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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1日开始，内蒙古赤峰阿鲁科尔沁旗

的 30万头牲畜开始转场至夏季牧场。 绿草

如茵的草原上，白色的羊群似流动的云，去赶

赴大自然的慷慨馈赠， 让人看到生命蓬勃的

力量和感动。

父亲，也有十来只羊，一座小山包。 混

凝土筑起的“村村通”山路，非常平坦。 沿着它

顺畅地上坡，父亲的羊圈就到了。

羊圈的墙用一分为二的半边竹筒搭建而

成，四面通风。 圈底用小的竹片排列，留一点

缝隙，离地尺余，以便一粒粒热气腾腾的羊粪

滚落地面便于清扫。 每只羊戴一个古铜色的

铃铛，用安静的眼神看着我。铃铛的声音一串

串的，带着金属冰凉清脆的质感，飘到我的耳

朵里，风很大。我一时恍惚如行走过千年的丝

绸之路，沙漠驼铃的声音悠远苍凉地飘荡。羊

粪蓊郁的气味随风四散， 一下了把我从古老

的大漠落日西风驼铃拉回。 有一只羊已经翘

了几寸的胡子出来。山羊有胡子，以适应山地

丘陵灌木丛的采食环境， 而绵羊的嘴唇薄而

灵活，适合啃食短草。 自然的进化如此神奇。

一只羊被拴在一棵树桩上， 不服气地望

着羊圈。 父亲说这只羊爱打架。 这些羊，父亲

从邻村零零散散购得。 它们也有帮派门第之

争，起初关在一起时，结识的方式就是打架，

打得不可开交，打着打着就打出一片祥和，跟

江湖上的不打不相识如出一辙。 随拴在树桩

上的羊一起来的还有一只母羊跟它的两个孩

子，这是第三个加入的羊家庭。那三只一天一

夜没有回家的羊，得费一番功夫去找。

去哪儿找呀！我环顾四周，漫山遍野的白

茅花开得以为全天下都是它们的， 又仿佛有

无数的小白狐在风里回眸凝望。 那一片的白

花恍若淡淡地笑着， 似当年烽火台上褒姒的

笑容，淡然却倾国倾城。 一些地头，细细的竹

竿上挑着细长的彩带，似飘荡的幡，在灿烂的

阳光下，起起伏伏如一片永不消失的闪电。 戴

草帽扬长鞭的稻草人已经消失很多年， 麻雀

们一定仔细研究过这新的对手。 我在研究父

亲该怎么去找羊。 一天一夜没有回家的羊妈

妈和羊孩子，肯定是玩疯了。饿肚子的事情自

是不会发生。 可是，谁能保证没有狼呢！ 父亲

有着隐隐的担忧。 以前，也有过羊一夜未归的

事情， 不知道是它们玩得不想入圈还是在深

深的美食世界里迷失， 但也就是一个黑夜的

事情。 这次，却时间过长！

还是要再等一晚。 父亲似乎没有时间找

羊了。 父亲的亲家我妹妹的婆婆已经走到生

命的尽头，这天是在家的最后一晚，父亲要去

祭拜。 父亲这一生，似乎对妹妹心有亏欠，亏

欠没有给她读很多书， 没有给她一个好的工

作。 她是父亲的一只乖顺的羊。 在伯母的灵

前，父亲恭恭敬敬地跪下磕头。 父亲，已是风

中之烛了，只是这火焰，还挣扎得有力量，在

数次起跪之间，动作完成得一丝不苟，沉稳有

力，一气呵成。 而我跟着父亲做这些的时候，

却像被蹩脚手法操控的提线木偶， 身形零乱

踉跄。

