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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学 副 刊

周末回老家看望父母。在帮父母
打扫整理房间时，突然从床铺底下
发现了一沓厚厚的纸张。拿出来一
看是五张手绘的地图。每一张的地
图形状都不一样。仔细一瞧，这每
一张地图都是一个城市，上面用铅
笔勾勒的轮廓已有些模糊不清。地
图上被标注的密密麻麻，有很多各
式各样的符号，能看得出这是表示
不同的交通线路和一些建筑标志。
旁边还有一些字迹发黄的小字，我
捧到灯光底下仔细辨认，“上海 9
月 8 日，9 月 9 日……” 这些歪歪
扭扭的字体后面画的是表示天气
的符号。我的心猛地一颤，泪水扑

簌扑簌滚滚而下。我翻阅着这五张手
绘地图，每一张都是一个我曾经去过
的城市。

大学毕业后，我辗转于几个城市
找工作，先去了上海、江苏，后又去了
广州、深圳。父亲不放心我，说一个女孩
子在外面闯荡不安全，硬要跟我一块去，
我坚决阻止。那时聪明的我对父亲是不
屑一顾的，父亲没上过学，斗大的字不识
一个，让父亲跟我去，别说父亲管我了，
我还得照顾父亲。于是我独自出行。可每
到一个地方，总会接到父母的电话，母亲
会准确无误地告诉我当天的天气以及第
二天的天气情况，并嘱咐我看天气穿衣
服。父亲则会精确无误地说出我当时所

处的地理位置以及周边的地理情况。父
亲甚至告诉我出门要怎么做公交车，他
对我所在地的公交路线非常清楚。在后
来的很多时候，我只要一外出，就提前把
地点告诉父母，母亲会告诉我当地的天
气情况，父亲则会准确给我提供乘车路
线。我随然身在外面，可我一点也不孤
单，因为父母犹如在我的身边，他们帮助
我的出行，指导我的生活，给我的工作出
谋划策。

我的心里一直有一个疑问，父母都
是文盲，一辈子没有出过远门，如何能对
外面的世界了解地那么清楚，而且对当
地的地埋位置以及乘车路线都了如指
掌，可我每次一问起父母，他们总会笑呵

呵地说，这有什么呀，谁让我们的女儿在
那儿呢！现在我一下子明白了，原来父母
为了了解我所在城市的情况，便亲手绘
制了那个城市的地图，并对那个城市悉
心地研究琢磨，关注这个城市的天气，研
究这个城市的交通等情况。我不知道这
五张手绘地图耗费了父母多少个不眠之
夜，但我知道这里面凝聚了父母无限的
关爱与牵挂！

不管我在哪里，不管我离父母有
多远，我的足迹始终印证在父母的地
图上，一如那放飞的风筝，不管我飞得
有多高多远，那条线始终紧紧地攥在
父母的手心，为我掌控着方向，积蓄着
力量。

父母的地图
□张素燕

1
她定定地站在镜子前，一张年轻的眼

睛在对面审视着她，有些黯淡的脸，眼角
突起了些微皱纹，像天空漂浮的云丝，她
把眼睛睁大，像是袭来一阵风，眼角又恢
复平静。一条红色的围巾缠绕在脖子上，
两头搭在胸前，流苏像是散开的发辫，衬
着她的脸。她有些窒息，就把围巾解开了
一道，把一条顺到了背后。

“小娟，你约好了没有，要不要妈陪你
去！”母亲出现在她的身旁，低声问。

她撅着嘴，对着镜子瞪眼，像是对自
己发狠道：“你去干嘛？”又垂下眼睑。

母亲被呛了一口，嘴张着，半天才吐
出话来，“还不是为你以后考虑，隔壁王大
妈介绍的是公务员，那个小张———”似乎
多提一下小张都是浪费。

她恼了，就把脖子上的围巾生生地拽了下
来，如水般丝滑的围巾摩挲着脖子像一条毛糙
的绳索，她痛苦地皱眉说：“知道了，你烦不
烦。”

