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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住树梢上的精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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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傻！起恁早又去干啥？”
“种菜。”
时令已进二伏。天还没亮，大槐树

村的跛脚老汉张傻蔫溜地起床，刚到院
里就接到炕上的老伴问询。然后，老倔
头子背起筐子扛着锄一跛一跛地出了
家门。泼辣的婆子一听，立马从蚊帐里
钻出来，收拾了几样常备的药和水，像
是跑马拉松一样大脚一甩从屋里冲出
来，一边撵一边嘟囔说:“瞧瞧俺这个傻
宝贝，真是老不省心，就知道干活，还当
自个是个老小伙……”

一

提起这个张傻，村里几乎老少三代
都知道他是个“老兵”，但细理却很少有
人弄得清。从根上说，他和共和国是同
龄，基于这份幸运，父母给他取了一个
有寓意的名字叫：张有福。

张有福在很小的时候就特别懂事、
知道谦让，街坊邻居们都喜欢他的仁义
憨厚，甚至抚摸着他的头囟儿亲昵地叫
他“小傻瓜”。他知道这是一种夸奖，所
以很开心，习以为常了人们见了他就接
称他“傻儿”。

傻，带了儿化音是一种爱称。可
惜，这个人见人爱的“傻儿”，人好命不
好。他年纪尚小，父亲在河道清淤的工
地上发生意外撒手人寰，家里没有了壮
劳动力，母亲一个人带着4个孩子生活，
很不容易，又赶上了三年自然灾害，他
作为家里长子有点吃的必须让着弟弟
妹妹，自己时常忍饥挨饿，所以导致严
重的发育不良，身高只有一米六几。

傻儿，没什么文化，勉强认识几个
大字，上了几天小学，就开始下地干活
帮着母亲支撑着这个家。1968年，日子

过得实在艰难，为了让儿子找条活路，
母亲就给他报名去当兵。那个年头参
军入伍，可是一件光荣的事，戴上大红
花的傻儿，别提多高兴了。

二

傻儿并不傻，他到了部队，成了一
名边防战士，受了历练，有了思想，就像
变了个人。张傻与其他人相比，特别懂
得珍惜军旅生活。勤奋、上进的张傻，
因为不怕吃苦，乐于付出，很快得到了
连长的赏识，特别是了解到他的家庭情
况，对他更是高看一眼，训练之余帮助
他学文化，给他讲党史，讲革命军人的
故事。别人都说当兵苦、当兵累，可他
却认为部队是个大熔炉，让自己得到了
锻炼、实现了成长。因为他表现优秀，
获得过优秀义务兵的称号，还荣立了个
人三等功。

幸福的时光总是显得那么短暂，很
快5年过去了，按照国家的兵役法，中
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张有福服役期满，
眼看着就要退伍离开部队了，他见到
了连长忍不住落下了难舍的泪水。连
长像叮嘱自己的兄弟一样叮嘱他：“身
在军营，你是一个战士，回到地方不要
忘了自己还是一个兵。好战士，无论何
时，无论何地，我们的心都在一起，要听

党指挥，甘于奉献，时刻不忘我是一个
兵，不要向困难低头，要带头为民效力，
为国分忧。”

三

退伍军人张有福还乡后，村里的乡
亲们依旧亲切地叫他：“傻儿”。他笑着
纠正说：“叫俺，老兵张傻！”

说来也是，抗日战争时期冀中地区
有个少年英雄“小兵张嘎”，到他这只得
自取其乐就叫“老兵张傻”。乡亲们不
分老少都高兴和张傻说笑，也愿意和他
一起干事。这不，在复员回乡一年时
间，他就参加了当地的改土治碱大会
战，第一个冬天，带着村里的老少爷们
一憋气挖了几十条沟渠，在全公社拿下
了头等功，人人都竖大拇指，佩服！

后来，在一次根治海河进入决战的
关键时刻，张傻突然感到右腿怎么也抬
不起来了，歇了一天越发地觉得厉害，
没想到一迈步就瘫坐在地上，这条右腿
怎么也不听使唤。大家赶紧把他送到
工地卫生所，大夫看了也是一头雾水，
建议立即转送去县城的大医院诊治。
那个时候全村连马车都没几辆，大家伙
费了很大周折把他运到县医院，经专家
会诊确定，这是在边境当兵自然条件恶
劣，长期经受风寒种下的病，带来的老

