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 8 月 12 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季晓涓

24 副刊

穿过我的长发，
岁月的手
王玉霞
人在每个阶段或许都有大大小小
的一些憾事，而这些憾事与自身努力无
关。小的时候，记得姥姥一边给我们梳
头发，一边说，鸟儿漂亮要看翎毛，女孩
子漂亮手巧就要看小辫儿梳得好不好！
小时候，一家的吃穿用度使得母亲
根本无暇顾及我们一群姐妹的洗脸梳
头琐事，一切仿佛都是自然天成。大姐
二姐学会自己编辫子，我和妹妹不会，
只好享受一种待遇，那就是留着当时十
分普遍且在大人眼里满有英雄气质的
卓雅头型。
女孩子天性爱美且极富想象力，过
年在村子十字街搭的戏台前，看过一两
场民间爱好者自娱自乐演出的古装戏，
里面的青衣迈着优雅的脚步款款而行，
然后会低垂了眉眼轻轻抚摸一下如漆
似墨的“长发”，头还会和着腰肢应景地
左右一扭 ，做羞涩状还是沉思状我就
不懂了。只感觉那幕景象真是万种风
情尽在其中。姐妹玩耍时，经常是学着
人家的样子，仿若自己就是员外家的大
小姐在庭堂漫步，好不雅致。动作不像
没关系，最主要是缺少那一瀑体现风情
的长辫子。看着姐姐们松散开的长发
在我和妹妹眼前傲气地一晃一晃的，我
们的眼里都在冒火星呢！我和妹妹偷
偷把小手绢系在发梢上，垂下来做辫
子，举手抬足间立马充满了自信和大小
姐的高贵气质。我俩挑起眉毛，翘起小
手指，迈着小碎步扭扭捏捏仿若在舞台
上走场。
每年的腊月要过年时，母亲总是不
解心事，武断地拿起剪刀把我们养了一
冬的头发修理一番，虽然我每回都把嘴

撅得老高但怯怯地说一句：我也想留长
头发。母亲总是甩给我同样的回答：自
己不会梳，乱柴垛一样，等和你大姐二
姐一样自己能梳了，再留。你大姐那时
候，我只教她一次就会了！母亲全然不
懂我眼里强忍含住又怨又屈的泪。我
的童年啊！
上小学时，我早就学会了梳漂亮的
马尾辫。每次上学走在路上，我的马尾
辫都像一对快乐的小鸟跃跃欲飞，每年
的期末发奖会，我更是会把马尾辫甩得
高高地跑上领奖台去领奖。
上了师范学校，是最美的花季，每
天在书本里各种文字符号中穿梭的我，
一头长发就是我对青春岁月所有的记
忆。一位作家好像曾说过，从来就没有
无遗憾的青春，也许我长发齐腰的背影
也引发过某双眼睛的无限遐思，心底默
念着：莹莹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类似
诗句，但我未曾知道。
参加工作后，一支马尾辫后领着一
群小马尾辫，像一群小鸟在校园操场跑
来跑去。再过几年，为了某一个人我将
长发盘起。夏天回娘家的日子，在小院
的丝瓜架下，我和妈妈一前一后坐着小
方凳，妈妈拿着她用了半辈子的油亮亮
的桃木梳，一边给我梳理长长的头发一
边说些久远或新鲜的家长里短的话题，
最后总会给我编好一根长长的漂亮的
麻花辫。我能感受到她温厚的手掌在
我的每一根头发上掠过，那样轻，那样
慢，仿若要把曾经所有的遗憾编进过
往，尽量把当下留住。丝瓜架上叶子繁
茂，金黄醒目的花朵在准备着孕育新的
生命，不时有几朵小花飘飘然落在妈妈

