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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的你
刘秀玲

记得你上大二时，一次回家休周
末，周五下午到家。周六下午，学校社
团来电话通知你回学校，说社团临时
开个会。你接完电话后，匆匆收拾书
包准备离开。从家到你所就读的大
学，乘坐公交车近两个小时。窗外浓
重的雾霾，将对面的居民楼、商铺、树
木、街道等全部遮挡住了，天与地连成
一体，分不清一丝界限，到处是灰茫茫
的。我赶忙说道：“还是让你爸开车送
你回学校吧？”

你一边换鞋一边说：“这么大的
雾霾，路上不好开车，我还是坐公交
车吧。”

我装作没听见你说什么，拿起手机
就给你爸拨电话，正准备拨出时，他竟
然先一步打进来：“我今天晚点回家，要
加会儿班。”我要开口，只见你朝我摆摆
手，示意不要说。我只好“嗯”了一声，
然后，停顿片刻，挂断电话。

每次你回学校，都是你爸开车去
送。这次，你自己回去，又赶上这么大
的雾霾，我怎能放心。
“妈妈，我该走了。”你一脸轻松

地说。
“一定要小心，一定要注意安全。”

我不停地叮嘱着你。
“放心吧老妈，我下载了App，不

会迷路的。”你背着双肩包，笑盈盈地走
出家门。

估摸你还没有走出楼门口，我已站
在了窗旁，等候着你的身影在马路上出
现。可是，窗外灰茫茫的一片，我什么
也看不清。我睁大眼睛朝下张望着，张
望着，仿佛看到了，看到你被雾霾包裹
着的身影。

没多久，我的手机响了，是你发来
的信息：“我已上车，不要担心。”看后，
我提着的一颗心，慢慢放松下来。不禁
感到，你真的长大了。

从你上学开始，一直到现在参加工
作，不管是以何种方式分别，离开时，我
都是唠唠叨叨，嘱咐再嘱咐。虽然你没
有直接指出过，但是，你听上一两句就

转身离开的举动，让我看出你对我说的
话，感到些许不耐烦。我每次都想改掉
这个毛病，让自己尽量少说，但每次，又
都会轻而易举地找到想要说出的充分
理由，将之前的想法抛到脑后。

你是个方向感极差的孩子，小时候
走出居住的胡同都要大人来陪，要不，
回来时，就会找不到家门，走到了另一
个胡同。

那年夏天，你三岁露头，我带你去
三姨家，在大人们说话时，你不声不响
地离开了院落。当发现你不见时，我的
脑袋“嗡——”的一下，一片空白。大人
们瞬间都跑出去分头找你，周遭的每一
条胡同都没有放过，却不见你的影子，
急得我，泪水淌满脸颊。半个小时后，
三姨夫将你从远处抱着回来，只见你的
眼睛已哭红，脏兮兮的小手，不住地抹
着眼泪。

我以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方向
感会好些，但是，多年都不曾改变。记
得你上初中时，一位家住北仓的同学，
邀请你周末去她家做客，到了预定的时
间，你却迟迟未到。怎么也不会想到，
你竟然坐上了去刘园地铁方向的公交
车。我们每次去市里，不管是从商场、
影院、还是书店里出来，你总误导我的
方向感。

上次你回来，在家只住了一宿，转
天午后，便提着行李要离开。你说：“刚
刚接到村里通知，晚上七点有会，我第
一次参加，千万不能迟到。”正值中伏，
几天以来一直阴雨连绵，窗外的雨，被
风吹着，用力地打在窗户上，发出“嗒嗒
嗒……”的响声。我急忙地走进卧室，
拿来一把雨伞给你，叮嘱路上要小心！

“拜拜！”你干脆利落地说完，推门
走了出去，转身将门关上。当我打开
门时，你已进入电梯。我目不转睛地
一直望着电梯一层一层地下降，直至
降到第一层后，我才转身进屋。透过
窗户，凝望着你逐渐远去的背影，你撑
的七彩雨伞很是抢眼，你一手提着行
李，一手打着雨伞，只见风将你脸颊上
方的伞檐掀了起来，见状，我恨不得一
下跑过去帮你一把，此时，见你将行李
包挎在肩上，巧妙地将翻上去的伞檐
拉了下来，然后，弓着身子，倾斜着雨
伞，迎着渐渐变大起来的风雨向前走
着。你的背影在风雨中慢慢地，慢慢
地变得模糊不清，一会儿工夫，就在我
的视线中消失了。
几分钟后，你打来电话，告诉我已

