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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学 副 刊

我们需要平静的生活，可平静的
日子过久了，又往往百无聊赖，失去自
我，以致心灵如闲搁在屋角的家什，蒙
了淡淡的一层灰。

金寨之行，让我平素的内心起了
一些波澜，且很长时间不能平静。之所
以这样说，并非矫情，你只要跟随讲解
员的脚步，听着她那一字一血的介绍，
就如一个小锤，慢慢地敲击着你的内
心，不疾不徐，不重不轻。你笑着，说
着，看着，听着，到最后沉默着，等你到
了那面“哭墙”，你终于绷不住了，你
情感的闸门，随之洞开，一泻千里。

金寨被誉为“红军摇篮，将军故
乡”，是革命老区，战争年代爆发了立
夏节起义和六霍起义，组建了十一支
主力红军队伍，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核心区，是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前
线指挥部。全县 10 万人参军参战，走
出了洪学智、皮定均等共和国五十九
位将军。这次我作为特邀人员，与池
州老新协一行人前往金寨革命博物
馆参观，可谓经历了一次灵魂的特别
洗礼。

金寨县革命博物馆坐落在梅山水
库下，苍松翠柏间。馆前摆有一架旧飞
机，一辆旧坦克和一架旧火炮，这些经

历过战火的旧物，将人的思绪拉到了战
争年代。抚摩着这些冷冰冰的武器，一腔
热血，涌上心头。在讲解员的引导下，我
们走进了大厅，那青铜壁画将峥嵘岁月
镌刻在墙壁上，也镌刻在参观者的心中。
众多伟人的题词排列满墙，习主席的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抷热土一抷魂”讲
话，也赫然其中。是啊，金寨县三千多平
方公里的土地上，哪一寸山河没有热血，
哪一抷热土没有魂灵？十万人踊跃参军，
一万人血染疆场。这是怎样的浩浩荡荡，
又是怎样的痛断心肠？

这不得不让人想到了信仰与思想。
想当初，没有信仰，就不会有这么多人奔
赴战场；没有思想，就没有这么多人抛弃
爹娘。而生于金寨的蒋光慈，就是一位早
期宣传革命思想与信仰的文学革命者。
在大革命失败后，蒋光慈就像一个笨拙
的江湖医生，误打误撞地撞开了当时中
国青年们的心扉，革命、爱情、理想等成
为他小说的主要元素。因此他的小说
《少年漂泊者》，不知影响了多少热血男
儿走上了革命道路。胡耀邦、习仲勋等许
多人在其传记中，都提到了这部小说对
他们的革命启蒙。让人感慨金寨成为革
命红军的策源地，似乎是冥冥之中的一
个注定。望着展馆墙上的蒋光慈，我想文

弱书生，笔力千斤，唤醒青年，向往革命。
是金寨的山、金寨的水给了他不同寻常
的才气与勇气吧。

“山之南山花烂漫，山之北白雪皑
皑，此山大别于他山也！”唐代大诗人李
白，道出了大别山的别样风景。而金寨
处于大别山的腹地，金寨人有着大别山
一样的别样的人格光辉，他们一面是对
光明的执著向往，一面是对现实的坚韧
不惧。当你看到金刚台上的八姐妹的故
事，你心有所动，感觉此言不虚。长征
时，留守在大别山区的红二十八军处于
危境。为了保卫根据地，金寨县金刚台
上活跃着一支妇女红军队伍,人们称之
为金刚台女排。她们吃野菜、嚼草根、穿
密林、卧冰雪，机智勇敢地与敌人周旋
斗争。最后，30 人的队伍，只剩下八人。
特别是妇女战士张敏为了保护十几位
战友，敌人搜山逼近时，将自己的啼哭
的孩子，捂在襁褓中窒息而亡。天下父
母谁不爱自己的孩子，但面对革命的大
义和战友，张敏的选择是多么的椎心泣
血啊！

我的内心如翻江倒海，眼泪在眼眶
里打转。为了一个信仰，这些勇士哪怕舍
弃孩子与爹娘。十一岁就参加红军的金
寨人吴国璋，经历过无数次战斗，指挥过

多次战役，枪林弹雨，与死神擦肩，当找
到失散十几年的母亲时，抗美援朝战争
爆发，他写信给他母亲，等战争胜利了，
就回去看望朝思暮想的娘。可怎么也想
不到，这位副军级将领竟殒身沙场，那
墨迹未干的话语，成了不可兑现的诺
言。死者长已矣，生者常戚戚；若知聚不
成，宁隔不相寻。想必他的娘以泪洗面，
哀恸无期了。