2
小张是男友，是在一次朋友聚会上认

识的。
那还是在秋天的夜晚，夜风带着寒

意，就把枝头上的黄叶揪了下来，一起追
着风在空旷的街道上自由地疯跑着。她搂
着胳膊，缩着肩膀，踩在树叶上“沙沙”作
响。小张在身后一直默默地跟着。

“小娟，要不你把我的外衣套上吧！”
小张喊了一声，紧撵两步和她并排，夹克
衫拉链一路无阻地褪到底。

她微微扬起了下巴，冷风像刀就抹过
脖子，她不得不把下巴低到锁骨处，头一
次见面，就———她摇着头。

暗影里也看不清小张模糊的脸，只见
那眸子水光般闪了一下，他突然说：“你等
一下！”照直地往前面一家亮着灯的超市
跑去，没有拉起的衣角像翅膀般张开。

“给！”他手捧着红色的围巾递了过
来，她没有拒绝，接了过来，温暖顺着脖颈
就蔓延到了全身，她生出一丝感动。

3
“什么？就送一条围巾。”母亲惊诧地

望着她，伸手捏了一下围巾。
她脸都红了，就低下脸，满心的喜悦

像蝌蚪一般都游走了。
母亲咂嘴说：“一看就是没有钱，这围

巾看样子就三十块钱的地摊货，他是干什
么的？一个月拿多少钱，爸妈又是做什么
的？”

她一赌气，倦倦地躺在床上，空洞地
看着头顶上的灯，胸口难抑地起伏着。

母亲的脸影子一般悬着上方，遮住了
她的视线，说：“找朋友要宁缺毋滥，都是
为了你好！———”

她闭上眼，把自己推进了无边的黑暗
里。

4
湖面上结着冰，薄薄得像是玻璃瓶

底。岸边的垂柳枯楞着枝头，像干枯长发，
她的脸像一张白纸，从包里掏出那条揉成
一团火焰一般的围巾，就递给了小张。

小张没有伸手，像怕被烫到，哆嗦着
嘴说：“你这是干什么？”

她直接把围巾塞到了小张的怀里，像
丢一只烫手的山芋。

小张一侧身，围巾松散地跌落了地，
像血般流淌开。小张激动地说：“对，我知
道我没有钱，可是我能给你温暖！”声音像
只脱笼的鸟，挣扎着向青白的天空冲去。

她站在湖边，背对着，仰起头，似乎在
追寻着那鸟的飞行的踪迹。天空无限阔
大，平整整得也像一只结了冰的湖。脸颊
有了冷意，像落了一滴雨。

5
她用脚尖试了试冰面，还没容冰面炸

开，身子一歪就滑跌进了湖水里，“噗通”
一声，她绝望地看着那纹丝不动的天，还
有那晃动的树影，两只手抓挠着。

“抓住围巾！”一个声音大声嚷嚷着。
她像是刚刚睡着，被唤醒班睁开惺忪

的眼，一个火红的桥就搭在她的面前，她
奋力地伸手，够着……

围巾（小小说）

□余凯

喜欢读古典诗歌的人，都有一种
感受，有时整首诗记不起来，甚至作
者都忘记了，其中个别诗句却能脱口
而出。如唐代王之涣的“欲穷千里
目，更上一层楼”、白居易的“野火烧
不尽，春风吹又生”、宋代陆游的“山
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苏
轼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
山中”。古典诗歌中此类句子，古人多
称为佳句，往往用朱笔加以圈点。有的
诗完全因一二佳句而立，如果从中抽
掉或换掉它，则几乎诗不成诗矣。然而
这些佳句却可以脱离诗篇，单独流传
吟诵于口，而不影响它的艺术魅力。譬
如我们见一女子出落的清纯可人，或
可随口吟出李白的诗句：“清水出芙
蓉，天然去雕饰”。虽然这两句诗本来
是形容诗文的风格的。

此种现象在新诗中少见，著名诗
人、散文家忆明珠在《茶之梦》文中，

对此有过一段闲论：“闻一多诗云：‘我
的粮食是一壶苦茶。’我极叹赏闻一多
的这句诗，可题上画幅，可镌入印章。郭
小川诗有‘杯中美酒，盘中水饺’八字，
亦佳，但只宜题画而不宜入印。新诗以
句胜者凤毛麟角，远不如古典诗词的
警策。这或许由于古典诗词以句为造
境单位，而新诗造境动辄以段、以节，
空大其壳，经不起单摘。此中利弊，似
颇需诗人们善自斟酌。”忆明珠先生是
写新诗的，这段关于新旧诗的比较，系
冷暖自知的夫子自道。新诗要表达比
古人繁复的思想，只能以节与段为造
境单位，故在诗句的警策上，自不能与
古诗争短长。