上了公交。这时候，只见外面的雨“哗
哗哗……”地不管不顾地下了起来，路
面上，顿时溅起玻璃球般大小的水泡。
“幸好我出来的早点儿，要不，说不

准会淋成落汤鸡呢！呵呵——”你在电
话的那头，语气中，流露出无比的幸
运。我深知，你这趟路程并不短，还要
到市内转乘火车，到达你工作的地方，
是一百公里以外的，蓟州区内的一个村
子。在这风雨交加的天气下，你只身一
人，去一个还没有完全熟悉的地方，其
实，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担心。但还是，
将已到嘴边，一心想要唠叨出来的一串
话，努力地压缩成一句，并笑着回道：
“祝大闺女，一路顺风！”

时间过得真快啊！曾经那个没有
方向感，自嘲为路痴的你，已经长大，再
也不需要大人陪伴左右，自己能够独来
独往于所要奔赴的每一个地方。
写到这里，让我不由得想起，中国

台湾一位女作家写的一篇散文《目送》
里的一段话，“我渐渐地，渐渐地了解
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
你与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
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
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
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
“不必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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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河两岸的每个村庄几乎都
有各自值得自豪的人与物，这些
人物与事件于运河村庄而言或许
比村子的地理版图更加清晰可
见、流传久远，尽管村庄已变成绿
地，村民已成为居民。新居离旧
址不是很远，但心理上的距离迢

迢难达。于是，那些早已成为历史典籍中的人与物反而成了昔日的村民最重要
的传承资本。

有谁说起赵之符、杨连弟，那是北仓；有谁说起皇仓厫舍、私学庙宇，那是北
仓；有谁说起娘娘皇会，那还是北仓。

北仓的东鼎娘娘庙会曾经是村子的根。遥想200多年前的出会盛况，相加
起来七八里长的前、后两条街，人群拥着、挤着，踮着脚张望：红色的幡旗猎猎飘
动，扛着杠箱的轿夫步伐有力，轿顶上的表演险象环生。扫街的扫帚像是有了
魔力，扫的不是街而是除旧迎新的日子。说起这样的北仓，听的人心里会有一
个想法，大村，北仓一定是个大村。没错，北仓的“大”，演绎出了更大的非遗项
目。从传承这些项目的故事中，“大”的概念，渐渐生根。“北仓随驾狮子”“虫八
蜡庙小车会”“北仓少练老会”，这些都是形成于北仓、兴盛于北运河两岸的非遗
项目。而北辰区非遗发掘工作的伊始正是基于对这些项目的深入调研。

带着一种寻访的敬畏感去探寻随驾狮子表演的发源与流传，终于明白它的
恣意奔放，锣鼓铿锵的表演形态背后所蕴含的是村民对祥和生活聚力维护的心
理驱动。对北仓人说来，他们深信不疑舞狮可以带来吉祥。乾隆32年，那是怎
样一个年份呢，一定是风调雨顺的好年景吧，北仓随驾狮子会建立了。鼓、钹、
铙、镲铬，合击出变换无穷的节奏，狮子表演就在或欢快或威猛的鼓点中滚绣
球、走八字梅花桩、现鸾桥戏水，形象逼真的动态造型如波浪般放荡不羁而气势
磅礴。历经10代，今天的北仓后裔，如同守护着他们生命的根基，脉脉相传着
“北仓随驾狮子”。