第二天， 父亲一大早催我们早起去妹

妹家，他去找羊。 我中午从妹妹家回来，也

帮父亲去找羊。 羊圈四周没有看到父亲，小

黑狗不声不响地拴在棚底下， 不时用鼻子

嗅嗅地上的草，又抬头张望一番。 莽莽苍苍

的群山，绿色深重的绵绵原野，父亲和羊在

哪儿呢？我也一路寻去。沿着两个月前曾经

走过的路去找，走着，走到无路可走。 两个

月不到的时间， 曲曲折折的乡间小路已然

没有路的模样了，野草霸占了它的所有。 如

果用上一把柴刀，随手就可以砍一担柴。 这

在我的少年里是砍一担柴最幸福的事情，

不用走远路。 现在，几乎不需要砍柴了，对

于荒芜的野草，只需季节和火。

我实在找不了羊，怕是要把自己找丢了。

一路抖抖索索， 从曲曲折折的小路上把自己

探寻了出来。村口池塘边的枇杷树上，黄的一

片。 枇杷，似乎总是风景一样的存在，年年知

为谁生？树下，几个妇人在聊天。池塘里，一个

妇人和男子在水里摸蚌壳，篮里快满了。妇人

在水里一边摸蚌壳，一边骂着岸上的男子，大

意是这样好的季节闲着还不去做事是糟蹋了

季节和日月!蚌壳肉捣碎用来喂鸭。 难怪父亲

说土地好。 土地上生长一切的吃喝和希望，土

地在什么时候都是生命的出路。“强本而节

用，则天不能贫”，父亲深谙此道，尽管他从来

不知道荀子是谁，更不知道《荀子·天论》为何

道理。 他一辈子没有放弃过土地。

午饭过点了， 找羊的父亲和哥哥才陆续

回家。 羊并不是他们两个找到的，而是我那哑

巴叔。 奇怪的事情呢，羊戴着铃铛的!循着声

找，总要容易一些的。 可是，羊居然是调皮而

狡猾的，听到人的动静时，它们居然不动也不

声张，就是铃铛，也不让发出声响来，真是成

精了。四处杂草丛生无探脚之处，要存心藏起

来真是太不容易找到。 发现羊的藏身之地的

居然是耳朵听不见的哑叔， 是因为都不能说

话所以心有灵犀吧！ 小黑狗悄无声息地走过

来舔被嫂子随手放在地上的油锅， 父亲拍了

一下它的小脑袋呵斥， 小黑狗拼命地汪汪直

叫， 满是委屈的样子。 我责怪父亲不该动了

手，小狗闻到香味了当然会情不自禁，误以为

是给它的馈赠。父亲突然养了一只狗，可能是

想让它将来能担上帮他牧羊的重任。 满身疲

惫的父亲，一边吃着饭，一边似乎眼睛就打不

开想要睡觉的样子。 父亲被一群不听话又狡

猾的羊折腾得疲累。 不知道那些羊什么时候

能成相亲相爱的一家。负气出走的羊，总是让

父亲不省心。 只是，他还想买羊，少不得又有

新的打斗和出走， 少不得再一次漫山遍野深

一脚浅一脚的找寻和无尽的忧心。

春华秋实的大自然，让人类栽瓜种豆、饮

马牧羊，让人类生生不息地劳作和繁衍。 一切

大自然的馈赠， 在辽阔厚土之上洞开人类生

活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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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铜花，春色满园，锦绣