古典诗歌因语言与格律的限制，
除去长篇歌行体的诗外，较难表现丰
富复杂的思想感情，然而却因其诗句、
特别是对仗句的警策，富有极好的概
括性、广延性与独立性，诗句可以脱离

诗篇而单独流传。甚至有些极富特征
与概括性的诗句，即使是脱离对仗的
前后句，也可以单句形式而独立存在。
如唐诗人许浑的 “山雨欲来风满楼”
（前句“溪云初起日沉阁”）、李贺的
“黑云压城城欲摧”（后句“甲光向日
金鳞开”），人们在引用时往往将其对
句丢掉。“山雨”、“黑云”两单句，因
渲染了某种危急的局势与紧张的气
氛，常为现代文章或人们口头引用。这
些诗句都脱离了原诗的特定语境，被
人们广泛运用于相类的情境了。

古代诗人在诗歌创作中，普遍觉
察到了这一点，将诗句作相对独立的
单元苦心经营。所以诗人在创作诗歌
时，就讲究诗句、特别是对仗句的炼
字与炼句。传说中唐代贾岛“推敲”
炼字、李贺呕血吟诗的故事，都是脍
炙人口的例子。唐代诗人杜甫追求
“语不惊人死不休”，清代诗人袁枚
也是“一诗千改始心安”，都是把炼
字炼句当作写诗的最高境界。也正是
因为如此，才有了古诗缤纷如珠玉的
大量佳句的产生，构成了中国古典诗
歌特有的现象。

古诗中的佳句
□吕达余

好久没有下过这么一场大雪
了，也好久没有这么寒冷过了。走在
小区里，居然看到了树上挂着的亮
晶晶的冰凌，我一下子便激动起来，
嗬———，冰凌———久违了！

记得小时候像这样的严冬时
节，应该是冰凌挂满屋檐下的时节，
那一条条、一排排连成串的亮晶晶、
冷森森的冰凌，是冬天里的一道靓
丽风景，也是我们孩子们的乐趣。

那时候的天气很冷，只要是一
场寒雨或是一场大雪过后，房檐下、
树干上、晾衣绳和电线上到处都挂
满了大大小小尖尖长长的冰凌。这
个时候，我们就会欢喜雀跃。冰凌多
数是透明白亮的，也有淡黄色的，它
们有的像一根细长的锥子，有的像
一颗步枪子弹，还有的像一根长长
的毛笔，更有的像一把锋利的尖刀。
将冰凌折断是一件非常刺激的事
情，房檐下的冰凌冻得很牢固，掰下
来时需要用点力气，而且还得站到
叠起的凳子上去，旁边需有两个孩
子扶着凳子，让胆大的孩子站上去，
伸出的手刚好能够够得着房檐下的
冰凌，然后握紧冷冽彻寒的冰凌用
劲一掰，只听“咔”的一声，一只冰
凌就齐根掰断了，有时候还会将几
根相连的冰凌一块掰下来，那就更

有意思了，它们就像是一把齿口疏松
的光亮梳子，小伙伴们会争着在头上
梳上几把。最易采掰的是树条上的冰
凌，只要树不高，任你怎么掰。有的时
候，干脆将树干折断，然后擒着挂着一
长串冰凌像是银鞭一样的树条煞是威
风地舞动着，当两个小伙伴的“银鞭”
挥舞到一起时，便会发出冰凌相互碰
撞的“啪啪”声，落下的一颗颗碎圆的
小冰棒在地下到处滚动。

用一根竹竿敲击挂在屋檐下的冰
凌，也是一件忒开心的事情，小伙伴们
每个人手里拿着一根长竹竿，就像一个
冲锋陷阵的士兵，对着一排高高悬挂的
冰凌一阵猛扫，顿时，冰花四溅，脆声
悦耳，好不酣畅淋漓。更多的时候，还
是将冰凌抓在手中把玩，一根冰凌在
手中，寒冰之气直往手心里钻，但是谁
也舍不得扔掉，总觉得很“过瘾”，直
到越来越小渐渐在冻得通红的小手中
融化消失。

