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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亲人的第 1395 个昼夜，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眼间我的宝贝也将踏
入你人生的校园时光了。我是一个念旧的人，翻开相册里的这 3 年，才

靳小倡

◎

曾琰梅

梦见父亲
严国鸿

◎

我会偶尔梦见您牵我的手，从田里归来，和
我在院子里聊天......
醒来，您已不见，我又疑心父亲是头顶飘过
的白云，是窗外掠过的小鸟，是夜阑人静时含泪
的月亮......
好想好想，穿越时光回去看您......
您在果园里为我摘果子，您在屋前为我种
花，您在屋后为我养蜂，您在路口等我回家，您
在树下听我诉说生活的酸甜苦辣，您告诉我“吃
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孩子你一定行，爸爸是你
坚强的后盾，爸爸的肩膀你可以永远依靠”，您
还 告 诉 我“ 去 追 求 你 想 要 的 生 活 吧 ，别 回
头”......
若 真 有 前 生 和 来 世 ，我 是 否 还 能 和 您 相
认......
山川肃静，河流不语，我便朝拜所有的神
灵，求他们让我们来生还能遇见，我还做您的女
儿......
我们还住山下，门前种花，屋后养蜂，而您
却在大山深处安睡，山野的风很大，垄上的草青
青......
这个没有父亲的父亲节，当天边的彩霞褪
去光芒时，您是否也和我一样思念成疾......
愿天堂的父亲一切安好！

从 2019 年的第一声啼哭到 2022 年的搞怪鬼
马，
生活里都是你成长的堆叠。
5 月的洪坝在难得一见的日晕下到处都是流光
溢彩。看着乡政府被照的金灿灿的水泥地，仿佛浮现
出我牵着你稚嫩的小手，你战战兢兢又充满好奇的
和我挪动双脚蹒跚学步的画面。当我放开手，你会害
怕的原地不前；我站在你身后，你会紧张的不知所
措；当我放你在栏杆边练习时，你会看不到我而张皇
失措。在一次次试探、训练的尝试中，一岁三个月的
你终于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
宝贝，当你学会走路时，我相信你已然知道了什
么是学习。你会和爸爸妈妈分开学着去融入幼儿园，
学着去交朋友，学着和大家并排坐着吃饭，学着处理
和小朋友之间的矛盾，学着自己保护自己。学习是终
身的事，无论什么时候请不要放弃学习，因为那是你
给理想生活搭的架子。
两岁半的冬天，开了电暖炉的康定还是冷得让
人打颤。那段时间工作带娃两手抓的菠萝爸爸玩着
手机在床边坐着睡着了，我忙着看书没太留意你，你
走进卧室想找爸爸玩。爸爸突然对我大声说：
“妹儿，
你女儿刚对我说‘爸爸，你好辛苦啊！’我都睡着了，
听到这句话眼泪都要出来了。”三月底，菠萝爸爸去
色达出差，康定又下起了鹅毛大雪，妹妹望向舅公家
窗对面的折多山下山路，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接踵而
至的大车混着康定夜幕下的灯光在白雪纷飞中晕
开，妹妹拿着玩具对阿祖说：
“下这么大的雪，我的爸
爸咋个回来嘛。”这略带焦虑的奶音逗得大家哈哈大
笑，
可同时我们更惊讶于你身上的懂事和贴心。
宝贝，很庆幸你拥有一颗感恩的心。在体会父母
给予你爱与温暖的同时，你也学会了体谅与关怀。或
许现在的你感受浅显，不懂共情，那就从身边的人爱
起，从眼下的人珍惜。在你和时间的追逐里，你会发
现最好的就在身边，最美的即是当下。妈妈希望你永
怀感恩之心去体谅关心那些爱你、帮助你、温暖你的
人和物。
去年夏天的成都防疫形势严峻，爸爸带着你和
阿祖只敢晚上出门透透气，小区门口的小贩放着几
只小宠物鸭在地上嬉戏，这可把你欢喜得不得了，赶
忙上去追着它们喊：
“小鸭子，不要跑，小鸭子，不要
跑。”看着乱跑乱撞的小鸭子被你追得无处可藏的模
样，
让我们因疫情笼罩的恐慌都一扫而光了。
为了锻炼你的自理能力，让你自己学着洗手。没
曾想，你竟找到了新的娱乐项目——玩泡泡。每晚洗
手玩耍你是最起劲的，可是衣服也一次次打湿，在我
多次劝说警告无果后，我生气的吼了你并让你罚站。
你低着头，摇着身子，满含泪水的对我说：
“妈妈，我
错了，我以后再也不了。”这可怜的模样真是让我又
气又爱，气的是你开始了两岁的叛逆期，爱的是你懂
得了知错就改。
宝贝，很高兴你的好性格正在点滴养成。李玫瑾
教授说“童年的好坏能影响人的一生。”的确，幸福的
人一生都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
希望快乐美好的童年给了你坚韧开朗的性格，因为
这份开朗，让你以后无论面对什么，处在什么环境都
能充满阳光，
一生向阳。
妈妈一直坚信每个孩子都是一颗不同的种子，
花期不同绽放的姿态也不同。很庆幸我的小种子也
在努力发芽，妈妈不知道你会开出什么花，你的花期
在什么时候。但我只想做那个你在雨里踩水，我是为
你打伞的人；你在雪地里堆雪人，我是帮你铲雪花的
人；你在阳光下滑滑板车，我是陪你烈日暴晒的人。
来到这个世界，妈妈希望你去感受水是怎么流动，云
是怎么飘浮，花是如何开败，四季是如何流转，还有
爱是什么模样。
朱自清说：
“父母与子女就是一场场的目送。”你
会长大。从依赖我衣角的小女孩变成独自背着书包
坐公交车的学童，妈妈会因为你写作业很慢而大声
催促你；会因为辅导你的作业而情绪失控；会在一年
一年的岁月里守望你的背影。你会走远，会在叛逆期
里和妈妈顶嘴，会在晚回家时被爸爸呵斥，会有如流
感般的青春期，会去攀登更多更高的山，走更广更远
的路。爸爸妈妈希望你明白即使人生有过不完的坎，
也要坚信没有过不去的坎。你会被别人讥讽看轻，会
被世俗讨论，那又怎样了，爸爸妈妈不用你做玫瑰、
牡丹、或是百合，你可以是雏菊、是栀子、是格桑，甚
至是没有名字的野花。这个世界很喧嚣，做你自己就
好，
因为你会被我们深爱着。