八蜡庙小车会，这个名字听上去就让人遐想无限。木质车架蒙上红、绿、
黄、蓝等浓烈色彩的绸布，布上画上车轮，大红的绸缎系在表演者的腰间，寓意
成车驾状，完全以一种近似于“写意”的方式载歌载舞。表演过程中情节跌出，
令人应接不暇。有“娘娘、公子、老妈”等人物，有“涉水过桥”“上坡下坡”等场
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心情，如愉快、害羞、欢乐、恩爱、紧张、急躁等不同
的情态尽在表演中呈现，以浓烈的生活气息保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八蜡庙小
车会传承100年后，2007年成为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北仓的先人，把强身健体当做维护村子根系的第一要务，少练老会的百余
种拳术曾在北仓普及，男人们个个都能拉开架势亮出武术套路，一时让北仓成
为武术之乡。少练老会不仅给了北仓人强健的体魄，更锻造出了一种顽强勇敢
的精神。1900年抗击八国联军的北仓之战中，持续14个小时，联军死伤384
人，北仓人的彪悍无畏令敌人都不得对这个古老的村子给予高度评价。

北仓少练老会的第六代传人“登高英雄”杨连弟，以他敏捷的身手，创造了
奇迹，在全国解放战争中攀上40多米高的桥墩完成修桥任务，在朝鲜战场多次
修复清川江大桥，直至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杨连弟的徒手登高事迹，被载入
中国军事史，他的惊人战绩，正是源于北仓少练老会打下的轻功基础。

北仓村的根结盘固，使它成为精神意义上的大村，而“北仓随驾狮子”“八蜡
庙小车会”“北仓少练老会”的代代传承，让北仓连枝分叶，繁茂归根。深厚的文
化积淀，使得北仓在北运河流域成为“大”村。北仓的“大”，孕育出了杨连弟这
样的国家英雄，培植出了不竭的民间文化。北仓“大”在民风里，大村的根自然
也就扎入独具特色的民间文化丰腴的土壤之中。

运河扬波

村子的根
杨波

一
压抑已久的愤懑
喷发出排山倒海的烈焰
混沌初开——
冷峻着刺破青天的威严
这群桀骜不驯的汉子呀
黄河岸，千年万年
晾晒着雄性四溢的伟岸
咬出血来的不屈里
山林呼啸
蓄势再度爆发的冲天呐喊……
二
山下不乏缠绵
阳刚的爱意里
演绎着千古艳丽的宛转——
杨贵妃的丰腴
稳约在华清池恣意缠绵
武媚娘环佩叮咚的彩裙
虽只是一声轻嗽，也吓得
那些骄狂的须眉心惊胆战
西楚霸王猛狮一样的悍野
仅借了华山的一点雄性
一举怒烧阿房宫，让绝代虞姬
舞剑哭出柔肠百结的哀怨
还有长安街上香车宝马诗铺路
还有大名宫中不夜天……
三
拜华山，就是拜历史
拜大中国厚厚实实的凝固与沉淀
华山是累累白骨堆起的魂灵
层峦叠嶂里，依然
波动着千载不竭的汩汩泪泉
这里每块石子都浸透了千载黎民的血
聆听地下，那些不甘泯灭的暴君们
还在狞笑着咒骂怒放的花蕾与春天
华山，你是造山运动喷出的一团火
你是压弯秦川八百里江山的愁和冤
你是黄河怒涛凝固的千层浪
你是刺破黑暗的通天剑……

秋与冬

齐惠卿

（外一首）

以什么方式交接呢
在这个没有刻度的季节
白雾，迷漫在我们周围
雨水不动声色地下着
我们的手中，已没有一件
值得炫耀的收成
秋天正在交接后事
而我早已换上了《四季·冬》的古曲
让寒冷漠漠流淌在耳际