可以说，每个喜欢玩冰凌的孩子都
尝过冰凌的滋味，别看冰凌冻得很硬，
而我们的牙齿更加厉害，“嘎嘣，嘎嘣”
地，用不了多会就会将一根冰凌嚼完，
冰凌虽然寡淡无味，但是于我们这些孩
子来说却似吃冰糖一般的有滋有味。有
的孩子从茅草屋上掰下的冰凌颜色黄
黄的，吃起来还有点苦涩味，居然照样

满不在乎地吃个畅快。那时候的家长和
老师似乎都很宽容，并不反对我们砸冰
凌、玩冰凌、吃冰凌，更不会拿健康和学
习来要挟，有的家长居然还会主动帮着
孩子掰冰凌，然后同孩子们一起津津有
味地吃冰凌。记得邻居家一位小伙伴的
父亲挺爱喝酒，冬天时，喜欢用一个小
煤油炉炖着腌白菜火锅就酒，每次喝酒
时就会在屋檐下随手掰断几根冰凌，将
一根根尖尖的冰凌从酒瓶口插进瓶中，
待后面粗于瓶口的冰凌插不进去时便
折断，让前面尖细的冰凌掉落后浸泡在
酒中，然后就着冰凌泡酒一口一口有滋
有味的慢慢品味，还得意地宣称是“喝
冰酒”。让我们这些好奇的孩子看了后
既羡慕又佩服。后来，上初中时，我们也
学着他的法子，偷偷的喝“冰酒”，味道
果然“很不一般”。上学时，我们也常
常将冰凌带到课堂上，老师会淡淡地
提醒我们“先扔掉，下课再玩”。没有
哪个学生因为玩冰凌而挨罚。倒是有
调皮的男同学舍不得将冰凌扔掉，会
趁着老师转身在黑板上写字时，偷偷
将冰凌往前排的女同学脖子里放，惊
得女同学立马站立起来，要么予以回
击，要么拿眼睛狠狠地瞪一下恶作剧
的男孩。通常，女孩子都没有那么矫情
和娇气，待老师转过身来时，一切皆已
风平浪静。

吃冰凌、玩冰凌的年岁于我来说
早已过去，但是那份乐趣依然挥之不
去，倘若现在还是童少年时代，便很难
有冰凌可玩、可吃了。由此，我倒有些
庆幸———我曾玩过冰凌，也吃过冰凌。

又见冰凌
□杨勤华

快过年了，窗外飘着雪。夜，寂静
又清冷。我坐在温暖的灯下，读龙应台
的《目送》，眼泪忍不住落下来。我想
起母亲，想起母亲一次次送我远行的
情形。

母亲已八十多岁，我是她最小的
女儿，姊妹几个，只有我一人常年在外
打拼，母亲自然对我最为牵挂。每年我
回家过年的那几天，都是母亲最开心
的时候。她忙进忙出，难掩兴奋之情。
可一旦听说我哪天返程，母亲的神色
立刻黯淡下来。她总是那一句话：“再
住一天吧。”我也总是说特别忙，（其
实也不是那么忙，无非是读书旅游什
么的），然后匆匆地准备返程。母亲不
再留我，但她的落寞，我看得见。

早些年，母亲总是送我到火车站。
后来母亲年岁大了，我返程时，她便要
父亲送我到火车站，她只送我到门口，
我望着她，和她告别。她的眼睛泛着泪
光，我便不敢再看也不敢多说，匆匆下
楼，留给她一个不懂事的背影。

去年十月，父亲在被病痛折磨了
三年之后，撒手而去。今年元旦，我放
不下悲痛中的母亲，回去看望她，当天
晚上便返程回家。她送我到公交车站，
一路上寒气袭人，我和母亲边走边聊，
一下就到了车站附近。BRT 快捷公交
车站在马路对面，见天桥楼梯又高又
长，我让母亲不过去了。我走上楼梯到
了天桥中间，往下看了一眼，没看见母