功将垂成，斯人远去。这种“出师未
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抱憾，痛
心彻骨，悲哀至深。等到了那一堵“哭
墙”前，你再也把持不住自己了。

金寨的“哭墙”，有二三十米长，通
身是黑色的大理石，上面密密麻麻地刻
着烈士的名字，就像一队队整装待发的
士兵，墙的上方，雕刻有花环。整个布
置，庄严肃穆。当讲解员用低沉的声音，
介绍金寨这面墙上，躺着一万多名烈士
时，我们一行人再也抑制不住情感了。
我深深地向烈士们鞠了一个躬，任凭泪
水打湿胸襟。

坐在回程的车子上，那一句句讲
解，一幅幅画面，一帧帧影像，一个个故
事，仍在我脑海中翻滚。锦衣玉食享太
平，岂忘先辈不惜命。金寨的红色之旅，
触及了泪点，因为触及了内心。

金寨的“哭墙”
□张峪铭

我告别高考战场走近那梦寐以求的
大学校园，到今年刚好是三十整载。三十
年悠悠岁月，早已将我对儿时及读书时代
的众多记忆或印象冲淡、带走，但莘莘学
子至于高考时的情形却时常闯入我的梦
中。

既然是梦，那相会于高考的情景便是
五花八门，甚至很多还很不靠谱的，情节
亦大多是名落孙山或焦头烂额的那种，如
考试迟到、准考证等重要物件忘带、丢失，
抑或试卷没做完、题目漏做，或有抄袭恶
念被及时发现并清除出场，如此等等，不
一而足。由于梦境大多不尽于人意，所以
我常常被之惊醒，有时还有一身冷汗相伴
的。

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我时常
梦见高考，是我于高考至今还有什么牵挂
或难以释怀的吗？每次梦醒，我都要对刚
刚过去的梦境回想一番，并试图从中寻找
点什么。

三十年前，同样是流火的岁月，在经
过多年不懈奋斗后，我终于梦想成真，拿
到了梦寐以求的一纸高考录取通知书。
虽说录取我的是一所大学专科学校，但
我也已满足，因为在那毕业包分配工作
单位的年代，毕竟我可以从此告别“面
朝黄土背朝天”的岁月，从此“吃上商品
粮”了。还有重要的一点是，录取使我成
为村中足登大学殿堂的第一人。记得我
快踏入校门前的那段时间里，我不断地
接受着乡里乡亲们的祝福和赞许的目
光，一家一户五至十元的贺礼让父母将
谢谢二字一直挂在嘴上。应该说，考上大
学我圆了我自己及全家人的梦想，更是
让父母自豪了一番。

但我为实现这一梦想，也付出了艰辛
的努力，包括父母及我的弟兄。我的家在
桐城的一个农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
虽说农村农田包产到户的改革为小农人
家带来了诸多希望，但贫乏的底子还是让
子女众多的农家人过着艰辛的生活。那时
顿顿能吃饱米饭是奢侈想法，从地里刨出
来的山芋成为我们的当家主粮，至于鸡鸭
腥荤也只有逢年过节时才有的享受了。艰
难的条件并没有阻拦住父母让我们读书
的念头，但弟兄三人同时读书让家境尤困
的父母愁眉终日里难以舒展。在分别读完
小学和高中后，哥哥和弟弟便相聚辍学回
家务农，全家人一下子将希望寄托在孤军
奋战的我一人身上。随后，哥哥成家生子，
本就无什么经济来源的家庭更加的窘迫
起来，于是，父母及兄弟相继外出打工补
贴家用，并努力地供我实现愿望，这也是
我一直愧疚和必须感恩的地方。

走上工作岗位后，我倍加珍惜求学路
上种种的艰辛和来之不易认真工作，并凭
自己的努力不到五年便走上基层领导岗
位，但学历的适许遗憾及知识阅历的局
限还是让我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受到
不少影响。每每如此，我便反思到自己
曾经的学业不精，并继而想到当年高考
的不足来。也或许正是这种原因吧，日
里所思的烦想，让进入梦境后的少许思
维细胞还在不断的黯然惆怅，催我自
省。而每当此时，我也是受到一次警醒，
对自己的学习或工作是否放松作一次
回味和摸排，并告知自己不要被时代的
进步和社会的快速发展淘汰了。至此，
我忽然想起那时常做着的高考梦，无形
中成为我工作生活中前进的动力，并不
断地鞭策着我务必做一个对社会、于家
庭有用的人。

