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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牛，可是个老生常谈的话
题，老的掉牙，没人愿意再把这个话
题拾起来。好象牛的蹄痕早已被一
场风沙卷走，消失在人们的记忆里。
然而，我却像丢了一件什么东西，非
要把它找出来。

找到了牛，便找到了一段记忆，
找到了一段难舍的感怀。与其说寻
找，还不如说窖藏。就像酒，经过一
个时期的发酵，才能更为浓香。时间
越长，越是醇美，越是稀珍。

我把记忆的碎片缝合起来，小
心翼翼地捧在手里。这碎片看似薄
如蝉翼，却厚重得像是要脱手。我如
数家珍般地细细把量，像是裹在了
一件耳熟能详的事物里，耳朵、心灵
和眼睛在这件事物里奇异般地洞
开，任何动静和一切微妙的变化，在
这个直觉世界里，被灵巧地捕捉、感
知和呈现。我从时空的酿窖连成一
片的开门声中，看到了牛的影痕古
董一样的珍贵古美而又光鲜。

一声长长的牛哞在久违的记忆
里化开，带着音乐的余节，像一串
串释怀的号子。其实它是轰鸣的列
车拖着的长长尾巴，这尾巴在一个
不起眼的村子里摇摆，全村人都裹
在尾巴里，从一个年头抵达另一个
年头。

逆着时光追赶，抵达一个不起
眼的村子。在一处没有院墙的院子
里，一头牛美滋滋地享受着时光。这
头个头很大的牛，几乎塞满整个院
子，剩余的缝隙是主人留给自己的。
主人和村子里的人一样，把狭小的
空间留给了自己。外面的人来到村
子，总是先看到牛，再从院子里挤过
去，才能见到这家的主人。牛泡在日
子里，时光水一样漫上来，村里人抱
着一根木头在漂，从中午漂到下午，
从年头漂到年尾。有了这根木头，村
里人便有了依托，也便有了梦。全村
的大人小孩都会呵护这个梦。这个
梦在村子里打转，
有的人从打转的
梦里走出来，然后
再寻求另一个梦。
起初我没看清那
根漂流的木头，后
来又到时光的深
处走了走，那根漂
流的木头就是牛。
在村子里，牛岂止
占据大半个院子，
更占据了村里人
的整个心胸。

在 那 个 盛 满
牛蹄痕的院子里，
我幼小的脚印也
花朵似的洒在那
里，还有爷爷、奶
奶、父亲、母亲等
全家人的踏痕。因
为那就是我的家，
那牛就是我家的
牛 。院 子 无 遮 无
挡，风可以从四面
八方吹来，有暖融
融的春风，当然还
会有酷热和冰冷
的夏冬之风。牛踩
在院子里，然后我
们踩在牛蹄痕的
上面，两种不同的
痕迹混合在一起，
生成了一种鲜活
的图案。这图案里
弥散着牛的气息，
也散发着庄稼人咸涩的汗味。任何
画家笔下的牛，都不是一种凭空的
想象，都是从这鲜活的图案里找到
的。这图案是根，是源头。任何丝丝
缕缕的记忆，都是从这根和源头里
漫射出去的。

足迹被牛的蹄痕裹在了里面，
牛就义无返顾地承载起全家人的愿
望。一户户人家，整个村子也都浸润
在一声声牛哞里。有了牛，村里人就
能把希望的种子抛进泥土里，然后
长出果实来；有了牛，村里人的脚下
就会生出一阵风，风在村里人的脚
下使劲地吹，村里人便醉在了这风
里。到了耕种的季节，东方露出鱼肚
白的时候，父亲扛着犁头，手里牵着
牛走向土地，套上枷担，将犁铧尖儿
插进泥土，用三尺长的皮鞭轻轻敲
一下牛屁股，嘴里不停地吆喝，犁铧
便钻进深土里。牛喘着粗气，只顾往
前走，必要的时候转个弯。太阳当顶
了，牛身后和父亲身后，就翻耕出一
片片黄灿灿的鲜土来。父亲看看牛，
又看看土地，然后蹲在地头上点燃
一袋烟，烟雾在父亲的笑容里升起
来，一声牛哞裹着尚未散尽的大口
的喘息，又把这团悠然的烟雾捧得
更高更远。

原来我家没有牛，院子里空空
的，风会从院子里横空扫过。父亲站
在了院子里，我们又踏在了父亲的
足迹上。到了那个季节，一根粗粗的
牵绳却套在了父亲的肩膀上，父亲
喘着粗气艰难地往前挪。这粗气千
辛万苦才从父亲的嘴里冒出来，原
来父亲也是一头牛。那个时候父亲