亲，便快速走到公交车站，买票进了闸机
通道。车还没来，我一回头，见母亲正从
远处向闸机方向走来，我示意叫她回去，
她立在闸机的那一边，望着我，嘱咐又嘱
咐，她忘了她的小女儿已经五十出头了。
车来了，我上了车，车开后，我望了一眼
母亲，她还站在哪儿，昏暗的通道里，只
有母亲孤零零的身影……

回去后，我常给母亲打电话，她的言
语少多了，有时候说着说着就哭起来，她
便不肯再讲下去。父亲的离去，让她伤感
又孤独，曾经坚强的母亲一下脆弱了许
多。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想念逝去的父亲，
想起无人陪伴的母亲，那些自责、愧疚便
蜂拥而来。我开始埋怨那个自私的自己，
母亲给了我全部的爱，自己给不了母亲什
么，多陪陪她，就是对她最大的慰藉，但就
这么一点点，自己也做不到，似乎永远有
忙不完的事。为什么自己就不能停下来几
天，就那么几天，多陪陪母亲呢？

灯下的文字还在叩击着我的心灵,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
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
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你的背影渐行
渐远。”忽然，一股巨大的无助与悲凉袭
来，母亲正在老去，在生命的旅途中，我
们和母亲渐行渐远，而我们能做的，只是
在母亲还能看见我们的背影时，多陪陪
她们。

已买好春节回家的车票，这个春节
我要多陪母亲几日。

渐行渐远的背影
□聂 红

从南城坐车的乘客，是清一色的
返乡农民工。

他们像搬家一样，每个人都带着一
溜大包小包，就像幼儿园老师身边拢着
一圈孩子。他们拖着行李箱，扛着撑得
不能再装的蛇皮袋，挑着露出包袱外的
家伙什，拎着一叠叠洗得干干净净的空
漆桶……行色匆匆，争先恐后。

车上坐定，吁了一口气，个个喜形
于色。是啊，有钱无钱，回家过年。回家
也许是他们一年的盼头。他们掏出手
机一一给家里人拨了电话。

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子，轻言细语的
在电话里说：“儿子，吃过饭了？休息好
没？……哦考试了，考得怎么样啊？要用
心考哇！我可能要到晚上才能回家。”
这位母亲滔滔不绝的，邻座提醒她，孩
子考试时不能多说，她才挂断了电话。

可她意犹未尽，告诉邻座，她孩子如
何懂事，不让她陪读，让她放心在外打工。

一位父亲在电话里声音特别大，
但有着大方与豪爽的味道。“我与你
妈准备在县城给你买衣服……哪能不
买呐，一年一新嘛，放心啊！我回去马
上买。”放下电话，这位父亲美滋滋

的，好像刚充了电一般。我知道，对孩子
的关心长期缺位，做父母的心怀歉疚，只
好用钱弥补孩子了。

一位丈夫给妻子打了个电话，声音
很轻，但我隐隐约约地听到一点。“……
没事，今天才买到了车票，车站里人都堆
起来了，我提前买的……我腿伤已好的
……我会注意的……你咳嗽也要到医院
去看一看，别硬撑着……”

车子里的电话声此起彼伏，好像约定
的一般，这个刚打完，不一会儿那个又打。

到了晚上六点，情况正好相反，家中
回拨的电话就像煮粥似的，且内容几乎
都一个样。

“妈，到家还有一会儿，你们先吃饭，别
等我，别饿着啊！”“我上车时买了好多吃
的，你们先吃，爸有老胃病，不能饿的……”
“老婆，我马上回家了，把饭饨在锅里就行
了，你吃……我在外面经常吃好的。”

出差才几天的我，听到他们的这些
电话异常感动。也许他们也常常与亲人
通电话，但即将到家了，工作放下了，他
们被生活磨得稍显麻木的心一点点的柔
软起来，他们的电话有着格外的温馨。