江山如画。 绿色社区，和谐你我

他。 团结文明诚信，讲道德，安宁

优雅。 献爱心，互助友善，深情度

芳华。

《共筑中国梦》， 岁月生辉，

厉兵秣马。 勤俭敬业孝老映彩

霞。 弘扬时代精神，正能量，厚积

薄发。 共“双创”，荷红萍绿，欣怡

我的家。

梦景

公司总部 张国平

职工摄影

韶华之年

○ 冶炼厂 芳草

送走了春的暖阳，迎来了夏的炙热，在这个多

情的六月，我们感受着生命的真谛。 六月阳光灿烂，

热情似火，我怀念这深藏淡淡幽香的六月，六月的

暖风中燃起了我心中的梦想。

一直以为，六月是个让人欢喜的季节，栀子花

迎着微微拂过的风儿悄然盛开，石榴树上挂起了红

通通的果实， 桃子喜滋滋的在树枝上看着大地，番

茄也在望着天空微笑，一切是那么的美好。 然而，六

月也是个让人伤感的季节，毕业季，分别季，都是在

这个时候。

记得小时候离开家乡那年，我知道即将转学的

消息正是这样一个六月。 只是那个时候年少无知，

不知道转学到底对我的人生有着多大的意义，更不

知道我与同学们的分别会是一辈子的离别。 老师从

学校知道了我和另外一个女同学即将在这次期末

考试后就转学，竟然组织班级的同学给我俩来了个

特别的送别，还在黑板上写上了我俩的名字。 记得

那天是六月的一个周五，那天最后一节课应该是班

会，班主任却把这次班会临时取消，摇身一变成了

送别会。 “我听说我们班有两名同学要随父母到外

地上学，九月份就不在这边读书了，我为这两名同

学感到高兴，希望他们在新的学校能接受更好的教

育，同时也不要忘了家乡的老师同学们。 今天我自

作主张把班会改成送别会，大家有什么想跟这两位

同学说的可以说出来，不想用言语表达的可以写在

这个同学录上，送给她们。 ”没想到，班主任竟然如

此用心，给我们俩一人准备了一个同学录，让我心

里特别感动。

老师示意我们可以“自由活动”后，几个平时经

常一起玩的同学围在了我身边，跟我说了好多好多

的心里话，大概意思就是我转学后，她们会想我的，

叫我到了新的学校记得给她们写信，她们还是我最

最要好的朋友。 当时的我还没有那种离别的伤感，

但同学的话让我感受到了我在她们心中的分量。 在

我不经意中，同学录从一个同学手中传到另外一个

同学的手中，一页页的空白处陆续写上了同学们的

祝福语。 平日里很少打交道的同学也积极参与了进

来，把心里的话用文字刻在了同学录上，真有那种

君子之交淡如水，世间处处有真情的感觉。 身边的

同学走了一个又来了一个，都趁着这个机会想跟我

多说几句话。 甚至以前曾经闹过别扭的同学，这个

时候也放下了面子，主动来找我和解，同学间哪有

隔夜仇啊，那些小事真的也不算什么事了。 我们互

相给对方道歉，希望对方原谅，就这样，一对互不说

话的同学在这个特别的时候，又成了好朋友，其实，

大家的心里都是很珍惜彼此的友谊，这份感情是至

纯至真的。

那年的六月，过的真的是有些特别，那个时候

的我，体会到了老师对我的期望，感受到了同学间

的友爱，也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信心。 如今，几十年的

回忆如过往云烟一晃而过，在这个风轻云淡的六月

天，我又想起了过往尘事……

怀念六月

亲情物语

那天去菜市场，徘徊良久，我不知道该

买什么。 满目嫣红滴翠，却提不起胃口。 男

摊主绽开一脸的微笑“孩子，看看爱吃这个

不？ 刚上市的，很甜……”遂递过一个椭圆

形红苕（薯）。

我仔细打量眼前的一堆红苕,虽然不是

本地产的，但是它的“相貌”体面。 时间如

流，岁月如沙。 一转眼，又到了本地种植苕

的季节。 思绪又回到从前，我又开始打捞起

父爱。

小时候，每到入冬，父亲都会特意买些

