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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河姆渡姆渡

他像竹，一株挺拔的竹。
尽管他的骨灰已经洒在那片竹

林了，但他仍然像青青翠竹摇曳在
人们的心头。

他很普通，一般人都不会去注
意他；但他又很不平凡，当他溘然长
逝后，人们才感到失去了一位可敬
的人。

他太像竹了，四明山上那秀挺
的竹就是他的背影，就是他的写
照。他像竹一样虚怀若谷，他像竹
一样过着清朴的生活。

是的，他一生与竹有缘。
记得那年一个月光如霜的夜

晚，他在地主恶狠狠的吆喝声中惊
醒，从又潮又湿又冷的小竹房里爬
起来，上山去砍毛竹。寒风如刀，
他想多爬几个山坡，暖暖身子。在
大山深处，一片竹林里，他看见有
一堆火在熊熊燃烧，一群人抱枪扣
衣而坐。“难道这就是村里人在讲
的那些神出鬼没、专替老百姓打抱
不平的三五支队？”他刚想到这
里，耳边响起了一声“老乡”。面
对着这些朴实的脸，面对着递过来
的热腾腾的野菜汤，他向亲人诉说
了自己的家世：爹被地主打死，娘
被活活饿死，哥哥被抽了壮丁，自
己在地主家做长工。

“给我一支枪吧，我要跟你们
走！”喝完野菜汤，他心里热乎乎
亮堂堂了。于是，他穿上了竹壳草
鞋，因为他脚腿灵活，又谙熟山岙
岭坡，部队首长让他当通讯员，枪
林弹雨，出生入死，踏遍四明山。
然后，又跟着队伍参加了淮海战
役，在战斗中，他入了党，最后又
身上带着两片弹片和一枚一等军功
章回到了老家。尽管当年与他同生

死的队长再三挽留，组织上也让他
当邻县邮政局的局长。他说，山里
人坐不惯软绵绵的沙发，我还是回
老家管块竹林吧。

果然，他深藏功名后，回乡担
任了村养竹场的场长，每天给竹松
土拔草，施肥浇水，剔除乱石，还给
竹编上号，风里雨里，以场为家。春
天一到，雨后春笋破土而出，听着新
竹拔节的声音，他心里像春风荡
漾。有一天，当年的部队首长从省
城坐着小汽车爬山越岭来看他，他
正在竹林里小憩，望着山那头火一
样的映山红，首长和他讲起了过去
那些浴血山川的故事。首长禁不住
握紧了他开满茧花的手，一行热泪
流了下来：“生活有困难吗？”

“没有。”他回答得干脆：“我
有竹林，还有民政局给的每月补
贴，共产党没有亏待我，我活得有
福气。”而谁又知道，他把每月的
补贴全捐给了村里的小学。

岁月不饶人，他的脸上爬满了
皱纹，弹片的伤痛在阴雨天又隐隐
折磨着他。他不能常去他的竹林
了，就打起了竹扫帚，还每天给村
里的文化礼堂打扫卫生。他不要一
分报酬，他说他是个戏迷，礼堂里
演戏，他看看就值得。但谁都知
道，戏是晚上演的，他却有个早睡
的习惯，这习惯雷打不动。

他有一个儿子，对他很孝顺，
总是劝他在家里歇着，他说有力气
不用闷得慌。

那天他死得很平静，留下的最
后一句话是，要把他的骨灰撒到竹
林里去。

是的，他应该回到那片竹林，
因为他像竹，一株实实在在的竹！

竹
三年前的那个星期天，我的一

位朋友把我带到了四明山一个叫岩
上的自然村，参观她亲戚正在开发
建设的山庄项目，由此结识了后来
被我叫做村长的老板——小青。

岩上村，离集镇五公里，不到
三十户人家，因房子沿山岩而建，
远看就像整个村庄建在大石上而得
名。近二十年来，山民不断外迁，
到了本世纪初整个村庄搬迁一空，
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壳村”。小青
就利用留下来的原有村舍民房，正
在这里投资兴建民宿山庄。现在整
个村里，有且只有小青一个真正的

“村民”，我就戏称他“村长”！
其实，小青既没有一点村长的

架子，也没有一点老板的样子，倒
像个工程队队长、一个包工头，而
他自己说就像个农民工！不高不矮
的个子，结结实实的身板，黑黝黝
的皮肤，戴一副黑框眼镜，一双机
敏而灵动的眼睛。只有当他站在村
中央的大石头上，这才让人觉得他
确实像是这个村里的村长！