没抽烟，烟袋就放在父亲的衣兜里，
却没力气拿出来。为了让我家的牛
越冬，预先要储备一些干草。我是个
地道的村里娃，镰刀便挥舞在年少
的岁月里。我先是在附近的渠上去
割草，然后去了远一些的坡上，再后
来就逾越了村界。一大堆青草打成
捆，压在我的肩膀上，张口气喘地回
到家。我站在牛的旁边，身上递传了
一股子牛劲儿，我似乎也成了一头
年幼的牛。那天我在院子里仔细观
察，怪了，满院子都是牛蹄痕，似乎
我家的牛增多了，整个村子也被连
成一片的牛哞包裹着。

那时去放牛，我走在牛的前
面，手里牵着牛。后来，牛走在了我
前面，反倒领着我。其实牛不仅走
在我前面，还走在父亲的前面，走
在村里人的前面。牛熟知去坡的
路，更谙熟归家的路。我对牛最放
心，索性骑在了牛背上，任凭牛悠
踏地往前走。父亲背过我，父亲也
是牛，父亲不忍心骑在牛背上，但
还是那样做了。那天父亲在地里干
活伤了腿，我急得直哭，一筹莫展
时，是牛把父亲驮回了家。我常常
被牛所感动，做梦都在感激牛。牛
驮着时光，驮着岁月，驮着我，驮着
父亲，还有更多更多的人，默默地
把蹄痕写在了庄稼人的笑靥里。

牛只知道默默地干活，做的事
累积起来能变成一座山。村里人站
在山顶上，就是站在了牛背上。牛能
使村里人站得高，看得远，山那边浮
起的一抹彩霞，便是村里人的梦。为
了这个梦，村里人要把山变得更高，
所以父亲也加入了牛的行列，父亲
也是牛，父亲也把一块块基石固在
了山的脚下。我感佩牛，也感佩父
亲，于是我也想成为牛，但我却达不
到。我顶多算是牛的一条尾巴，我对
山的贡献不过是一个细小的碎片，
就像一片微不足道的飘叶，轻轻地，

轻轻地在记忆的
天空悄无痕迹地
滑逸。

牛 天 生 就 是
村里人的朋友。我
听说过驯马，却从
没听说过驯牛，对
于牛无需这么罗
嗦。牛更不像鹅那
样 咄 咄 逼 人 。据
说，鹅的眼睛看人
是缩小的，在鹅的
视觉里，人会成倍
成倍地缩小，所以
鹅分不清强弱，总
善于攻击人。而牛
恰恰相反，牛的眼
睛看人是放大的，
它会把人看得比
自己高大，牛总是
很谦恭地对待任
何事物，哪怕是一
个小小的牧童。牛
的温顺和善使我
从小就和牛交上
了朋友。那天我把
自己的脸贴在牛
的脸上，我的体温
和牛的体温融合
在一起，在相互的
融合中，彼此之间
传递着某种微妙
的东西，于是我们
就成了密不可分
的 朋 友 。我 了 解

牛，牛也了解我。我能从牛哞里辨认
出喜怒哀乐，也能从一抬足一摇尾
的每个举动中，体察牛的意愿。牛也
一样，它能从我的吆喝声中明白应
该是前行还是后退，抑或转弯，也能
从我丰富的表情中知道我在向它问
候。牛自从进了我家的院子，就注定
要做我的朋友，做全村人的朋友。人
和牛做朋友，是一种炽热的表达，牛
和人做朋友，是与生俱来的意愿。

后来有了“铁牛”，“铁牛”在村
里人的土地上翻涌出神奇的浪花。

“铁牛”也是牛，同样有蹄痕，同样有
牛哞。“铁牛”是牛的一种，是牛的延
续，就像我家原来没有牛，只有一根
牵绳套在父亲的肩膀上。或许是因
为牛做的事太多，牛的事迹感动了
全村子里的人，不忍心牛再这样过
度劳作下去，所以就从外面请来了

“铁牛”。
我不想再说牛吃的是草，挤出

的是奶，这句话被很多人说了无数
遍。然而，这句俗不可耐的话语被
弯腰拾起，我又重新感觉到了它的
纯美与光鲜。我家的牛吃的是草，
挤出的也是奶，这奶是通过太阳的
燃烧，千辛万苦从禾苗里冒出来
的。后来我家的牛去了茫茫大草
原，就直接把奶挤在了奶杯里。我
捧起一杯奶，奶的淳香就会从很远
很远的村子里溢出来。每当此时，
我就迫不及待地扬起头，这牛的故
事和牛的感怀便情不自禁地饮入
我心怀。无论我走到哪里，有牛奶
在，也就有了牛的陪伴。我总也离
不开牛，牛总也离不开我。