时常梦高考
□盛叶彬

五月，清晨，当第一缕曙光飞上
云端，山边沟沿的樱桃树上缀满了
如珍珠玛瑙般红艳新鲜的红樱桃。
啾啾唧唧喳喳的小雀儿枝头欢唱，
还有那粗声大气的白头翁，不时变
着声儿嚷着：“快来呀快来呀”的不
知名儿的巧嘴儿，那音韵那节奏，还
有那旁边满是明快的新绿的槐树，
简直是入了仙境。

鸟儿唱够了，便在缀满了晶莹
剔透的红樱桃的枝头欢快地跳跃
着，寻觅着成熟最早的果实。倘若碰
见了有同伴看见，叽叽喳喳互相夸
耀，那衔了果儿的鸟儿忍不住得意，
嘎嘎一笑，得，那红宝石一般的好果
儿便“噗———”地一下掉到地上。

都说鸟儿啄过虫子拱过的果
子必定最甜。我从草丛里轻轻捡起，
用手擦擦，放入口中，只轻轻一咬，
可不，那酸甜的果汁啊，立马口舌生
津。那甜那美便缓缓地流入心底了。

樱桃沟里的早晨是清美的。刚
下过雨的树的叶子被清洗的碧绿，
几只鸟儿在树丛间跳跃啼鸣，啁啾

有声。清晨的阳光洒满樱桃园，更使一
园子的红的更红绿的更绿，新鲜欲滴，
流光溢彩，仿佛那诗那画在绿叶间飘
在鲜嫩的红樱桃上跳。

我和几个朋友来到田老太太的樱
桃园里，一身黑色的田老太太提着个
小篮子，旁边跟着六七岁的小孙女。那
丫头见了我们也不怯人，睁着俩水灵
灵的大眼睛，蝴蝶般地跟着我们，笑
着，跑着，闹着，红扑扑的小脸蛋竟赛
过了这红樱桃。

山里人好客，山沟里的人更是淳
朴。田老太拿个板凳坐在园里，咧着嘴眯
着眼边话着家常：“在很久很久以前啊，
樱桃树是长在天池边专供玉皇大帝早春
尝鲜的。玉帝念它年年先供，便封为“百
果先熟之王”。有一年有几个小孩子去玩
耍，看满树绿叶红果，晶莹剔透，颗颗就像
那红玛瑙珍珠，便猴儿一样攀爬树上尽情
品尝。这一年呀，玉帝只吃到了很少的的
又黄又酸的小樱桃。玉帝大怒，以为樱桃
树偷懒，把它贬到了人间。

人间的青山绿水，反倒使樱桃更
水灵更鲜美。老人们说，樱桃美容养

人，得了正阳之气才先百果而熟。都说
樱桃好吃树难栽，其实不然，这樱桃树
啊，其实也很好养。”

也是，你看着山里人家的门前屋
后、甚至山坡上，都有樱桃树的影子。
就连我们去樱桃沟的斜坡上、一家院
落的角落里都生长着樱桃树。

摘完樱桃，满嘴满手都是黏黏的
汁液。我们又来到田老太太的家里洗
手，只见她的院里挂着几条的腊肉，房
上养的是土蜂，而屋后和房角便是几
棵大的樱桃树。这里不如沟里的日照
充足，树上的果子有些发黄，成熟的较
晚几天。屋里摆放着一瓶瓶的土蜂
蜜，而这些土蜂就是酿采山上的樱花
荆花槐花而制作的蜜，稍微挑起一点
入口，舌尖上便弥散开满满的花香。
这些勤劳淳朴的山里人不为生活所
困，不以环境所择，他们的内心里又
何尝不跟这樱桃树一样以内心的淳
朴和阳光，汲取大地营养，奉献着自
己的美好？

这五月的天呀，不仅绿了芭蕉，更
红了樱桃。

樱桃红了
□董全云

五月花似海，又到一年母亲节。
我的母亲，同天下所有的母亲一

样，无不对这个世间充满无限的爱意。
关于母亲的琐碎细节，胶片一样鲜活
于我的记忆里。

五岁那年，弟弟还在襁褓之中。母
亲抱着弟弟，我则拉着她的衣襟，去外
婆家探亲。清楚记得，在路上遇着一个
四十多岁的鳏夫，怀揣一个面容极其
瘦削的婴儿，婴儿嗷嗷待哺，周围人嘘
唏不已。母亲停下问，原来是抱养弃
婴，没奶吃，又不会吃饭，才饿得这样。
母亲二话没说，硬从弟弟嘴里拽出奶
头，把弟弟塞给一位大妈，接过婴儿喂
奶。婴儿瞬间停止了哭泣，吸得滋滋
响。母亲的眼里，流淌着母性的温柔。