他话语不多，不事张扬，我对
他一个外乡人，似乎心血来潮来山
区投资充满了许多好奇，可他，你
问才说，不问就不说。在我与他的
一问一答中，我约略知道，他是义
乌人，1994年以前就读于宁波某
技术类师范学校。在学校里，最大
的收获是追到了班花+校花之一。
尽管说得有点不好意思，但我分明
从他一闪而过的眼神中，感觉到了
他的一丝得意和狡黠。毕业后，他
被分配到一家国企，按部就班在机
械车间上班。有天晚上，夜深人
静，他忽然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被
规划好了，可以一眼望穿到头，感
觉实在于心不甘。于是，就在工作
不到六个月时，向厂里辞职了！辞
职后，他先跟着做纺织品生意的父
亲到处跑，等到增长了一定见识、
积累了一些经验，在父亲支持下，
在乡镇企业遍地开花的江苏承包了
一家工厂，办起了织布厂，几年后

又连带着开了家服装公司、做外贸
生意，再后来又涉足股市……

就这样干了十多年，也许是上
苍眷顾，凭着一颗极其聪明加精明
的脑袋，以及颇有远见的生意眼
光，年纪轻轻的他成了身价过亿的
老板。这时，他又不想再干下去
了，把辛辛苦苦经营十几年的厂子
转手给了别人，把服装公司委托给
别人经营，自己年终只凭干股分
红。

他觉得自己现在有钱了，小时
候、学生时代所向往的金钱、物质
的目标达到了，对金钱物欲也就看
淡了，他怕自己精神空虚无聊，就
开始全国各地跑，新疆、内蒙古、
西藏……有时候独自一个人开着
车，多数时候三四个朋友组团，一
边跑，一边做义工，还和几个志同
道合的朋友在当地组建了一支义务
抢险救援队。无论何时何地，只要
接到险情救援请求，他会毫不犹
豫，立即自带救援设备，开车前
往。直到现在，他一直都是有呼必
答、有求必应。

这样过了一年多，他感觉到好
像又该做点什么事情了。就邀上了
三个好朋友一起来到云南，投资千
万元搞了个药材基地。这一回，可
没有以前一样的好运气了，不到三
年功夫，全亏了，用他自己的精准
描述是：颗粒无收、血本无归！

有点郁闷的他不想马上回家，
就在云南那边晃荡，有一天看中了
一个山清水秀的好地方，想把家安
顿在那边，把所有的家人都接过去
……后来，他从外面回来，带着父
母来到梁弄丈母娘家，因为天热，

就和家人一起去四明山的农庄避
暑。在山上，望着眼前的四位老
人，想到喜欢在庭院侍弄花花草草
的妻子，一个激灵，富有孝心爱心
的他，萌发了在这一带投资建家民
宿山庄的念头。

说干就干。从2016年下半年
开始，他一个人独自驾驶着一辆红
色越野车，在几个山区乡镇跑来跑
去，预选了好几个地方，设计了好
几种方案，但都不十分满意，只好
放弃，最后才在四明山上看中了这
个岩上村。2017年4月，他一个
人带着行李被铺，来到了这个前不
着村后不靠店、已显得有点破败的
小山村，开始了他的民宿山庄圆梦
之行。

万事开头难。他白天当老板，
晚上睡地板。他和工人们住在村口
一栋农家房子里，这是七间二层
四成新的石头房，底楼是烧饭吃
饭间、工具仓库间和一个木工工
场；二楼阁楼上是大家睡觉休息
的地方，靠东边那个小房间，才
是小青的卧室，里面一张简易高
低床，上面是一床薄薄的垫被，好
像一年四季就没有加厚过；一条卷
成一团的半新不旧的被子，好像一
年到头都没有理顺过。听员工说，
小青起得老迟、睡得老晚，属于

“夜新鲜”。
他不讲究吃喝玩乐，好像天生

不会享受。不会喝酒，一喝就会上
脸，仿佛一桌子人的酒他一个人全
喝了；不吃小灶，仅仅吃点烧饭大
妈从大伙锅里留出来的菜，而且每
次都要在人家酒足饭饱后，最后一
个人出来，简简单单、匆匆忙忙吃

点，一日三餐，天天如此。
但他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尽心侍弄着他的山庄建设项目。从
对工匠员工的精心挑选入手，不招
新手、生手，只雇请了三四个有经
验的老木工、泥水匠和七八个熟练
帮工；对留下来的村舍民房，不搞
大拆大迁，以旧修旧，力求保持原
汁原味村落状态；也不搞商业开
发，依样画瓢，尽量凸显农家庭院
风貌。

他信奉慢工出细活，不求进度
只求质量，有时候为了修好一个造
型别致的老式门框、一堵风格迥异
的老式墙面，会让工匠师傅造了
拆、拆了建，直到自己满意为止。
他的口头禅是要么不做，要做就做
自己满意的！