于是，我也掏起手机……

温 馨
□张峪铭

那个被我丢弃的家伙叫狐狸，如
你所知，它是一条狗。它至少被我丢弃
了两次。

初春的一个周末，我睡了一个懒
觉起来，拉开门，蜷在檐下我鞋子上的
它坐直了身子，很无辜地看着我。一身
灰黄的绒毛脏兮兮的，却还带着一点
婴儿肥。哪里来的小狗呢？我用扫帚赶
它，它坐着身子，有点死皮赖脸。拎起
它拉开院门时，发现门洞外趴伏蹲守
着同事家的大黑，原来小狗是被大黑
撵进我家院子的，它把我家当成了避
难所。我帮它把大黑赶走了，它却依然
不走，亦步亦趋地跟在我的脚边，好几
次差点把我绊倒。我知道它肯定饿了，
早餐匀一半给它吃了。初春也还有点
冷，我在檐下铺了一件厚衣服给它睡。

我喜欢一切幼小的动物，喜欢它
们的呆萌和天真，但我是叶公好龙，只
喜欢微笑着站一边看，不喜欢去伺候。
何况我住在校园里，养不得狗。鸡鸣狗
吠，有碍校容。我给这个新来的家伙取
名叫狐狸，养了两天，周一学生来上
课，放学时我找来一个男生，把狐狸交
给他，叫他把它带到村庄里或者菜市
场，要把它带得远远的。

到了周三，午后，我出门准备去教
室。不远处我看见了它，正神请疲惫地
朝我走来，好像长途跋涉过一样，四只
脚如同穿了四只半筒泥靴。看见我它竟
然摇着屁股奔过来，欢天喜地地，像见
到久违的亲人，竟没有一点埋怨和委
屈。我有点内疚，有点可怜它了。自此，
它便在我家走廊上安营扎寨，一点也不
把自己当外人。这个记吃不记打的家
伙，我对你又不好，干嘛要赖上我？

我是一个生活能力较差的人，吃饭的
事常常是对付了事，一日三餐也没有规
律，我偶尔想起狐狸，才给它一些剩菜剩
饭，它自力更生地活着，却很快也长成大。
栗色的毛发油亮光滑，在汪星人的世界里

它应该也算是一个亭亭玉立的大美人了。
狐狸投奔我实在是遇人不淑。却硬

是把我当成了它的主人，每天我进门出
门，它不厌其烦地迎来送往，每天傍晚我
散步时它都颠颠地跟着，俨然忠心耿耿
的保镖和仆人。

再次丢弃它不是因为它把我晾晒的
鞋子衔得到处都是，也不是因为它夜晚风
吹草动就乱吠影响了我的睡眠。妈妈家的
狗被人药死了，乡村人家养了成群的鸡、
鸭、鹅、豚，急需一个看家护院的帮手。

狐狸毫无防备地被我塞进了一只大
大的蛇皮袋。我叫了一辆面包车把它带
到了妈妈家，用绳子把它拴在鸡圈旁，它
夹着尾巴站在那瑟瑟发抖，眼睛中尽是
委屈和乞怜。我走后妈妈打电话告诉我，
说狐狸绝食。又过了几天爸爸打电话过
来，说这条狗不叫唤，养着无益，叫我再
接回来。嚯，这个家伙，还挺有个性的，不
是绝食就是禁言。它闹了一阵脾气，慢慢
接受了被丢弃的现实，随遇而安了。

我再次回娘家已是两个多月后。我
走进娘家村子，汪汪，汪，远远地就听见
狐狸对着门前行人庄严地警告。吠叫的
声音突然停止了，它看见我了。奔扑过
来，却被绳索重重地拽回。它仍然不断地
奔扑，口中呜呜有声，抑制不住喜悦和兴
奋。我走过去，它俯首，摇尾巴，打滚。我
解开它的绳子，它便撞我的腿，舔我的
手，兴奋地扭着秧歌。它一点都不计较我
对它的两次丢弃。

我走时，它抢在我的前面跑，我呵斥
它，往妈妈家轰赶它，它装聋作哑，得意
洋洋地跑在前面。村口有一条铁路横亘
着，它在铁路上站定等我。我翻过铁路
时，它倒是没有再跟着我，站在铁路上注
视我走去。我回头，它还站在那。我骂它，
说火车要来了，还不快回去。它好像听懂
了，一转身跳下铁路，回我妈妈家去了。

它的身影看不见了，我还站着看。有
泪在脸颊滑过。

那个被我丢弃的家伙
□何荣芳

水墨天井 范旭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