伤，而今超强劳动导致复发，确切地说所
这双腿肯定会落下残疾，甚至失去劳动
能力。张傻听了心里凉了半截。张傻的
娘一下就哭出了声，这可咋办啊！儿子
还没娶媳妇呢，这咋能瘸了呢！乐观的
张傻却一直强忍疼痛安慰着母亲。经过
一段时间的治疗，虽然有所好转，却还是
落下走路一跛一跛的后遗症。
“这可是在部队受的伤，这得找部

队去，得让国家给补偿。”有人给张傻出
主意，村里的张会计特别精明，算盘打
得也好，所以人们都叫他“张算盘”。张
算盘跟张傻是本家，他对张傻说，“这个
情况也算在部队落下的病根，按照政策
可以找政府申请赔偿。”

张傻说：“咱已经退伍了，再得病还
去找政府，这不是给国家添乱吗？俺可
不做这种事。”后来又有人建议他去办
个残疾证，这样也可能领到补助，张傻
却说：“俺有手有脚能干活，办啥残疾
证。”听到这话，人们都说，这个老兵不
愧叫“张傻”。他不是一般的傻，应该叫
“张大傻”甚至叫“张太傻。”

四

时光如水，一年一年地过去了，社
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跛一跛的张傻
还是那个样，乐观、勤快，腿残虽不影响

劳动，但却影响了婚姻。一晃张傻已过
而立之年，村里人也给他介绍过不少对
象，人家都嫌弃他是个残疾，不过他并
不在意，自己过着自己的生活，从不抱
怨，因为连长说得对：“老兵，不同于老
百姓，不能事事都对自己有利，得多为
国家考虑。”

张傻忠诚守信受人尊重，镇办砖厂
建成后厂长亲自上门聘请他去做生产
管理员，这种工作不需要多高的文化，
但需要责任心必须强，这里的壮工们装
窑出砖，按人头计数，多劳多得，所以生
产管理这个岗位于公于私都不得马
虎。这个班组外地人居多，有男有女，
到了这个地方女工也得和男人干一样
的活，凭体力挣钱，十分辛苦。有些日
子，张傻耳闻就在装窑队里来了个山东
的黑妹工力气比男的还大，快30多岁
还没有婆家，于是一天比一天动心，总
想着托个媒人给打听打听，问问人家有
没有这个心思。

张傻心里琢磨着自己的美事，手里
翻着记工本一跛一跛地前往砖坯车间，
刚刚跛到窑口的拐角处，一不留神被一
辆满载砖坯的板车撞翻了，拉车的人吓
得不知所措，急忙停下车去抱张傻，张
傻仰面朝天倒在地上顿觉眼前金星四
射。当他缓过神来，就感到自己像是躺
在软软的沙发上那样踏实舒坦，大伙围

拢过来不知所措，那个撞人的人紧张得
只知道抱着他可劲地抖，吓得一句话也
不会说。

不大的工夫，张傻长舒了一口气，
缓缓地睁开眼，只看到一张黢黑的脸
蛋，和一对含着眼泪的大眼睛。撞人的
人搂着被撞的张傻害怕地说：“对不起，
大哥。”张傻瞪着两只眼睛，看着朝天的
两个抖动的马尾辫，傻傻地问：“你？你
是个女的？”撞人的人没有直接回答，只
是一个劲地点头。“你是外地的吧？”撞
人的人一个劲儿地点头。“你今年30岁
吧？”撞人的人一个劲儿地点头。“你还
没对象吧？”撞人的人一个劲儿地点
头。张傻脸上顿时露出了幸福的笑
容。围观的人群突然爆发了一阵放松
的笑声。有人断言：“这事，有戏！”有人
评说：“张傻不傻。”

打那，这个撞人的黑妹和这个被撞
的跛脚张傻，还就真的撞出了火花，从
此便走到一起，成了知冷知热的一家
人。几十年如一日，他们情投意合相濡
以沫，生了孩子，勤俭持家，如今孩子也
有了孩子，一家三代其乐融融，真是傻
人有傻福。现在，村里人都夸：“看老兵
张傻，才真叫靠勤劳奋斗赢得了属于自
己的幸福生活。”

2018年，国家成立了退役军人事务
部，地方成立了退役军人事务局，基层
成立了退役军人服务站，按照国家对退
役军人的优抚政策，相关部门认定大槐
树村荣退军人张有福同志实属带病退
伍，上门落实了他应合理享受的国家优
抚待遇。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国
各地不同程度地爆发，已是71岁的张
有福老人把自己几年来领取的荣誉军
人补助金全额打包一次性捐出——“捐
赠方向：援助抗疫，捐款人：老兵张傻。”