父亲，
并不是传说

(外一首）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

王月周
一

的身上，落在我的怀里，落在地上，几只
毛茸茸的鸡娃抢着啄食。我微闭上眼
睛，竟觉得自己是在一幅柔情雅致的水
粉画中，时光永不会老去。一阵微风吹
来，我跟随着风儿轻微晃动身体竟然有
了些许的醉意……
为人妻，一个小生命悄然生发。随
着天气的渐热，她也在蓬勃地生长。同
事说：大热天长头发梳洗起来多费劲，
不如剪了吧？自己领会她人善意但仍
是不舍，每天我会呵护宝宝一样呵护着
长发，这是父母的传承，五谷的滋养，上
苍赐予我的属于一个女人的美丽……
我很想：宝宝降生到这个世上的那一
天，她第一眼看到的是有着一头长发的
母亲的温柔。
女儿出世了，在我的怀里她常常会
用纯净真挚的目光望着我，那目光像极
了纯洁的天使在望着圣母玛利亚，而她
的一只小手则紧紧地握着我的一绺长
发，那是我们之间的另一种连接和交
流。孩子大些，女孩子的天性使然经常
趴在我的后背上用小手随心所欲把我的
长发抓成她想象的样子，头发乱糟糟地
像日本动画片里的小英；
再大些，
她会用
小梳子把我的头发梳成她心目中的公主
模样，
是啊，
妈妈在女儿心里永远是年轻
美丽的公主。而她长到了几岁过年时也
会央求我给她买两条带蝴蝶结的小辫子
卡上，
我们扮演王后与公主的故事。
工作，家事……我忙碌着属于我的
生活，再回娘家，妈妈常常会一边摸着
我的不再乌黑油亮的辫梢，一边轻叹着
气，说：头发是心头草啊，又得上好了
班 ，又 得 把 老 人 孩 子 照 顾 好 ，不 容 易

啊！言语和神情中充满无限的疼惜，我
沉默片刻，故作轻松地笑笑说：挺好的，
谁不都是这样过来的吗！喉咙却哽咽
了，眼里努力噙住要落溢出来的泪花。
世上还有谁会把自己的每个细节变化
如此放在心上，疼在心上，或许只有自
己的妈妈吧！而妈妈却未曾在意她自
己日渐花白的头发。
女儿渐渐长大了，一个青春快乐长
发飘然的女孩子。一天我们在公园散
步，我低下头去嗅一朵不知名的花香，
女儿蓦地上前一把抱住我。用手轻轻
地一绺一绺地翻看着我的头发，她惊愕
的愣住了，说：妈妈，你什么时候头发白
了……然后是久久地呆怔！或许就像
妈妈在我的眼里一样，总以为她会像一
棵大树永远年轻茂盛，永远为儿女遮风
挡雨……那天女儿陪我在公园里溜了
良久，说着属于我俩的知心话。夜里我
还能听到女儿屋里辗转反侧的声音。
女儿在小诗中写道：我记忆中妈妈永远
飘着美丽的长发……而今我已长大，我
要顶起这个家！
妈妈已是古稀，我也早愈不惑，每
次回家，妈妈都会劝我，不是小岁数了，
上班也好，行事做事、过日子也好差不
多就行了，别太跟自己较劲了。妈妈是
懂我的认真，人的脾气哪里是那么好改
的。女儿不仅仅是一头垂顺的长发，性
情脾气又是像我一样。女儿劝我：过年
也整整头发吧，这些年也没为自己花过
什么钱!女儿是心疼我，但我的心里是
平衡和安然的。为了亲人，为了….. 我
的所有付出没有怨言。妈妈说：烫烫头
发显年轻。是啊，有什么比女儿的年轻
更能让自己的妈妈感到宽慰的事呢。
同事也说：换个发型吧。我也理解她们
的善意。但我终是保持了原来的样子，
真的舍不得，太多舍不得。我想这一头
长发，是一本岁月的笔记，珍藏着祖辈
留给我的端庄温婉的性格，珍藏着过往
所有的记忆，珍藏着我经历中丝丝缕缕
的爱与成长……这是岁月给我另一种
方式的馈赠！