种子的哲学

一颗植物上的种子
通过什么途径把自己送往泥土深处
来延续它们在大自然中的生命？
为此，我不想讨论的太久
这是种子们的生命哲学

秋声
——诗歌讲座有感

侯树芹

爷爷的山茶花
彭瑛

你的声音流过
打开了一页天窗
露珠与星星一起到场
词语的一笔一划都开始明亮
你的笑站在山河之外
像极了刚刚站起的秋

像秋
抽打着一匹声嘶力竭的马
收割着你的梨子，香蕉，金苹果
和可口的日子

花香与萤火虫互为支撑
提着灯笼
向北斗的方向流动
我亦如昨日的孤勇
把狂草一样的思绪
抛进夏末的长空！

——死后葬我于茶山
那一棵一棵的树是我亲手所植

当每年的清明子孙去祭祀
漫山的山茶花开得纯洁烂漫
风里的花香是爷在说话

此后的漫长的寂静的山谷
会有摘山茶果的老汉来陪爷爷说说话

哦，清秋节，山茶花也会绽放
那是花在陪着爷爷说说话

想到此后无山可依
再多的玫瑰，菊花，
都抵不过山茶花的浪漫

拜华山
朱新民

我在客厅，你关竹笼
走动时你打住
鸣叫时我坐定
我披着一袭大睡袍
你穿着一件小坎肩

多么清脆的鸣叫
仿佛，带我沉沉地还乡
回到父亲的豆田
风吹草动，
一束光在豆秧间照来照去
哦，那支心爱的手电筒

葡萄架下凉薄的夜
我听你叫，忘了出门，忘了看星
忘了作业本上一道道的填空
小小野心，
在你的节拍器上躁动

熄灯了，越是黑处，叫得越响
光影重重，若隐若现
在都市连绵的楼群里
一只草虫在阳台吊挂着
攀谈着乡情

院外有块小地，这几年点花种树，花了不少力气。种菜如绣花，种花亦是。挥
洒的汗水，蚊叮虫咬的煎熬，牵肠挂肚的担忧和期待，当年带娃也不过如此。幸好物
通人性，爱有灵犀。

家在北方，我家却四季有花可赏，春夏秋三季全赖这块小地。每年隆冬，玉兰
毛茸茸的花苞就开启充实模式，一点点饱满起来，到来年3月20号左右，春寒料峭
呢，这南方的花卉就盛放了，满树的洁白如玉，开到极致，如振翅飞翔的蝴蝶。周围
没有绿色，没有花花草草，她开的很是惊艳，赏花拍照的络绎不绝。玉兰开过了，樱
桃，团团如雪，围绕着树干，不输桃李芬芳，蜜蜂这时侯跑的最勤，嘤嘤嗡嗡，好不热
闹。樱桃以后，是硕大张扬，国色天香的牡丹，然后就是红果，再然后月季、蔷薇、玫
瑰，憋了一冬的宝，姹紫嫣红，争妍斗俏。凌霄是最迟开花的，5月底，凌霄一开，高
考就近在眼前了。花都是开在枝条的顶端，花枝伸多远，花就能开多远，我想这不正
是那些努力向前的学子的写照，他们努力的向上，追逐着阳光和风；桔红色的花朵开
满枝头，每个枝条的顶端，都是几十朵挨挨挤挤，竞相展露笑脸，明媚自信，这怒放的
生命，像不像十年苦读，一朝笑傲的高三学子。月季，玫瑰，凌霄会一直开到深秋，而
深秋时节最美的是我家那一树红果，八年时间，眼看着一棵小树伸枝展叶，腰身日益
粗壮，树帽亭亭如盖，遮蔽了大概有十几个平方的土地，可乘凉，可避雨，年年满树的
红果。从春天的花到秋天的果，半年的时间，成长的喜悦无时不在。入秋之后，果实
开始变红，一簇簇挂满枝头，个个饱满晶莹，红得像火，越到深秋红得越深邃耀眼。
西风萧瑟，花草树木都开始收敛生机了，树上的果实凌霜后仍神采奕奕，这时候总舍
不得摘，总觉得它们在冬天就不会来似的。有一年11月初，早晨站在窗前看着红彤
彤的一树，还在纠结摘不摘的问题，下班回家突然发现树已经秃了，满地狼藉的叶子
和一枝差点折断的低垂的粗枝，不用说就知道发生了什么，回放录像，看到四个中年
人拿着白色塑料袋子，4分多钟就将一棵树扫荡干净，然后迅速撤离。转年秋天，突
然发现树晃动的不正常，到窗前一看，两位老人，一位推着婴儿车，一位拿着杆子在
打红果，家里开着窗子，喊一句多好，没想到两位老人竟指着婴儿车上明显不会说话
的孩子说：“她想吃”。红果既不稀罕也不贵重，每年打下来都发愁送人，真心愿意有
人分享丰收的喜悦。我想物质的贫乏不可怕，可怕的是精神上的贫瘠。这些年很
迷朱顶红，控温控肥控水，到春节期间正好开花。如此我家就可以四季有花可赏。
花团锦簇满室生春，红白橙紫风情万种，可是开过花后，看着硕大的球茎几乎干瘪，
真是让人心疼，让人敬畏，所有的绚烂都是拼尽生命绽放的结果！所以开春后，就将
一些朱顶红种到了院外的小地，期待她们尽早恢复活力，大地总能给人惊喜，那些生
命力强劲的，很快肥硕的叶子就钻了出来，似乎见风就长，几天不见，就会窜高一大
截，让人惊喜。或许太招人眼目了，一场雨后，球大叶壮的那棵突然没了踪影，那些
小的，长势差的，不美的一棵没动。或许等他们长好了，还会遭到同样的待遇。果然
不出所料，第二棵长势茁壮的一场雨后又被挖走了，而且将土地整理的平平整整。
我想挖取的一定也是爱花之人，对朱顶红的了解不亚于我，可是花开的再美丽，赏花
的时候心里真的没有一点芥蒂！其实，我的朱顶红有些就是花友分享来的，一点点
看着它们长大，然后有了开花的期望，慢慢的就成了现实，这个过程才让人着迷。爱
花的人未必是懂花的人呢。我的朱顶红展示给我的所有绚烂，都是因为爱有积
淀！小院不大，也有四季的荣衰交替，小院不大，也有一扇窗，能知人见性！