牛
◎董国宾

到了戴草帽的日子，自然已是烈日炎炎。
那时的太阳可真毒。早晨起床，睡眼惺忪坐在门口的石墩上，

太阳光照在墙上已然发红晃眼。额头上，脖子上，后背前胸，爆痱
子，一片一片，红红点点，燥热奇痒，双手哗哗抓搔个不停。搞不明
白那时是怎么回事，村人都爱生痈子，尤其是孩子和青少年，头
上，脸上，胸前，后背，动辄长出几个痈子，先是发红发亮，继而越
长越大，活像牛犊初生的小角，疼痛难忍。一直要长到里面胀满了
脓血，抠破了，挤出来，才慢慢消肿康复，留下一个疤痕。这样的痈
子在身上此起彼伏地长，往往要历经漫长的夏秋两季。因此平时
外出，戴一顶草帽以避酷日，就很有必要。

我的家里当然也有几顶草帽。只是当季节来临，这几顶草帽
从墙钉上取下来派上用场时，拍拍灰尘，已经黄不拉基黑古溜秋，
陈旧不堪。有的帽檐鞭子甚至已经脱了线，软踏踏的，掉下一截
来，我的母亲便找了针线和破布来缝上。小时候，我经常在夏日里
跟随母亲到山上，用竹筢子搂油茶树黑色的落叶，或者黄色的松
针，母亲戴一顶宽檐的旧草帽，汗水顺着脸面溜下来，浸湿了下巴
系着的草帽带子。旧草帽下这根浸泡了汗渍和污垢的发黑的带
子，我有时咬在嘴里，有一股咸涩的味道。

夏季是一年里忙碌的季节，割麦子，耗红薯藤，耗禾苗，喷雾
杀虫，看田水，灌菜园，这些都是在烈日下进行。整个季节，村里的
农人，常戴着旧草帽在外面忙忙碌碌。

草帽旧了，也有旧的好处，就是不必过于珍惜。在野外的树荫
下乘凉，往往顺手从头上摘了草帽垫屁股，或是卷了帽檐扇风。有
时，还成了临时摘菜盛东西的容器。有的人，甚至将草帽按进水里
浸泡，甩干后，戴在头上，凉爽。这样的行为，若是换了新草帽，断
然是不可想象的。实在破烂不堪的草帽，稻子黄熟时，戴在了稻草
人的头上。它单腿独立着，高高地站在田野中央，穿着褴褛的衣
裳，拿一柄在风中摇晃不定的破蒲扇，装模作样，俨然一副老农的
装扮，吓唬着飞来飞去的鸟雀。

祥伍是村里长相标致的青年，他的诸多行为举止显得标新立
异，比如他是村里第一个下田打领带的人，那时我还年少，不少村
人对他嗤之以鼻，甚至在背后说他的笑话：“一个农老古，摆什么
臭格！”他戴草帽也与众不同，常把草帽的顶子顶得高高尖尖的，
有时甚至把旧草帽的宽檐剪掉，戴在头上活像一个黄中泛黑的箭
塔。他这样戴草帽的方式显得很拉风，曾是村中少年模仿的偶像，
因此多年过去，依然记忆犹新。

到圩场上买新草帽，一般是在双抢的前夕。双抢的那段日子，
正是一年中最暑热的天气，全家大小整天在酷日下的稻田从天光
晒到天黑，每人没有一顶草帽显然是不行的。新草帽大致有两种，
一种颜色洁白，编织精细，帽凸的两侧留有两个金属小孔，用来系
带子。一种色泽发黄，编织粗糙，当然价格也就相对便宜，村人多
买这种。

盛夏时节，常有暴雨突来，雨点打在地上，像一枚大洋，让人
躲避不及。新草帽淋了雨，会变形发黑。经了一夏一秋，到来年找
出来戴时，已是黄不拉基黑古溜秋的旧草帽了。

草帽
◎黄孝纪

有家就有阳台，有阳台就有花，有花就有弄花人。蜗居乡下小
镇十余年，从父母的亲亲宝贝到单家独户，阳台上的风景，一直是
母亲这位护花使者在精心打理。那段日子很清苦，虽然家徒四壁，
但因为四季花香满溢，生活倒也充实温馨。