片刻冰消云散，春色
满园
父亲，乡亲们舍不得你呵
你为什么脚步匆匆，抛下年迈的母亲
不管

父亲是个谜
父亲喜欢喝散酒，抽纸烟
几十元钱的酒在父亲眼里叫奢侈，
锁在柜里
三
如同宝贝，老友们未到
父亲绝不独自享用半点
父亲的眼泪藏在哪里，还是
真的没有泪腺
父亲喜欢大葱抹虾酱
蟹籽黄，鱼肉鲜
父亲的筷子说，鱼头最解馋
扑向脱缰的惊马
小伙伴得救了
父亲吃个水果，可要反复
父亲的前额刻上了那道深深的疤
挑选
爷爷告诉我，父亲小拳紧攥，愣没
哪个最小，哪个要烂
掉下
留给我们的，总是
半个泪花
又大，又甜
早春的排河水呵，寒意袭袭
父亲从不吃药，更不进医院
父亲追逐着水花，渔网紧撒
父亲就是南洼的那株红荆
双胞胎妹妹的炼乳藏在水草间
火烧不灭，刀砍不断
踪迹难觅，左躲
右闪
即使患上黄疸肝炎
浪花朵朵，吻出了父亲腿上的皮癣
那缺医少药的年代呵
一生相伴
可比癌症更凶险
月光皎皎，映照着父亲脸上是否泪
偏远小村讨来秘方
滴
收获的季节姗姗而来，父亲健步如飞
斑斑
竟能搬山
二十六岁的小伙呵，夜半风寒
还不上岸
巍巍昆仑怎会轰然倒塌
三只小鸟偎在母亲怀里，秋水
苦苦问天，天掩面
望穿
苦尽甘来，父亲为何不再把我们陪
伴
严冬的雪夜呵，梅枝轻敲
痴痴问月，月不言
全家围坐，嚓嚓嚓，沙沙沙
旧手套拆成线团
二
如小山
这可是生产队的工钱呵
父亲不是传说
一夜能挣一元
父亲是人人羡慕的“神童”
漫延的困倦被父亲的故事驱赶
看不到他背书，也不见他
李逵挥板斧闹江州，三打白骨精的
悟空
挑灯夜战
田径场上夺冠，学习更是
法力无边
遥遥领先
直钩钓鱼的白胡子老头儿
奶奶道破天机，大雨倾盆霹雳闪电
唏嘘惊叹
洁白了多少岁月
父亲的眼睛一刻不离老师的
教鞭
青葱记忆多么温暖
父亲是村里出了名的“歌星”
深秋的月呵，朦胧迷离
父亲推车，母亲拉纤
四大天王的倜傥，情歌王子的
缠绵
嫦娥会心微笑，吴刚豪气
千里沃野麦浪翻
点赞
田间地头歌声传
多少个长夜不眠
坑塘边，矗立起地基三间
镰刀闪闪，汗滴飞溅
青年突击队让沸腾的六月
起脊挂瓦的新房全村来参观
热火朝天
那个大辫子姑娘，循着歌声
初夏的菜园呵，萤光依稀
走了很远很远
如朱自清的荷塘，婀娜多姿
大韩村的姑娘们品透了失眠
似周敦颐的莲池，亭亭净植
因为大辫子姑娘带着那对雕花木
西葫叶上晶莹的露滴，弟弟的学费
箱，住进
若现若离
我们家里面
父亲的酣声，领虫鸣
蛙唱一片
父亲是热心肠的“智多星”，比今天
希望的田野，掀动万顷
的男神强百倍
波澜
东家兄弟不睦
四
西家穷根难铲
父亲的老屋没了
父亲炕头一坐，吐云吞雾