有时，我甚至有些嫉妒别人家的
孩子，不明白母亲为什么给予他们多
于对我们的爱呢？

邻居夏叔有家暴倾向。他的儿子
初中毕业，犯一点小错，夏叔就把他五
花大绑在院子的一棵老树上，褪了裤
子，用牛鞭狠劲猛抽。孩子鬼哭狼嚎地
惨叫，母亲不顾被推得趔趔趄趄，一把
夺过夏叔的鞭子，悲愤怒吼：“他还是
个孩子！你咋那么狠呢？……”母亲一
边垂泪，一边给孩子浮肿的身上敷药，
还让那孩子在我家生活了七天七夜。

母亲总是受命于他人孩子的危难

之际，而对于我们，却苛刻和不近人情。
那一年，我初中毕业，毅然决然不再上
学。母亲很生气，同我郑重地谈了一次，
说不上学就出去打工，反正不会白白养
活我。我咬咬牙：打工就打工。于是，铁了
心的我被母亲送到了亲戚家的建筑工地。
在工地里，搬砖搅泥，挥汗如雨，瘦弱的肩
膀被磨出了血痕，手上无一完好，全是血
泡。我无法含冤叫屈，而母亲则视若无睹，
表现出异常的冷漠。一个月后，我终于不堪
其苦，对母亲说：娘，我要上学。母亲平静地
说：要上学就好好读书，不上就继续做工。
你的选择，将来怎样，可怨不得谁。后来的
我，一鼓作气，奋起直追，最终考上了一所
中专。读到孟母断织劝学的故事，我恍然明
白，母亲的良苦用心。

参加工作后，我在城里买了楼房，沦
为房奴，整日又为衣食谋，像陀螺般忙
乱。母亲在乡下为我分担，没有更为得力
的营生，就经营传统的养殖。母亲每次进
城，都把钱如数交给我，嘱我还贷。

这些年，生活好了。母亲赋闲，我力
劝母亲来城里住，母亲婉言拒绝。说楼那
么高，不接地气，闷人，又有啥好！不遭那
罪。

又到母亲节，纵然没有一束康乃馨
的浪漫，但我的母亲不会失望。“大爱无
言，爱善渡万物而不鸣。”她的付出，是
从来没有想到过感谢的。

大爱无言
□陈重阳

母亲八十多岁了，由于双膝患有
骨关节退化行动不便，走起路来很吃
力，平时只能在家里杵着拐杖行走。

日常买菜和采购日用品等，都是
由父亲或我同妻子来购买。而剪头发
对于母亲来说是一件挺难的事情，附
近倒是有两家美容美发店，尽管剪一
次头发的价格比较贵，但是谁也不愿
意上门服务。每次剪头发时，母亲都是
在父亲的搀扶下，艰难的从楼上走下
来，再艰难地走到美发店。因此，剪发
也成了母亲的一个难题。

前年初夏，父亲惊喜地告诉我，附
近菜市场处的一个小巷里新开了一家理
发店，中老年人都到这里理发，价格也不
贵，服务态度挺不错。父亲决定带着母亲
去剪发，我让父亲双休日时去，到时候
由我去接送母亲。当我双休日赶到父母
住处时，母亲的头发已经剪好了，一头
的银发修剪得整整齐齐清清爽爽。没等
我说话，父亲就解释道：“我去哪家理发
店看了一下，生意挺好的，担心双休日
人更多，排不上队，就提前带着你妈把
头发剪了。”接着父亲又告诉我，理发的
也是一位年轻人，母亲剪完头发后，人
家硬不收钱，说是年纪大的老人免费服
务。为这事，父母都很感动。

后来，父亲去理发时，看到理发店
里还特地贴了一张告示“七十岁以上
老人理发，一律免费。”纵然如此，父
亲硬是将钱塞到理发的青年手中，而
当理完发后，青年又将钱塞回到了父
亲的口袋里。

去年秋天时，母亲去剪头发，正赶上
是双休日，我去陪母亲剪头发，见理发店
不大，打扫得干干净净，那张告示还在。
理发的年轻人显然认识母亲，同一个刚
刚坐到理发椅上的中年人商量是不是可
以让母亲先剪头发。中年人挺爽快地答
应了。我反倒有些不好意思。中年人摆了
摆手，指着青年理发师道：“现在像这样
的年轻人少呀，我得支持他。”