最初的阳台，是乡下的后院，母亲从邻居那儿弄来几枝月季，
让全家人几乎是每天，都有一份如花心情。随后，父亲喜欢雄性化
一点的鸡冠，再到后来我与小妹又爱上五星和茉莉，这一切的喜欢
因素加盟，让后院的菜园变成了花园。最后三年的乡下生活，基本
上成了家人的园丁岁月，培养了我们的爱心加耐心，还有爱 美的
天性。

搬到城里后，养花的空间一下压缩了很多。家里开始出现一批
精品花盆，那些曾经芳香四溢的鲜花，经过优胜劣汰，存下来的只
有顽强的月季。后来我们才明白，不是月季的生命力旺盛，而是得
益于母亲这位钟爱它们的辛勤园丁的细心呵护。

成家立业之初，一阵锅碗瓢盆忙碌中，阳台上的鲜花早不见了
踪影。偶尔的日子，妻会买一两盆插花回来妆点，却由于缺了母亲
手艺，不出几日鲜花就出现枯萎。久之，我们不再有兴趣养花。阳台
上少了鲜花的点缀，总不入眼。后来，妻干脆备了几盆塑料花。转
眼，女儿到了上小学的年纪，忽然爱上了养花，于是家里又多了盆
景及花卉。但小家伙只知欣赏与炫耀，君子动口不动手。茶余饭后，
我与妻还得一个挑水一个浇园，其费心劳神程度一点也不亚于培
养孩子。花卉的茁壮会带来女儿的开心，女儿的开心会带来全家人
的幸福。为着全家人的幸福，我们心甘情愿当起了花匠，并最终拥
有了一颗阳台匠心。随着学业任务的加重，女儿不再对养花感兴
趣。我呢，种花的时间和心情亦随之少下来。那天，母亲造访，看了
我们的阳台之后直摇头。两日后，母亲送来两盆仙人球，“放你的电
脑桌上吧，你每天上网时间长，书上说，它会净化空气，减少幅射。
还有，这东西没鲜花那么娇贵，不用施肥，也不用添水。天晴的时
候，拿它们到阳台上透透气就行了。”自至，孤独的阳台上，出现了
两盆孤独的仙人球。

仙人球一天天长大，母亲一天天变老。不改的只是仙人球中的
母爱，还有一情花事，从书房到阳台，从黑夜到天明。

阳台花事
◎蒋平

我就是那个麦田里奔跑的孩子
在这个最令人陶醉的季节
麦田无边无际
任凭我的放肆与痴迷
跑着跑着
我就成了一株麦子
在村庄以外
父亲常常独自走来
抽烟冥想的地方
我知道那高远的天

就是未来
一株麦子的黄
就是未来的未来
阴晴雨风
每一动作都让父亲为之操劳
我是那株幸福的麦子
在这个最令人激昂的季节
父亲始终怀抱着六月
一个天不亮就下地收割的日子

我是一株麦子
◎雨山

现在
一阵风带着夜幕降临
一只手拂过黑色的水面
什么样的表情被夜色淹没
什么样的心思被黑夜之风
打碎
这个寂静无声的夜晚风
掠过城市的上空 有时候
我就这样安静地坐着
在有风的夜晚
幻想
自己又回到了远古的年代
一张纸写下了生活的滋味
眼泪或者欢笑
一只手抓住了疾速跑过的风
有时候
我一个人抽着烟
在有风的夜晚
我想像着一个简单的女人
和我简单地相爱
在柴米油盐的忙碌中
让有风的夜晚渐渐趋于平淡
有风的夜晚
我听见了窗外

呼啸着跑过的风的脚步声
我想象着夜的寂静
被谁莽撞地打破
更多的时候
我是在写一些文字
在有风的夜晚
让它们深入我的灵魂
我需要的是内心的宁静
这在有风的这个夜晚
是多么的迫切
有风
在这个夜晚
城市的喧闹早已安然入睡
拾起一串长长短短的句子
今夜的风里
我一直醒着
在黑夜的窗前守住你的梦境
像是一位守望麦田的农夫
让黑夜的手抚摸你的睡眠
这些就以足够
这个夜晚
我在风中的守护
让你的梦醉在天亮之前