父亲的菜园荒弃
这束目光呵，大漠凉州明月弯弯
父亲亲手栽的石榴树风光不再，
藏了“古来征战”的深邃苍苍
花落
掩了必破楼兰的誓言铿锵
果稀
闪耀着中国军人和平坚毅的光芒
三
父亲，您留给了我们什么呢
一本人间的无字书，滋润心脾
张开双臂，矗立起铁壁雄关
淑雅兰馨
个个是钢铁硬汉
一片天上的明月光，恩泽后辈
千古流芳
是谁，放下相机
杀入敌群，左突右挡
磨难万千
是谁，死死护住营长
弟弟的脊背，挺直不弯
用血肉之躯，顶住豺狼的撕咬
路途再险
是谁，跳进冰河，救起战友
妹妹的目光，坚毅向前
自己却长眠荒原
年轻的后生们，家风传递
个个当先
听！团长怒吼，似霹雳雷霆
书声朗朗，唤醒晨曦微露
看！营长血目，排山喷射万道
翰墨飘香，堂前屋后彩霞满天
利剑
敌人鬼哭狼嚎，抱头狂窜
温馨的子夜，与父亲相聚
梦一样旖旎
冰川肃穆！
幻一般神奇
见证人民英雄
甜蜜无间，却默默无语
义无反顾，为国赴难
月光如水，星辰依依
雪山动容！
父亲的眼泪呵
惊叹民族脊梁
悄无声息
生死相托，与子同裳
流进了
我的
啊！中国军魂
眼底
四
……
妈妈，我还想
再吃一碗
您亲手做的烩面
爸爸，您说，
“有泪不能轻弹！”
——来自中国边关的一封家书
可怎么现在我的眼窝这样浅？
我好想再为你捶背揉肩
爷爷、奶奶
亲爱的妈妈：
我没给您丢脸
一
弟弟还要接过我的枪
也许，凛冽的冰川
镇守边关
您二老，别担心
让我青春的身影，千年鲜艳
咱们家个个是中华
也许，连绵的雪山
好儿男
使我的婚纱照，万载浪漫
亲亲的儿子，爸爸不孬
也许，奔涌的加勒万河
等你长大了，登上喀喇昆仑
迎风呐喊
定格尽享天伦的全家福
谁说千年冻土，砸不进钢钎
令奶奶置身高原，焕发童颜
中国军人的双脚立地生根
也许，巍巍的喀喇昆仑
站成祖国的界碑，高耸云端
见证英雄会上，挺一身孤胆
谁说这是生命禁区
请看那朵
卫国戍边
雪莲
二
就是父辈的鲜血浇灌
展翅翱翔的雄鹰呵
中国军人的“高原红”啊！
中国军人的英姿
神圣、庄严
中国军人的“明星脸”啊！
千秋璀璨
忠肝、义胆
母亲啊，即使我还有一滴血
也要为强大的祖国，站成伟岸凛然
这对虎牙呵，是闽东的山岩
磐磐
沧海浩瀚，流淌着对祖国清澈的
祖国啊，即使我化作尘埃
爱恋
也要乘风飞上
昆仑之巅
这缕微笑呵，中原大地浪花烂漫
护卫祖国的万里江山
致
侠骨柔肠，激荡着对母亲河的梦绕
魂牵
军礼

