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建 海树子

故乡是我魂牵梦绕的一阵江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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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着自行车，走过城市的钢筋水泥，

沿着锦江道缓缓驶过，感受温暖的江风

穿堂而过。啊！这里就是我的故乡，这里

就是龙海。

我的家乡龙海，位于我国福建沿海

地区。我在这里成长，从小就跟这里的每

一景，每一物都有了浓厚的感情，最是喜

爱这条锦江道。我习惯有时间就到那里

走走，它似乎总是有一股神秘的吸引力，

吸引着我一次次走近它，走进它，感受它

的气息。

锦江道一面是高楼大厦，一面是九

龙江。水是绿色的，和蓝天相接在一起，

如一幅美丽的图画。每当夕阳西下，阳光

细碎的洒落，水面上波光粼粼。浪花席卷

着江风向岸边缓缓走来，拍打在岸石上

发出悦耳的声音，就好像一首大自然赠

与这个地方的交响曲。白鹭也沐浴着夕

阳的金光，在这美丽的蓝天中翱翔。每当

夜幕降临，这里更是热闹，情侣们手牵着

手，在这里漫步；老人们组团，在这里跳

广场舞，有些人约上三五知己，在江边喝

上一杯，抛开心中的烦恼，笑谈人生。

再往前走些，就是名闻遐迩的月港

了，月港是明朝中后期“海舶鳞集、商贾

咸聚”“农贾杂半，走洋如适市，朝夕皆海

供，酬酢皆夷产”的著名通商港口，这里

曾是万商云集，市井十分繁荣，是闽南的

一大都会。这里从前乘船归来的人们，每

当远远看到晏海楼，就知道自己终于回

到日思夜想的龙海了。

我总喜欢站在江边远远地眺望着大

江，想着那些在外的游子，每每看到像这

样美丽的江景，是不是也会想起自己的

故乡？想起龙海？想起他们曾经与知己在

江边的欢声笑语？想起自己在这里留下

的点点滴滴？也许，他们会告诉大河大

江，他们对故乡的思念，请求那温柔的江

风，将他们那沉甸甸故乡情带回。

乡下的早晨
张店 赵自鹏

乡下的早晨来得早，一大早太阳便透

过邻家的房顶，斜照在母亲宽大的玻璃

上，室内一片光明。

往日里独居在家的母亲，这个时间已

是悉悉碎碎地起来了。这几天或许是因

了身体不太舒服的缘故，也或许是怕惊扰

长时间未能归家的我的安睡，一直懒在火

炕上不愿起来。

时令虽然已至五月中旬，但反复频繁

的冷空气的侵袭，还是令这个初夏有些寒

意。近几日的晴好天气，令本来就属于这

初夏的舒适天气迅即恢复过来，好像是故

意给了我一个大大的面子。

看看时间已是五点多了，我终是抵不

住这一大片光亮的诱惑，趁着母亲还在熟

睡，便悄悄地穿衣出门来。

一股温润的空气扑面而来，仿佛一个

久违逢面的青梅或是竹马，围绕着你，问

候着你。一会儿摸摸你渐渐稀疏的发丝

儿，一会儿亲亲温暖额头脸颊，一会儿又

轻轻拉起你粗糙了的双手，一起转几个圈

圈儿，倒比广场舞里的舞者们含蓄委婉了

许多。

我深深吸了几口家乡这新鲜的空气

儿，周身也随之抖擞精神了许多。

乡下树多，围着整个村子的是树，路

旁沟边也是树，近几年种植白杨树最多。

此时正值杨絮飘飞，其宏大的场面用五月

飘雪来形容都不为过，而且来势汹汹仿佛

整个世界都将被它们覆盖住。好在早晨

风小，满树的杨花无法飞将起来，这“大雪

纷飞”的壮观场景仿佛一下子存进了记忆

里，又还给我一个相当舒适的初夏的早晨

了。

遥遥地望去就像给这成片的麦苗儿

蒙上一层薄薄的面纱，不由得使我想到伊

斯兰少女佩戴面纱，既空灵也唯美，我内

心扑地就滋生出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温

暖情愫来。

麦苗都努力生长着，身体茁壮有力，

麦穗密密麻麻地拥在一块儿，高高低低地

形成重叠的界面。麦穗不断拉长着，稚嫩

的麦芒儿斜斜地直立着，仿佛一个即将分

娩的母亲，趁着小满来临之际，她要为自

己的婴儿准备一个尽可能大的尽可能柔