他不愧是个“理工男”，动手
能力强，好像什么都会。他会设
计，把自己的一些奇思妙想画在图
纸上，并让几个工匠师傅一看就
懂；他会做木工，不用画线，直接
手锯木板，锯出来居然又平又直；
他会开手扶拖拉机，就是现在很难
见到的、长柄的、方向很难驾驭的
那种，在工地上正好被用来装载泥
沙石子，他能够稳稳当当驾驶在山
间小道上。

在小山村的工地上，大型的工
程机械施展不开手脚，他去买了一
台小型铲车。去年台风暴雨期间，
村道被泥石流冲毁，铲车师傅因故
没能来上班，情急之下，他跳上铲
车，亲自摆弄调试，竟无师自通地
开动起来，不一会，他能轻松自如
地干活了！

小青村长就是这样一个人！直
到目前，他已经在他的宝贝项目上
投入了2000多万元，工程顺利完
成了一半多。当然啦，今后小青村
长的工程还会继续，小青村长的梦
想还在进行，小青村长的故事还会
延续……

（为避广告之嫌，文中地名、
个别事件已作适当虚化。）

小青村长

昂首挺立
你以明亮的黄
凝望着那轮红日
不管多么遥远
心中总是燃烧着一团火

即使雨天抑或黑夜
逐光的信仰从不低头
如深扎在泥土里的根
不怕寂寞，不怕酷暑
汲取着天地喷薄的力量
你就是一名战士
守护着阳光照耀的家园
因此，更多的时候
我喜欢你的另一个名字
——向阳花，向着太阳
坚定绽放
如花一样的年华

向日葵
魏新生 摄 小松 诗

阳光热烈。夏日的风，带走了
田野的娇俏，给麦田换上庄重的金
黄。此刻，大地赐给我们的，不仅
仅是饱满的麦穗，还有穗头下那一
截光滑美丽的麦秸秆，那是我们对
生活的钟爱和希望。

童年记忆中，麦秸秆曾经陪我
度过每一个暑假。白皙、秀气的麦
秸秆，带着阳光的芬芳，带着简朴
的田野风采，以最原始的姿态，在
我们灵巧的双手中变成简约而精致
的生活用品。这一种生活赐予的历
练，是我们从小开展勤工俭学的最
初模式，也是我们幼时对艺术感知
的源泉。

麦秸䄭上半截洁白光亮形如细
管的秆子，是我们小时候用来吹肥
皂泡泡的玩具，也是大人们编织各
类工艺品的原材料。我们经常用麦
秸秆编一个烟斗，然后像模像样地
叼在嘴上，自娱自乐一番；我们还
用麦秸秆编织成笔筒来插笔，在麦
秸秆编成的小花篮里盛满野花；把
麦秸秆编成三股辫卖给供销社，然
后用自己赚来的钱换来新书包、新
文具，甚至还可以自己缴书学费。
在那个物质和文化都相对贫瘠的年
代，麦秸秆让我们的创造力得到了
无限发挥，让我们变得心灵手巧、
勤劳能干，也让我们在很小的时候
就学会了珍惜。

姑姑把麦秸秆编成麦秆凉帽、
麦秆扇子、麦秆娃娃、茶杯垫子
等。家里的院子，就像一个麦秸秆
加工场，摆满各种各样漂亮有趣的

麦编制品，供销社的工作人员隔三
岔五上门收购。一种热烈的生活和
劳作的气息滋养着我的童年生活，
就像阳光下的麦秸垛，随时散发着
热烘烘的、蓬勃的香气。

每年暑假，我们把麦秸秆的上
半截麦䄭剪下来，然后晒干、剥
壳、去头，用来给姑姑编织各种工
艺品。姑姑把我们剪好晒干的麦秸
秆，染成各种颜色，晒干后随时备
用。她可以在编织草帽的时候，用
黄色和玫红色的麦秆在帽檐上织出
一朵小花；可以在编杯子垫子的时
候，用红色的麦秆在杯垫上穿插织
出一个精致的五角星；也可以在做
麦秆娃娃的时候，用紫色的麦秆给
娃娃的麦秆衣服镶上木耳边……多
年以后，当我看到那些年轻的女孩
头戴时髦的渔夫帽，雀跃在明媚的
阳光下，我就会想起我曾经有过许
多顶颜色和花纹各异的漂亮的麦秆
帽，帽子上还绣着颜色鲜艳的麦秆
花。那是姑姑给我编的、也只有姑
姑会编的一种草帽。漂亮的麦秆
帽，给我童年的心境留下了最深最
美的印记，这一种美，像吹过绿色
旷野的徐徐清风，像开在篱笆枝头
的清丽小花，在每一个麦收的季节
里，在每一个炎热的夏季里，都会
在我心头欢喜摇曳。

