线天”的檐缝，也就是说，当年的女主人只能

见到一道缝的天空；宅院内的生活设施周全，防
火防盗有高高的马头墙，排水有天井地沟，饮用
水有水井汲取，连增湿解暑的还有吸纳地气的小
地洞。这个小洞开在屏风背后的过道，只有杯口
粗，安全无虞，给居住的空间渗透出清凉湿气，其
作用相当于现在的空调，尽管生活设施如此完
备，只能供她吃住生活而已，而内心的渴望，只能
晾在栏杆上。

她爬上楼梯，挨在木椅围栏落寞地坐着，等
待光阴从她身旁悄然划过，用思念和期盼养育空
落的心房。白天，她不敢待在临街木栏眺望，怕
丢人现眼，招来非议，只有等到夜晚，才独自凭栏
看天、看星、看月。年年岁岁，月圆月缺，春去春
又来，多少个夜深，她还在痴痴守望。一片片多
情的月光，没能擦干她两腮的泪水；千重山、万道
水，没能阻断她的思念。

盼望归盼望，日子还要过下去。女人结婚
三个月，男人就外出到很远的地方做买卖，等
了一年没有回来，又等了几年不见人影，她只好
在家靠刺绣维持生计。每到年底，她便把积攒
的余钱，用来买回珠子，因不识字，只好用珠子
来记数别后的年月。后来，男人总算回来了，只
见珠子不见人，不想曾为自己日思夜想的她已
故三年。睹物思情，他把这些珠子串起来，以
示众人，以示他的女人洁身自好，没有丢他的
人。后来，人们把这珠子叫“记岁珠”。可怜的
她，只尝了一个季节的甜蜜爱情，而后都是无
端的枯寂与苦涩。

记得舒婷在上世纪 80年代写过一首《神女

峰》：“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
痛哭一晚！”与其成为望夫石在悬崖上展览千
年，无望地期盼所谓忠贞的虚名，而倚靠在男人
肩膀哭诉的，是实实在在的爱恨宣泄。而当年
倚栏独处的女子，在她内心深处，何曾没有萌生
过这个念头呢，可她把贞节和名声看得比命还
重要，因此在苦熬苦盼中过活。

婚后若生有儿女，那日子倒还好过些。孩儿
的哭嚷打闹，家务琐事足以可以打发时光，她会
把思念和期盼倾注在抚育子女、操持家务的事情
上，即便男人回家次数少，尽管聚也匆匆，别也匆
匆，但那日子是有盼头的，有盼头心里就是滋润
的。男人在外赚钱养家，心里装着她和这个家，
于是越活越有劲儿。要是男人家在外面发了财，
便可盖起高堂华屋，让家人过上好日子，住着一
代一代人的梦。

然而，有些女人婚后没有子女，男人在外也混
得不好，她守在家里盼等归人无音讯，盼等了几
年，最后等到的则是丈夫遇难的消息。无望的
她，只好自叹命苦，今生不能为他生下一男半女，
那就修来世吧，为他守节，为他撑持这个空洞的
家，又怕日后招来是非麻烦，竟残酷地毁了自己
姣好容颜，直到伺候公公婆婆终老，直到自己的
生命之灯全部熄灭。

先前，徽州发达的商业和商业文化，无不是
当地男儿敢于远离家门，四处漂泊打拼的结果。
金玉满堂成功者多多，仅能维持温饱，或在外继
续漂泊的也为数不少，客死他乡无人知，就如蜜
蜂采蜜一样，因冻馁、病患、蛛网、鸟食而消失得
无声无息。一旦得到口信传言男人死了，守活寡
的女人便心灰意冷，心里原本塞得满满当当的惦
念和希望全部落空了，她便从容地穿好衣服，梳
理好头发，收拾齐整后，枯坐木椅，把木椅围栏当
成男人的怀抱，她就坐在这虚幻的怀抱里。不进
滴水粒米，慢慢闭上眼睛，坐成了让世俗乐意看
到，叫后人为之惋惜的贞节牌坊。村里给立的石
牌坊，实为不幸人生的祭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