软的产房。

我沿着麦田间狭窄的土路不断地行

进着，期间断不了惊扰了田间觅食的几只

白黑花色的喜鹊儿。它们迅速从我身盼飞

起，或是飞向路边高大的白杨树的缜密的

叶子里，或是飞落在田间架设的输电线路

的电线上，或是飞向更远一些的麦田里，

显然是很不喜欢我的到来。

远处的麦田里时不时传来“嘎嘎”的

近似于木匠短暂的锯木头的声响，那是山

鸡亢奋的叫声。听母亲讲，这几年乡下的

山鸡特别多，即便在寒冷的冬天里，它们

都敢飞进农家的院子里和家鸡家狗的抢

食吃，足见它们大胆地近乎于肆无忌惮。

究其原因还是乡下人的宽容，很少有人去

伤害它们，它们也便安家并迅速地繁殖起

来。

虽然山鸡鲜亮的外表很是令人赞叹，

但一想到其对庄稼破坏的野蛮性，乡下人

倒是更喜欢被一贯称作“老家贼”的麻雀

的多一点。就比如我此时走在麦田间，它

们就站在眼前的麦芒尖儿上，偶尔伸展开

短小的翅膀抖动几下，偶尔细细地叫上几

声，偶尔晶亮的小眼睛向你偷瞄几下，全

然一副讨喜的样子。

如今乡下的燕子并不多见了。记得去

年回家给母亲修屋的时候倒看见东厢房

里有个燕子窝，母亲说也能见到燕子断断

续续地来，今年却还未见到燕子来过。

今年的燕子会来吗？！

我略存疑问转回身，身后曾被树荫遮

挡的麦田，不知何时已被温暖的阳光覆盖

住了。举目远望，几架体形硕大的风力发

电机正不急不缓地转动着细长的叶片，它

们仿佛就是麦田的守护者一样，四季如

斯，令不断发展变化的新农村注入无限的

生机与希望。

今年燕子应该会来吧？我的内心一直

笃信着那些离家的燕子们，它们早晚也会

回来的。

一路凯歌大步向前
（外一首）

———写于高新区建区 30周年

淄博高新区 杨金辉

小河淙淙奔忙了多少年，

青山默默渴望了多少天。

一九九二年的深秋啊，

你在庄稼地砸下第一个标签。

戮力同心的高新人，

砥砺前行意志更坚。

三十载啊风雨兼程，

你用胆识打造“一环七园”。

“五位一体”你精心描绘，

聚力凝神汗洒座座青山。

六桥七山是你的杰作，

秀水廊道是你的感叹。

励精图治生态先行，

科学高新华丽蜕变。

美丽的淄博高新区，

一路凯歌大步向前！

一路凯歌大步向前！

美丽的高新青春的希望

铁山脚下是我的村庄，

月牙河诉说着她的渴望。

寒冬里闪烁着她奋进的足迹，

春风里激荡着她坚定的歌唱。

信念谱新篇，

收获多酣畅！

红色基因代代传，

图治敢先当！

美丽的家乡啊，可爱的家乡。

美丽的高新，青春的希望！

不懈的精神奋斗的脊梁，

意志坚定信念更强！

一方热土一方人，

聚力凝神携手共进路开创！

新时代哺育文明花，

家乡迎来繁花香。为了心中的家乡美，

风雨同舟开新局，砥砺前行慨而慷！

美丽的家乡啊，可爱的家乡。

美丽的高新，青春的希望！

夜色（外一首）

夜色浓的诗意

比花园更有韵味

萤火虫的飞舞

惹来荷塘的蛙声

星光在树下晃着

追逐着树叶

空中浮动的云彩

依然看到

幽深的背影

雨巷

漫溯岁月的长河

你身上的影子

像一条长长的岸

等风雨到来的时候

你那避风遮雨的怀抱

成了人世间的暖巢

雨巷老了

等风雨穿过

自行车的铃声

固守着你的记忆

张店 杨玉勇

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看一个女人的悲惨命运
临淄 齐汉

要从容啊
高青 郭明晓

不读书写字和先读书再写字相比

较，便觉得比写作业流水账多了点犹豫

又有一点踌躇。恰这次读的文字是有关

于沈从文的知道的不知道的历史以及传

奇：比如他曾两次自杀，触电，割腕，还特

别爱哭。死了两次没成的沈从文，被人送

进了精神病院，得了焦虑症。

恰好前两天，一个能聊几毛钱的文

友喝了酒，来了聊性，寻我来陪聊。从俄

乌战争，到疫情一而再，甚至还有几句东

航波音飞机。我只管听他聊，几乎插不上

话。说到气馁时，酒似乎醒了一点，又转

回头说喜欢文字的人。他说搞文艺的搞

文字的，幸福指数都很低，敏感且容易受

伤，生存不易。每时每秒都莫名其妙的焦

躁不安。他说他更喜欢汪曾祺的文字：陈

小手骑着白马飘然而去……生死优雅淡