◎

王朝书

紫藤
◎

“出去走走吗”，我轻声问自己。是呀，我对
着这张白纸已发呆许久了，
透透气去吧！
信步走到了绿地的一角——一片古老的
紫藤树下，跳入眼帘的景色令我为之一振！那
是怎样的曼妙啊！宛若一不留神闯入了少女的
梦境……
漫天的紫藤，肆意地挥洒着青春，尽情地展
现着柔美的舞姿，犹如坠入人间的仙子。那梦
幻、纯纯的紫，那薄如蝶翼的瓣，怎一个“美”字
可喻?尤为令人惊艳的，则是大片大片的紫藤花
瓣乘着风翼悄然飘至大地怀抱时的情景，那旋
转飞舞的小精灵，使我不禁想起“香雪海”，心都
醉了……
四野无人，这一刻，
为我独享……
伫立在花海之中，我低头凝视着满地静静
躺着的花瓣，她们在前一刻还是如此活力，如此
洒脱，如此轻盈，而此时，她们却一动不动，仿佛
一切都不曾发生。她们短暂的一生，就这样脆弱
吗？在大自然中，她们的生命显得如此渺小，来
去无声。那我们呢？是否就像她们一样，无论这
一生多么忙碌亦或闲散，多么灿烂亦或黯淡，多
么长久亦或短暂，最终都是一样尘归尘，土归
土？不，不是这样的。
“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
泥更护花。”落英缤纷，悄然入土，化作了一份永
恒，那是生命的延续，一季又一季，一年又一年
……而我们，在这世上用辛勤劳作找到自己的
信仰，用全身心的付出获取了他人的真心回报，
用爱的力量留下了生命的曙光。是啊！每个人都
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活出绚烂的色彩，闯出自己
的一片新天地！就在这一瞬间，我蓦然间明白：
生命不是偶然，努力才有精彩！
一阵微风掠过，地上的花瓣被轻轻卷起，在
生命交响曲的乐章中奏出最后的一个音符。看
着这一切，我淡然一笑，转身，独自走在夕阳的
余晖中，
长长的影子，
被笼在那个花雨梦中……