小院
遥知不是雪姥姥住的楼房，是九零年建的，可

能因为形状的关系，被叫做“簸箕楼”，
我和许许多多小朋友一起从那里长
大。小时候顽皮，大家三五成群地挨
层楼串门，“刘姥姥”“王姥姥”巴巴儿
地叫着。老人们欢喜孩子活泼嘴甜，
往往招待我们这些猴孩子进屋，给切
个西瓜或者倒点儿绿豆汤，还有塞糖
块儿的。那时候，大多数人都十分朴
实和善良，交往简单，社会也安全。人
情味儿足，是那个年代的情怀，后来随
着簸箕楼的老旧也渐渐斑驳。
2000年以前，院子里还有穿着校

服跳皮筋的小姑娘和追逐打闹的男孩
儿，下午五点开始，各家阳台奏响切菜
起锅的声音，此起彼伏的“谁谁谁，回
家吃饭”，人情味儿比饭香还浓郁。之
后几年，经济发展快，高楼越建越多，
簸箕楼里很多人都搬去了新楼房，院
里的孩子们也都长大了，小鸟儿似的
飞去不同的地方，偶尔回来看爷爷奶
奶，犹如光临客乡，短暂停留。
昨天我去看姥姥，在院里碰见住在

五楼的王爷爷，他坐在轮椅上晒太阳，身

边跟着三十几岁模样的护工。我往前走
了两步，又回头看他，他保持着同样的姿
势，目光空空荡荡。听姥姥说他去年生
了场大病以后就谁也不认识了，上个月
他老伴儿先一步离开人世，只剩他成日
坐在轮椅上，要么发呆，要么发脾气。

他在想什么呢？如果老人脑海中
尚有画面，一定是孙子放学在家做作
业，儿女下班回来帮着摆碗筷，家里总
是热热闹闹。
“不知道这老婆儿去了哪里，又出去

跑。”听姥姥说，王爷爷不清醒的时候总
会骂人，“她走了，终于甩开我，解脱了。”

相识有日，分别无期。那些从小看
着我们长大的老人，如今很难认出谁是
哪家的孩子，并不是他们老了、记性差
了，而是这些孩子们去的次数越来越
少，少到好像突然就长大了、突然就换
了模样。岁月的痕迹，相机没有替老人
们记录更多，那些被需要的温馨画面都
在他们脑子里，搁置久了，不是遗忘，就
是被他们带走去了另一个世界。

就像王爷爷那样，盼着盼着，望眼
欲穿。

盼着盼着，望眼欲穿
王嘉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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