树梢上的精灵是四季生机的见
证，树梢上的精灵是生态环境的评委，
树梢上的精灵是莺歌长空的乐师，树
梢上的精灵是燕翔蓝天的舞者，树梢
上的精灵依生态环境的优劣或留或
旅，树梢上的精灵凭人类的友善程度
而离而居。

小时候，生活在南运河畔的我，因
经常和小伙伴儿们在运河堤上嬉戏玩
耍，听纤夫号子，看运河白帆，闻鸟儿
鸣唱，瞧鸟儿起舞，甚是惬意。这鸟儿
在树梢上尽情地玩耍，时而亲昵地挑
逗、“接吻”，时而为争一个小虫而打
斗、“翻脸”；时而叽叽喳喳地进行着不
分胜负的歌咏比赛，时而离开树梢翱
翔于空中来个“反弹琵琶”式的舞蹈竞
技。一年四季，景色不同，树梢上的精
灵也在变换。送走了“两个黄鹂鸣翠
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又迎来了“一群
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个人字，一会
儿排成个一字”的景象。不管是候鸟
还是迷鸟，也不论是旅鸟还是留鸟，它
们都会按照自己的生活习性，随着季
节的变化在我们这里或路过，或“暂
住”，或“安居”。这些精灵的名字，我
并不能完全叫的出，但是诸如麦溜子
（学名：树鹨）、枣核儿（学名：柳莺）、家
雀儿（学名：麻雀）、秃尾巴鹌鹑（学名：
鹌鹑）、呱呱鸡（学名：东方大苇莺）、红
脖儿（学名：北红尾鸲）、蓝脖儿（学名：
红胁蓝尾鸲）、凿打木子（学名：啄木
鸟）、光棍儿好过（学名：四声杜鹃）、蛮
子（学名：伯劳）、长脖子老等（学名：苍
鹭）等等，虽然我当时还叫不出它们的
学名，但能够如数家珍的说出一大串
儿它们在当地的方言名称。当然，我

叫不出名称的鸟儿那就更多了。
后来，南运河逐渐干涸，河畔高高

的白杨树、绿丝绦般的垂柳也逐渐减
少。一些挨着河畔的村子将垃圾堆积
在河边，环境脏乱、臭气熏天。河堤两
旁杂草丛生，慢慢地向河堤的中间侵
蚀，本来宽宽的河堤，有的地方竟然成
了羊肠小道。运河两岸环境的恶化，
使树梢上的精灵也就随之而去。没有
了水润，缺少了树木，见不到树梢上带
给人们愉悦的精灵，运河便失去了往
日的魅力，居住在运河两岸的人们自
然就很少再到运河岸边走一走、看一
看了。只有远离故土，偶尔回乡感受
乡愁的游子，才会到运河岸边听一听
凿打木子（啄木鸟）那“梆梆梆梆”的捉
虫声，黑老鸹（乌鸦）那难听至极的“哇
哇哇”的叫声。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近10

多年来，静海区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下
决心改善生态环境，采取多种措施治
理污染。优化产业结构、关停污染企
业、开展厕所革命、清理坑塘河道、绿
化美化乡村、建设宜居城市，在位于独
流镇的进洪闸至唐官屯镇的九宣闸50
公里的南运河东堤修建了柏油公路，
对这一路段的两侧补植了杨、柳、槐、
榆等树木，加之静海区近两年对南运
河实施调水，并实施河（湖）长制，加大
对南运河静海段的管护力度，使南运
河静海段基本上恢复了往日的生机。
柏油路的建设不但方便了沿岸居民的
出行，而且成为人们骑行、散步和休闲
的好去处。运河两岸的春天，绿树成
荫，百卉吐艳；夏季，郁郁葱葱，蝉鸣声
远；秋来，万物结籽，硕果飘香；冬至，

大地氤氲，雾凇皑皑，四季之景，各有
特色。
美景自然躲不过树梢上精灵们的

眼睛。于是，这些精灵们在我的家乡、
在南运河畔愈发多了起来。
首先是夏候鸟，如崖沙燕、雨燕、

白头鹎、燕鸥，甚至于原本属于旅鸟
的白鹭，也成了夏候鸟。其次是留
鸟，留鸟就是指那些终年生活在其出
生、繁殖区内，不依季节不同而迁徙
的鸟类，也比早年有了增加，比如山
斑鸠、灰斑鸠、珠项斑鸠、戴胜、大斑
啄木鸟、小星头啄木鸟、山麻雀、灰喜
鹊等等。有的迷鸟（迷鸟是指此类鸟
正常迁徙时本不应该经过该地区，但
因种种原因致使它们迷失正常方向
而来到此地的鸟类）也和其他鸟类一
样，成为我们这里的留鸟或夏候鸟。
它们帮助农民捕捉田间害虫、吞噬蚊
蝇，为劳作的人们歌唱，与人们友好
相处，和谐共生。
为了记录下我们身边生态环境发