有风的夜晚
◎明晓东

每年三月，我居住的小城春风飒飒，携裹着
清香的桃花雨开始翩翩飘落，令人赏心悦目。

我居住的小城，位于长江北岸。小城很
美，街道两旁绿树成荫，外观优美的楼房鳞次
栉比，精心设计、培育的绿地，如绿色的地毯
点缀在小城的各个角落。小城街道洁净，空气
清新，蔚蓝蔚蓝的天空，总能给人带来好心
情。然而我最倾心的是小城的桃花雨。

小城的人喜好种桃花树。不仅许多公共
绿地和公共场所栽种了桃花树，不少的居民
还在房前屋后的空地上栽上了桃花树。这不
仅在于桃花树四季常青，充满活力，能够美化
人们的生活，在于它的花清香四逸，沁人心
脾，让人心旷神怡,更在于它的花翩翩飞落的
意境，引人浮想联翩。因此，每每桃花俏立枝
头时，总有许多小城居民喜上眉梢。落英缤纷
时，总能看到有人伫立在桃花树前，脸上露出
惋惜的神情；有人静静地站立，或徘徊于桃花
树下，接受翩翩飘落的桃花的洗礼，感受翩翩
飘落的桃花--桃花雨的诗情画意。

在小城，欣赏桃花雨绝妙的地方有两处：
一是鸡哈寨北端，另一处是汉坊的山坡。

鸡哈寨北端两侧各有一株高七八米，枝
繁叶茂，树冠如擎起的巨伞的桃花树。树下砌
了环状的坐椅，供居民休闲歇脚之用。花开半
月是欣赏桃花雨的最佳时机。此时满树桃花
夭夭灼灼，和着桥上南来北往的汽车声响，时
疏时稠地飘落，犹如舞蹈小精灵翩翩起舞。看
久了，可以望望桥上或悠闲或匆匆而过的行
人；看看夕阳下富屯溪波光跃金，渔舟破水，
泛起一道道水痕的美景；看看苍穹中自由自
在飞翔的鸟儿。置身于此，桃花雨、行人、夕阳
是自己眼中的一道道风景，自己也是行人眼
中的一道风景。此地虽然有些嘈杂，但是心情
却不会烦躁；有些许伤感，更有无尽的遐思。

汉坊的山坡是居民休闲的好去处。三国
时期蜀主刘备的点将台就建山脊上。那儿林
木蓊郁，一条蜿蜒小径，从林间穿过，桃花树
风致夹道。桃花怒放时，清香远逸，连点将台
上都清香扑鼻。走进林间观桃花雨，静谧、空
灵、泠泠，偶尔从密林深处传来几声清脆的鸟
鸣，林间就显得更加幽静。走进桃花雨世界，

“点点桃花雨”就如调皮、可爱的孩子扑入你
的怀抱，亲吻你的脸；又像金黄的蝴蝶站立在
人的头上、肩膀上，有时当你用手去捕捉它，
它却无声地飞走了。正因为有这般的情趣，桃
花雨翩翩飘落之际，这里才不会过于寂寥。

我是小城痴迷“桃花雨”居民中的一分
子。无论是骑车行走在大街上，还是信步于居
民小区、小巷间，只要闻到桃花的清香，我就
会情不自禁地追香寻树，直至看到翩翩飘舞
的桃花雨并欣赏一番后才肯罢休。

在九曲回肠的小巷中寻找“桃花雨”，常
遇到“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春”的
事。每次遇到这样的事都是一阵惊喜，从未出
现过心不起波澜的时候。

桃花雨美，桃花茶香。几年前，我在一所
偏僻的乡村小学任教。一天，一位学生家长送
给我一包刚制好的桃花茶。他说：“制作桃花
茶，采集桃花很重要，必须在它最香的时候采
摘。用这样的桃花制作出的桃花茶才清香扑
鼻，味厚爽口。”

丰姿秀逸的桃花雨，是我心目中最绚丽
多彩的雨，是我感到最温馨的雨。它那翩翩飘
落的身姿在我脑海中久久荡漾，它飘落时包
蕴的诗情画意，在我心田里回旋。我为自己能
从平凡的景物中享受到令人心醉的美而感
慨，禁不住想到：生活中并不缺少美，只要有
一双善于寻找美的眼睛，拥有一份感受美的
心情，美就会伴你同行。

桃花雨
◎阿素

牛只知道默默
地干活，做的事累积
起来能变成一座
山。村里人站在山
顶上，就是站在了牛
背上。牛能使村里
人站得高，看得远，
山那边浮起的一抹
彩霞，便是村里人的
梦。为了这个梦，村
里人要把山变得更
高，所以父亲也加入
了牛的行列，父亲也
是牛，父亲也把一块
块基石固在了山的
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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