今天，当风把麦香传遍每一个
角落，我又恍惚记起了那个快乐的
麦收季节，以及有关麦秸秆的有趣
记忆，可惜它现在已经离我们越来
越远了。

麦秸秆
柴 火

在农家的灶间里
柴火热烈舞蹈
缕缕炊烟
吟诵着香喷喷的诗行
奶奶用干棍棒似的手
添加柴火，扒出灰烬
时而喃喃自语——
火要空心，人要实心
如今，奶奶和故乡的柴火
都走失在我的视线里
住进了我的心房
温润着我前行

补 丁
不识字的母亲
能在衣服和裤子上
缝写出大小不一的“口”字
一根丝线，一枚顶针
是她手中游刃有余的笔墨
一盏油灯，一个动作

投映出墙上晃动的身影
补丁，一块年代的胎记
落在衣服上
俨然是一张会说话的嘴
诉说生活的艰辛
传递着母子真情

棒 槌
村前的河埠头
姑娘、媳妇、婶嫂
敲打着生活的痕迹
不守安分的鱼虾
放肆地啄弄着白皙的肌肤
嘭、嘭、嘭，乓、乓、乓……
单衣的脆响，线裤的浑音
优美，悠扬
白色的皂泡飞溅
衣物一松一弛，污渍轻松脱离
说笑，女人的天性
一日三餐、家长里短
在棒槌声中化为儿时的歌谣

乡村记忆（三首）

愿为爱情燃烧生命
就像朝霞
用绚烂唤醒黎明
随后便隐去
次日清晨又见霞光
我知道它已不是曾经的那片
如同明日的你
无法在今天和我说再见

又到小河边

远处的灯火
像挂在天边的星星

无边无际的夜色

像茫茫的大海

我是一叶小舟
皎皎月儿陪我独行

循着你的足迹
我又来到小河边

有穿风衣的背影
像夜行书生

没有你
我迷失在这里
再也回不去

朝霞 （外一首）

布谷鸟啼红樱桃上的露珠
水葫芦染蓝野鸭惺忪的眼
蒲公英飘落游子匆匆的行囊
也算是经历世事了
愿你们都能毫发无伤

风鸣，如山泉流淌
雨后，栀子花清香
星斗相互致意，缓缓散去
摊开双手，掬起煦煦阳光
大地明净，神清气爽

晨 意

□逍 遥

纪纪

实实

□万 荣

特特

写写

□黄志昌

诗诗

歌歌

□洛 克

诗诗

歌歌

今天，写信的人是越来越少
了。其实，喜欢写信的人，往往是
不善于面对面交流，内心却丰富细
腻的人。我很怀念过去写信的时
光，因为写信多了，你会发现其中
有许多乐趣。真的，写信的过程味
道蛮好。

写信有利于感情抒发。小学毕
业那年，我在家做了40多天的留
守儿童，一天家里10多只养了一
个多月的小鸡突然一只也不见了，
我难过得要死，一边抹着眼泪一边
给母亲写信“家里的小鸡‘不翼而
飞’……”几十年以后，母亲还笑
着对我说，这个“不翼而飞”用得
好。

写信也是学习的机会。高中时
有位初中同学写回信给我，开头有
这么一句“你的来信收到，这么久
给你回信请多多包涵”，嘿！还有

“包涵”这一词语，我怎么不知
道？于是我查了字典，心想我一个
高中生怎么还不如初中生认识的字
多呢，我一定要努力学习。

写信也能交到朋友。过去在
《青年一代》《辽宁青年》等刊物上
都有交友的信息，如果你有兴趣就
可选择，按信息上的地址写信给陌

生的朋友，大家有缘就可成为笔
友。我就试着写信交友，开始有7
位，后来或精力有限，或写不出共
同语言，到最后只剩下了一位。这
位笔友跟我岁数相仿，是海南岛白
沙自治县的一位黎族姑娘。自从成
为笔友后，我们谈理想人生、工作
生活，信越写越长，内容越来越
广。大约过了半年，她邮寄来了海
南的高山茶叶，虽然，我们这儿也盛
产茶叶，我还是回信说茶叶好喝，同
时回寄了本地土特产——一袋笋干
菜。如果搁到现在，有手机、视频等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联络手段，
我们就是讲得来的网友，是信件给
人以天涯若比邻的感觉。

记得小学三年级时，有一篇题
为描述一位外国人自强不息的课文
——《给自己写信的人》，给自己
写信！虽然听起来怪怪的，其实，
一个人在孤独无助，或迷茫、或悲
观、或烦躁时，也可以试试给自己
写封信，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审视自
己，激励自己，定位自己，给自己
的心灵对对话，也是一种很不错的
办法。

喜欢写信的人，往往是内心纯
真的人！

写信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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