红苕， 每逢春节回家就会挑几袋苕做的果

子回黄冈老家，我们称之为“苕果”。 七十年

代初，那时候物资匮乏。 整个村子的人都喜

欢吃父亲做的果子， 父亲每次都给村里的

每家每户分享山的那一边产的苕果子。 叔

叔阿姨拿回去有煮稀饭吃的， 有的拿回去

炒着吃。 在大别山深处长大的我也曾想，为

何父亲每年不畏辛劳， 把苕从千里迢迢的

地方带回来分享给大家。 我没有读懂父亲，

暗底下我笑父亲迂……

父亲从部队转业回来， 分配到大冶有

色赤马山矿工作。 母亲务农， 父亲遇上农

忙、“双抢”和春节期间回黄冈老家。 左邻右

舍的亲人们都会不由自主在我家门口聚集

“开会”。 母亲和父亲总会拿着花生、苕果招

待大家， 当大家夸奖父亲做苕果好吃时,善

良淳朴的父亲会自豪地说 :“黄石因矿闻名

天下， 作为青铜故里的大冶有色矿山之一

的赤马山矿，那里的矿产资源不但丰富，矿

石含金、银、铜、铁……而且那里的土质种

的苕不一般，蒸熟后的苕就像鸡蛋黄样，又

甜又好吃，特别受青睐。 ”大家一边吃果子，

一边聚精会神听父亲讲矿山的故事， 讲山

那一边有着美丽的世界。

每逢工作之余，父亲特别细心，选个好

晴天，约上几个同事一起做苕果。 他们将买

来的苕洗刷干净，刨皮蒸熟后，用菜刀切成

均匀的片状直至晒干。 父亲和叔叔们还做

出花样，将蒸熟的红苕添加黑芝麻 ,同晒干

的橘子皮碎片一起揉捏后， 用擀面棍擀,擀

成一个个薄薄的圆饼, 等到晒成半干后，再

用剪刀剪成条形状的小片。 不管炒着吃还

是用油炸着吃，别有一番风味。 冬天里，我

们一群人围坐在火盆旁， 吃着又脆又香的

果子,听父亲绘声绘色讲工友们井下作业的

场景。

全村人聚集在家门口谈大山之外的故

事，一切都是那么新鲜。 还有叔叔经常逗我

们说:“你爸爸带苕回来没？‘真苕’，带那么

多苕回来。 ”在我的儿时记忆中，深深印刻

下父亲和苕的故事。 只要有人捎口信回说:

父亲近期会回来。 我们姐弟三人就会站在

村头张望， 甚至一路小跑到路上去迎接父

亲。 那时候交通不便利，回趟老家要转几次

车，下车后，还要挑着重担步行一小时左右

才能到家。 那天，我们看见父亲撑着一把雨

伞，穿了一套灰色的工作服，肩上挑了两大

袋东西，任由风吹雨打，蹒跚地走在田间的

小路上。 父亲见到了我们，只见他欣喜地加

快了步伐， 父亲慢慢探下身， 仔细打量我

们，眼眸里充满了爱和期待。

父爱和母爱截然不同，在我们的成长过

程中，父亲扮演着严父的角色。 在雨里撑起

一柄伞，铿锵在山路十八弯的曲径里，那年

那月雨中的那一天， 定格了父亲最亲切而

清晰形象。 那份爱如山一般的厚重，又如水

一般的柔软。 他的爱藏在苕里，把每一份真

情都融入生活中，藏在每个生活的细节里。

父爱像流水般慢慢地流经我们的心里。 非

典那年，父亲因突发脑出血去世。 红苕香里

的父爱都成了记忆。 我很多年没吃上父亲

做的苕果子和从赤马山矿带回的红苕。 偶

尔父亲挑着几大袋子果子的情景会进入我

的梦里。 我们在村头四下张望，醒来的时候

就会摸到一脸的泪水。

原以为在这里 ,不会吃到红苕，那天却

在菜场上遇见，有种遇故般的感觉。 卖红苕

的大叔年纪同父亲相当， 见我驻足在摊前

好久说:“买吧！这是粗粮，要多吃点，没有施

化肥没有喷农药 , 你拿回去换着花样吃

……”恍惚间,耳边响起父亲说过的话 :吃完

百病不侵。 我把大叔剩余的苕都买了。 我想

在我家的餐桌上，总有红苕的影子，像童年

一样，我百吃不厌，细细品尝红苕香里藏的

父爱。

○ 矿业分公司铜绿山矿 马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