生的巨大变化和树梢上精灵们美好的
生存环境，我从2019年开始，只要是
有时间、光线足，就骑上自行车，带着
照相机和长焦镜头，沿着区域内的南
运河、大清河、子牙河、独流减河及林
海循环经济示范区，拍摄这些树梢上
的精灵，至今已先后拍摄200余次。
清晨的露水湿透了裤腿，炎炎烈日晒
黑了皮肤，胳膊、脸庞被无情的蚊子咬
起了密密麻麻的疙瘩，期间还3次被
摔成重伤。如果说苦，那真叫一个苦，
如果说累，那真叫一个累，看着自己用
苦和累留下的140多种树梢上精灵的
倩影，那真叫一个美！

两年来的拍摄中，我与鸟儿为伴，
听它们鸣唱，看它们起舞，赏它们翱
翔，苦中作乐。有时候向乡亲们宣传
保护鸟类的法律和知识，有时候“接
受”乡亲们教我保护鸟类的法律和知
识。一天，我在南运河畔的陈官屯镇
西钓台村段拍摄。一位骑着电动三轮
车的老人问我：“小伙子（其实我早已
不是小伙子了），干嘛的？”因为拍摄的
行话将拍鸟称之为“打鸟儿”，我便不
假思索地回答：“打鸟儿！”老人家一听
就急了，恶狠狠地说：“打鸟是犯法的，
你想到派出所吃窝头吗？”我急忙解释
说：“打鸟就是给鸟照相，不是把它打
下来，我也是在保护鸟啊！”老人说：
“这还差不多，咱们现在的环境多美
啊，好马配好鞍，这么美的乡村，再配
着树梢上的小精灵，那才叫一个舒心
哪！”老人开着三轮车走了。我心里洋
溢出对这位老人无比的崇敬之情，同
时，我也对人们保护环境，爱鸟护鸟意
识的增强感到欣慰。在团泊水库不远
的养鱼池，渔民们刚刚撒下鱼苗，一大
群水鸟就急不可待的到鱼塘争抢鱼
苗。渔民十分心疼，也只是吓吓它
们，他们虽有怨言，但他们毫不含糊
地遵纪守法，宁可自己损失，也不对
鸟类大开杀戒。从西钓台老人对我
的警示，到渔民们对法律的敬畏，都
说明在我们身边，树梢上的精灵们有
了安全的生存环境，这是令人欣慰
的。我也认识到，拍摄的鸟类影像无
论多么漂亮，技术、艺术含量多高，它
毕竟只是影像资料——我更愿看到，
留在我们身边的是真实的、越来越多
的树梢上的精灵。

暴雨倾注
你为人民拼命
洪水逞凶
你冒险逆行

手拉手组成人墙
叫洪流顺从
心贴心甘做人梯
温暖了民众

你们
是人民子弟兵
你们

是无名的英雄
风雨中驰援的背影
累弯的身躯撑起了天空

天地之间
患难见真情
军民一心，感动苍穹
炎黄子孙，血脉相融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面对危险，生死与共
这是华夏子孙的基因
这是中华民族的传承

销夏栖海北，今又溯雄
江。白山奔水千里，沧碧卷斜
阳。华岸升平光景，对畔疏灯
明灭，彼此各安详。试问苍桑
事，逝者蕴多长？

断桥头，抗馆里，塑雕旁。
当年铭勒，策马仗剑挑魔王。
冰火千逾日月，百万吴钩子弟，
血肉溅沙疆。平视问天下，谁
敢再抽枪！

注：
①丹东市位于我国海岸线

北起端头，鸭绿江长近800公
里，长白山为源头。

②断桥，抗美援朝著名
景点。

十几年前，这里曾是一片荒芜，随着
新城整体规划的落地和开发，一片片高
楼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服务城市化发
展的功能型配套市场不断完善，这里就
有了灯光流彩的炫丽，就有了车水马龙
的繁华，就有了川流不息的过客，就有了
经济、社会和现代美好幸福生活的盛景。