啊！喀喇昆仑

走进陕北黄土高原
张明银
初夏时节，麦熟花还在睡梦中，小
满的麦穗稍现黄色，在田野荡漾。宛若
泛黄的罗锦起伏在黄土高原。我和来
自全国各地的作家诗人一同到延安、延
川革命老区采风。
到达延安是傍晚时分，刚好下起雨
来，雨夹着高原的风，冻得我们山南海
北来的人直发抖。接站的小姑娘说延
安这个时候很少下雨的，她又风趣地
说：
“ 诗人们给我们带来喜雨啊。”大家
笑呵呵夸奖她会说话。
在招待晚宴上，老友新朋喜相逢不
亦乐乎，相互寒暄问候好不惬意啊！
饭 罢 ，大 家 在 规 定 的 时 间 自 由 活
动，我们几个老朋友走进一家民间艺术
品商店，琳琅满目的剪纸、绣品惹人喜
欢，每个绣品都体现出陕北乡村特点，
十二生肖锦绣挂件制作得非常精致，五
颜六色的彩色丝线码出惟妙惟肖的模
样让人爱不释手，于是大家争先挑选。
民间剪纸艺人还在采风团颁奖会
上现场表演，姑娘们纷纷剪出漂亮的窗
花等图案。
剪纸和刺绣是相互呼应的传统艺
术，两者都是心灵手巧的人所作。她们
以抒情、表意娱乐体现陕北民间剪纸特
色，我国的剪纸已被列为世界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
都市人比较青睐红色旅游。当我
们走进延安窑洞，心情在激动中有非常
沉重的感觉，看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
等老一辈革命家住过的窑洞，心中很是
感慨。大山深处的伟人们在贫瘠之地
带领军队与敌人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
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胜利，使新中国屹
立于世界东方……从少年时学课文听
故事到今天亲临其境，感受革命先驱在
延安 13 年的奋战历程……参观的人不
由从心底发声唱那首红歌“东方红、太
阳升……”
在 参 观 梁 家 河 的 时 候 ，看 到
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做知青的时候与梁家河
人同吃、
同住、
同劳动，
在当地挖沼气池、
和水
井等等，
一幅幅照片记录了习近平总书记在
梁家河的知青岁月。
随后我们又被延川县作协和文化
旅游局邀请到延川革命老区采风，受到
县政府热情招待。
在“相约母亲河”座谈会上，延川县
作协主席、
《山花》杂志总编张北雄先

生，以朴实的人格魅力和黄土高原人特
有的文化底蕴向大家讲述延川风土人
情，介绍《山花》杂志，大家住在依山而
建的窑洞里，窑洞被四周大山环绕着，
给人轻松之感。
清晨站在窑洞院子里深呼吸，清新
的空气夹着黄土高原的泥土芳香，非常
舒心的感觉。延川县作协副主席冯贵
斌先生带领作家诗人们到黄土高原大
山深处采风，大家领略了黄土高原的壮
观美丽。我们站在高处俯视黄河边遍
野的枣树林郁郁葱葱，盛开的枣花与黄
河的浪花此起彼伏的景象。高原的红
枣是延川的土特产，闻名遐迩，大家纷
纷扫网购二维码。
延川流淌着的是黄河水，我们惊讶
为什么此处黄河的水碧绿湛清？当地
陪我们采风的小伙子说：
“ 这里是乾坤
湾，传说中的清水衙门就是此地。”他一
路为大家讲解乡间风土人情，许多黄
河、乾坤湾的民间传说和典故小伙子娓
娓道来。原来黄土高原大山深处隐藏
着历史故事，黄河只在这段是清水，叫
清水衙门这岂不也是天意？
仰望女娲山，在此重温女娲补天传
说，让人领略大自然景观的魅力。夜幕
下大家徒步走到另外一个村子看文艺
演出，舞台上头扎白羊肚头巾的小伙子
和与陕北姑娘深情的对唱情歌，赢得阵
阵热烈的掌声。当演员唱那首《翻身道
情》时，台下观众不约而同地互动合唱
起来，革命老区传唱着经典红歌，红歌
的魅力从当年流传至今，也正反映出百
姓始终不忘共产党之恩啊。
采风活动中，登上陕北黄土高原意
义非凡，再看黄土高原电影。瞭望中，
我也在想象四季高原的美一定很别致：
高原的春天已然不会是旧时的黄沙满
山岗，炊烟里的高原纳着温馨抒情孕育
绿色生命，呼唤夏日的骄阳赋予高原万
物生长，向秋香中的日出日落问寻硕果
五谷丰登，再向漫雪的冬歌赋予陕北道
情的音符归隐神曲。
而今黄土高原原生态的美正在日
趋完善，不得不感慨祖国幅员辽阔，江
河湖海和黄土高原媲美，各领风骚，陕
北高原风景这边独好，黄河母亲河为黄
土高原唱着四季歌。走进陕北黄土高
原，原来的荒山野岭在释义着金山银山
是黄土高原的立体画卷。