定。

夜雨，醒来不想错过听雨。然高高的

钢筋水泥格子里，是听不到自己想听的，

没有雨打芭蕉，也没有夜雨寄北。唯一的

感叹也还是遇见的有关于沈从文的一个

文学大师的文字。沈从文的姐夫在他落

魄潦倒时送给他一句话：“你既为信仰而

来，千万不要把信仰失去。

我有信仰么？你有信仰么？这是一个

很大的回答不了的问题，也是一个很小

很小的犹如炒个菜，炒熟了，最后放不放

一点醋提味的问题。口味重的可放，口味

轻的，可不放。不是还有治大国如烹小鲜

之说么。沈从文被揪住游街时对擦肩而

过的侄子黄永玉说“要从容啊！”，在五七

干校时也给他写信说：“这里周围都是荷

花，灿烂极了。”这么动听的话，也该是说

给每个喜欢他、喜欢他的文字的人听的。

阿华说这是一个魔幻般的故事。也

去校正了李征化虎的几个版本，最喜欢

的也还是他文字里的叙述。从未见过却

觉相识很久，更多感觉都源于文字，相同

的气息，即使相隔遥远，感觉却真实如窗

外的夜雨，不管你听还是不听，都在真真

实实的一滴一滴的擦窗而过，一滴一滴

的击在地面，溅起水花，碎裂，再溅起，再

碎裂，每一次也都是不一样的姿势吧。

昨日远在帝都的二姐微信语音聊家常

问：家里是不是天气不好？这边大风，裹

着沙尘呢！我答她说没有风，就是温度奇

高。夜雨来临之前也是有风呜呜作响，古

语不是说么，热气生风，风过就带来了

雨。雨安安静静下着……

“要从容啊”这句话温柔有力！

风花雪月平凡事

笑谈奇闻说炎凉

悲欢离合观世相

百态人生话沧桑

读罢陈忠实先生的扛鼎巨著《白鹿

原》，掩卷沉思。小说中田小娥的命运

可谓悲惨。这与清末民初的时代背景

是不可分离的。每一个人在时代大潮

中犹如沧海一粟，在潮起潮落中跌宕。

尤其是在封建社会，女人的社会地位低

下，可以说是时代的牺牲品。

田小娥出身于落魄秀才之家，妙龄

女子却嫁给年逾花甲的郭举人做二房。

少女怀春，少男钟情，是人间真爱。而

田小娥没有权利去选择，她只能服从父

母之命媒妁之言。

如果搁当今社会，与无爱婚姻诀

别，追求个人幸福，是合理合法的。但

在那时，田小娥与黑娃的结合被视为大

逆不道伤风败俗。

田小娥遭受毒打后被休。回到娘

家的田小娥被田秀才视为辱没门面的

灾星，急于将其赶出家门。此时黑娃将

其带回家。如果搁现在，是“迎得美人

归”，“夫妻双双把家还”的喜庆场面。

但在彼时，迎接他们的是封建族

规，不能进祠堂，也就是说，在白鹿村，

不承认他们是合法夫妻。这无疑给一

对年轻人的结合人为地设置了一道不

可逾越的屏障。

祠堂被砸，墙上的村规民约被砸，

这就像除去了田小娥与黑娃头上的紧

箍咒。但好景不长，国共合作分崩离

析，国民党铲除异己，“宁可错杀一千，

绝不漏网一个”。身为农会领导的黑

娃只好抛下田小娥只身逃亡。

田小娥心系黑娃之安危，求乡约鹿

子霖打探黑娃的消息，反而为鹿子霖诱

奸。此时的田小娥是不幸的。她本身

就因为参与农会被重新掌权的总乡约

田福贤捆绑毒打，又落入老奸巨猾的鹿

子霖之手，成为鹿子霖对付白嘉轩的工

具。“你只要扒了白孝文的裤子，就是

往白嘉轩脸上尿尿！”本身就对族长白

嘉轩怀恨在心的田小娥，听从了鹿子霖

的蛊惑，灵魂扭曲，又去勾引白孝文。

田小娥完成了鹿子霖交给她的任

务，把白孝文成功拿下。白孝文落魄后

自身难保，被鹿子霖举荐到县里当了保

安队文书。田小娥最后在风雨交加的

黑夜里被鹿三刺杀。

田小娥的人生画上了句号。可以

试想，在那个封建时代里，哪个弱女子

能将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田小娥有其自身的弱点，比如说她

可以与鹿子霖以死相拼，捍卫与黑娃的

爱情。比如说，她可以不听命于鹿子霖

的摆布，去诱惑白孝文。

但我们把田小娥置于那个特定历

史时代中，她在黑娃生死未卜的情况

下，与心狠手辣的鹿子霖斗狠，无异于

以卵击石。她为了保全生命而无奈苟

且。

总之，田小娥的悲惨命运与她所处

的时代紧密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