在这座小城的一隅，有一个不算起
眼的果蔬摊位，摊主老王是我老家的老
乡，他每天伴着朝霞如约而至，又大又红
的西红柿，泛着紫光的茄子，顶花带刺的
黄瓜，还有那让人看着就感到火辣辣的
天鹰椒。老王的摊位前总是围着一堆
人，因为他的所有菜蔬都不打农药，也不
用增大剂，始终坚持施用有机肥。很多
买菜的人都和他有微信联系，好提前知
道他今天带什么菜，大概几点到市场，也
会通过朋友圈看到他的大棚和蔬菜种植
过程等信息，让大家更放心的购买。

老王摊位的右邻是卖西瓜的，这位
卖瓜的大哥是台头人，专卖台头西瓜，所
以也很出名。据说，这位大哥在台头有
自己的种植基地，大部分西瓜批发出去
卖，但每天必留一车亲自到市场上来
卖。不是为了多赚几个钱，而是要在市
场上树一个品牌，刷一下存在感。常客
们不光知道这位大哥的西瓜皮薄瓤脆、
口感甜爽，更知道这个卖瓜的嘴溜健谈
口才好。特别是人多时他会像说书一
样，给人们讲乾隆皇帝3次驾临台头，为
什么要专吃台头的大西瓜，如何亲点为
宫廷贡品，怎么样赐福字给台头瓜农，让
人听得着了迷，甚至不想买，也得要买一
个尝尝鲜。

老王摊位的左侧是一个水产摊，这
家摊位出售的鱼、虾都是在野外沟河中
打捞的，纯野生，品种很多，毫根麦穗、噘
嘴鲢子、鲫鱼和鲤鱼等，都是活蹦乱跳
的。特别是那毫根麦穗，用民间的做法
配上腌制好的芥菜头一起熬，或是和小
虾一起熬，都才真叫绝配，味道鲜美。噘
嘴鲢子的肉最香就是刺儿特多，不适合
儿童。就是这些普通食材在家庭大厨的
手中变成一道一道的美味，成为一家欢
乐盛宴的招牌和特色。

就在这座小城的一隅，各种各样的
早点摊位应运而生，连在一起成为一道
繁盛的经济亮点。其中，有金黄的炸糕

油条配豆浆，还有天津特色鸡蛋大煎饼、
大饼卷一切、杨村糕干，有陕西小吃肉夹
馍和热气腾腾的小笼包子，一道道的特
色小吃只是闻味道就食欲大开了。各式
各样的服装也是早市必不可少的，中老
年人和儿童的较多，还有品种繁杂的各
色袜子。这里掺杂着不同声音的叫卖，
形成特色的风景。
晚间，月上柳梢，华灯初上，在这繁

华的街巷约几位好友在路边烧烤小酌，
品一壶老酒，忘掉一天的疲劳，让心灵重
归一场自由，一杯两杯三四杯，美酒入肚
带点微醺，这里看看那里望望。夏夜漫
漫，撩拨琴弦绕梁音，粉装正浓，看那纱
衣飘飘的舞者，清香揉碎罗衫轻，似徐徐
飞升留恋凡尘不知归去的仙女，痴痴迷
醉在灯光中的舞步。公园门口却是孩子
们的乐园，这里有各种各样的玩具和娱
乐设施。几个孩子玩桌上陀螺比赛，几
双小眼睛瞪得溜圆，玩的是如此专注，像
是一名斗士正在应战。还有几个小姑娘
在玩蹦床，身体用弹力绳绑好固定在上
方的架子上，脚下面是具有高弹的网，轻
轻一跃落地后的反弹将小姑娘弹到高
空，像一只只飞跃在夜空中的小燕子，在
一片欢笑和叫喊中时而上升时而下落，
飘起的长发格外的显眼。街角一帮年龄
较大的人们在昏黄的路灯下楚河汉界奋
勇征战着，周围的观众更是为他们捏着
一把汗，七嘴八舌地支着招，下棋的人被
支的像个傀儡似的，没有了主见。不远
处快要消失的拖拉机古董般的停在路
边，用它独特的方式记录着一个时代的
变化，从牛车到手扶拖拉机再到私家车
的变迁，表现出的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小城在成长，人的思维在变化，不能

设想，也不敢设想，这里的明天会是什么
样子。老人们或许有他们的期待，孩子
也会有更美好的憧憬。

老 兵 张 傻
刘向东

小城一隅也风景
于俊杰

水调歌头

游鸭绿江
孙橄

致敬英雄
——写给奋战郑州抗洪救援一线的人民子弟兵

孙朝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