河畔村庄
杨波

波
扬
河
运
河流，维系一方生命的繁衍之地。
北运河畔一定曾经有过这样的景
象，一个一个的壮年男丁携家带口落脚
在堤下，然后，打渔晒网，河水里游动的
鱼虾，竟然也能换成口粮，供养河畔人
家。于是，富饶的水土，让岸边的房屋
越来越密集。在我儿时的记忆里，从一
家走到另一家，仿佛要走过很长的河
岸，鸡犬相闻中，房屋越是连接紧密，空
间感反而越是辽阔。沿着河岸从一个
村子到另一个村子，觉得路途遥遥。当
春夏秋冬轮回了很久之后，当北运河岸
边的人家一代一代繁衍了数不清的子
孙，当在历史的发展中乡村变成了城
市，北运河完成了养育河畔人家的使
命。是不是它也卸载了自身的重担呢，
每天都波澜不惊，只把晨曦傍晚，春秋
冬夏不同的景致敞开给观望它的人
们。又于是，北运河没有了河畔人家，
它成了一条观赏河。
空旷下来的北运河岸边，目及无遮
中才发现，原来一个一个稠密的村庄，
其实只占据了很小的空间，从一个村庄
到另一个村庄并不遥远。这样的视觉
感受中，最是让曾有过河畔村庄记忆的
人泛上悠远的乡愁。因为，河畔失去了
村庄的参照，河流只是一条河流而已，
观赏一条河流跟紧紧依傍一条河流休
养生息，其情感深度天壤之别。有过与
北运河肌肤相磨般的儿时记忆，一年一
年我从少年到青年，而至中年，对北运
河越发的情深意长。沿着运河寻走，采
访一个一个非遗传承人，没有了可视的

载人航天

村庄，只有运河无声地蜿蜒，那样似被
抽空的消失感，驱动我要为北运河保留
下一些曾经河畔村庄的佐证。
常常在采访之余，徜徉于北运河岸
边，在某一段堤下的空场上，经常能看
到一些抬腿挥拳的人们。在今天富裕
生活的观念里，闲来无事，动动腿脚，总
是利于健康的。看着这样一幅闲散的
随意运动图景，不由得让我幻化出“操
拳、拦手拳、翻拳、炮拳”等北仓少练老
会 的“ 镇 会 之 宝 ”。 北 仓 少 练 老 会 在
2007 年被列为“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项目”。在北辰的非遗项目
中很多都冠以村庄的名字，这是我们这
些非遗人感到欣慰的留存。村庄的名
字在这些动态的非遗表演中，它们是活
的，是有生命力的。
人类的发展进步与失落感并存，
当大运河失去了它哺育人类的生息功
用，被命名为世界文化遗产，人们已经
无法说清是人类不再依赖于它的波涛
生存，还是大运河无法再承载人类过
多的物质流转。经历了两千多年的百
舸争流后，两岸的村庄在减少，它在日
渐远离人类的生活起居。每当我站在
北运河畔，遥想灯火通明，童音无忌呼
喊中的村庄，就想在被北运河孕育出
的非遗项目中长嗅出运河岸边乡风的
气息。
非遗项目中各种表演的情态间接
地传达出村庄的某些生活情趣，今天村
庄虽然消失了，那些祖先们为生活的丰
富意蕴创造出的种种精神生活的载体，
它们的价值在今天有着无限发散的意
义。美好健康的生活方式也是需要创
造的，创造中的精神升华，品质修养是
我们永远的追求所在。

千年梦圆
篆刻 张学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