别怕，
你会一直被深爱

发觉那个顶着稀疏锅盖头的小可爱正在成为想穿公主裙的小女孩。

老核桃树

在吹灭艾莎公主蛋糕蜡烛的这一刻，我的菠萝 3 岁了。这是我们

乡村笔记

甘 孜 发 布

康 巴 传 媒

更精彩
扫一扫

种子在发芽 ，
孩子在长大。

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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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核桃了。堂姐家核桃树上的核桃，她却没法打下
来。核桃树太高太大。只有请石四哥帮忙。核桃打下后，
堂姐和石四哥一人一半。
堂姐的这棵核桃树，原本是村里划分给爷爷的。伯
父讲，当年爷爷带着家人，从泸定县的高山搬到小板场
村时，房前就有这棵核桃树。那时，树有多高，伯父不记
得了。他只记得，爷爷将那棵树照料着，树上结出了核
桃。核桃，很香。油多，好剥。是难得的薄皮核桃。村里的
核桃，实际有三个品种。一种是厚皮的。这种核桃，壳要
厚实些，但仁还是好剥的。有一种，叫夹米子。这种核
桃，不仅壳厚，且仁要使劲，才弄出来。最好吃的，就是
薄皮核桃了。轻轻一捏，就能将壳弄碎，露出仁来。只
是，
这种核桃，
村里不多。
爷爷运气好，无意中竟得到了一棵薄皮核桃树。而
这棵核桃树，
竟和村里人的未来联系在一起。
爷爷和家人到小板场村时，村里最大的困难是饮
水。小板场村无水源。那时，也无蓄水的水塘。村里人用
水，需到一公里外的地方去背。那时，每天天不亮，人们
就需起床去背水。母亲和父亲谈恋爱时，还记得，家里
的那副背水桶。背回来的水，自然不能敞开了用。据我
已过世的小姑妈讲，那时，他们需洗菜后，又拿洗菜水
去喂猪、喂牛。一瓢水得节约又节约地用。至于，衣服，
一年只能洗几次。
缺水，村里人无法畅快地活。不仅无法讲究卫生，
且吃饭都是问题。种地，需要水。没有水，就只能刀耕火
种。
这样的粮食产量，
肯定是不高的。
村里需要一条水渠，还需要蓄水的池塘。将远处村
子的水引来，
储存起来，
村里人的日子才有望过好。
爷爷到县上找人去了。爷爷做手艺时，认识一些
人。他背着门前核桃树上的核桃出门去了。不久后，泸
定县上水利局来了人。爷爷带着他们翻过一座又一座
山，
在山上勘查线路。
伯父讲，那年，爷爷将家里的大公鸡、核桃都送了
人。终于，勘查好了线路。后面，就是村里人自己齐心协
力了。
村子来水了。严重缺水的日子，彻底告别了。那一
年春节，爷爷特别高兴。在一个家人团聚的夜晚，他放
下了这个世界。
有水了，村里人有了改变生活的基础了。那之后，
村里不断增加水塘。我离开村子时，村里一共有了四个
大水塘。人畜饮水和灌溉，完全足够了。我离开村子后，
还有了自来水。
先生我们回村时，
可以放心用水。
回村后，先生我们看到干旱时，村里人还打开地头
的喷头。任喷头旋转着，灌溉庄稼。这，肯定是爷爷无法
想到的。
老核桃树静默着。无论村里人日子怎么过，它都
每年按照时节开花、结果。只是，它长得高，每年，马蜂
爱在它的枝丫上做窝。马蜂做了窝，堂姐就没法打核
桃了。只得，每年找人帮忙驱赶马蜂。幸好，村里年轻
人中，有喜欢捉马蜂的。老核桃树上的马蜂无法扎下
根来。
这棵树土地下放后，分给了伯父。伯父后来又给了
堂姐。对老核桃树，堂姐还是用心的。核桃树老了，容易
招来虫害。小琴说，每年到老核桃树下拣核桃花时，就
怕树上的蚂蚁。这些蚂蚁不仅会咬人，还会在树上钻
洞。堂姐买了药来，整治那些蚂蚁。这样，老核桃树可以
多存活了。
今天，打完核桃，堂姐到老屋来坐。顺便地，她给先
生我们拿了些来。
老核桃树的核桃，
的确香。
吃着核桃，堂姐对先生说，她想过几年，将树砍了。
核桃，
太不好打了。
先生一听，即说，千万不能砍。这可是村里的风
水树。
先生这样说，堂姐有些意外。不过，她还是点头。那
就不砍。
晚上散步，我对先生说，老核桃树，为村里人做了
贡献，
却无人知晓。
甚至，
最后会悄无声息地消失掉。
先生说，这不就是爱吗？尽管人们毫无觉察，但它
却真实存在着，呵护着生命。老核桃树和村里人的故事
不正揭示着：
爱，
绝对存在；
因此，
世界必然存在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