年轻人动作麻利，却一丝不苟，给母
亲剪好发后，左看右看再细心修理，最后问
母亲：“阿姨，你看一看镜子，满意不满
意？”母亲自然满意。我要付钱给青年，他
指了指告示道：“不用付的。”就开始给那
个中年人理发。我们道谢出了门，母亲夸这
个小伙子人好，心地善良，懂得尊重老人。

这个双休日，我同妻子去看望父母，
见母亲的头发又剪了，脸上却有一丝愁
云，问母亲是怎么回事，母亲说：“那个
理发要关门息业了。”我问“为什么？”
一旁的父亲道：“不挣钱，生意差。”接着
父亲告诉我同妻子，尽管这家理发店收
费低，但是理发的顾客中老人几乎占了
一半，一个月其实挣不到多少钱。大家也
都理解这位理发年轻人的不易，想将理
发店保留下来，老人们都主动要求给钱，
年轻人有些不好意思，便收五元钱。纵然
如此，今年的房租涨了，青年打算到期就
息业。一旦这家理发店关了门，母亲的剪
发就是一个难题，为此母亲真的很犯愁。
听了父母亲的话，我同妻子也犯起愁来，
剪头发本来是一个小事情，在我们家却
是一个困难的事情。

母亲剪发
□杨勤华

一个同事问我，母亲节来了，你打
算为你母亲做点什么？我冲同事摇摇
头说，我什么也不做，平时咋样还是咋
样。同事煞有介事地批评起我来，说毕
竟是母亲节，怎么着也该有所表示。怎
么表示？要我无限深情地对母亲说：妈
妈，您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我爱
您！老实说，我做不到，这么肉麻的话
我也说不出。我当然能明白同事的好
心，只是我觉得关心自己的父母是做
儿女天经地义的事情，不在于某一天，
不拘泥于何种方式。

在我写下这段文字的不久前，我
耳闻目睹了一件让人非常痛心也非常
愤慨的事情。一位年过八旬的老太太，
在一间没有电、没有窗子的土屋子里
故去，死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还是细
心的邻居瞧出了不对劲。离土屋子不远
的是老太太三个儿子气派阔绰装修精
美的楼房。老人过世后，她的儿女们也
都回来了，郑重其事地为老太太举行了
一个隆重的葬礼。在许多人看来，那个
隆重的葬礼不过是猫哭耗子。在炎热的
夏天，老人的儿女们住在宽敞舒适的房
子里开着空调，有没有想过他们的老妈
妈的房子连生活必需的用电都没有，土
屋子连窗子都没有，他们就那么心安理
得吗？这样的儿女再多也等于没有，平
时生活上的照顾可能还不及邻居，那老
太太不过是有儿女的孤寡老人。

我住什么地方，我母亲也跟我住
一样的地方，母亲住得不好，那是我的
无能。我从没为年迈的母亲举行不一

般长脸的生日宴，但是，简单的生日家
常饭我是能够做得到的。去年夏天，我
的一个朋友计划随团旅游，临动身的
时，他突然取消了行程。问他为什么取
消，他说，他的老妈妈身体不适，不能
走。其实他母亲也没什么了不得的病，
找医生打打针吃吃药也就没事了，可他
还是取消计划了好久的行程。我当时在
心里说，这才是人子之道呀，我也该向
人家看齐。“父母在，不远游”，我会记
住这句忠告的，好山好水看不足，不要
因为迷恋山水而给自己带来遗憾。

家有老母，我的母亲很老了，满头都
是花白的头发，腰身不一般的佝偻，真真
切切是风烛残年之人。由于生养的儿女
多，一辈子的操心和辛苦可想而知，以至
于晚年，本该享几天清福的她，还在没完
没了地忙着家务。她能照顾自己的时候，
也犯不着我去照顾。她需要我照顾的时
候，我能装作没看见吗？所幸的是，我一
直在家乡工作，与老母亲朝夕相处，对于
母亲是有足够的了解的，譬如她身体欠
佳，倘若不是十分严重，她会装做什么也
没发生，但如果我能看出她哪儿不舒服
了，那就得赶紧带着她去看医生。天下的
父母心都是一样的，总想少给儿女添加
麻烦，越是这样，平时就越要细心一些。
一个月前，母亲的眼睛出现了问题，带到
医院，医生说，拖了一些时候了，再拖下
去，后果会很严重。即便在住院的时候，
她还在为我耽误工作而深感不安，我只
能对她说，我的领导也有父母，他的父母
如果生病了，他们也会请假照顾的。

家有老母
□范方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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