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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真是糖尿病……我心中一紧，抓着

化验单匆匆赶回乡下。

娘正在地里忙活，见我站在田头，便大

着嗓门问我：“昨儿我才从你那儿回来，你

今天咋就又回来了呢？”我把实情说了，她

才略显紧张起来，喃喃自语：“难怪这个把

月来总是口干得厉害，吃得又多，总以为

是这段时间活儿太重了。”我像审犯人似

的：“还有什么？都不许瞒着。”

娘的声音越发小了：“前几天割麦子划

破了腿，流的血都紫了，好像和了油似的。

这几天帮你舅舅家挖泥，他家房子马上动

工了，缺人手……”

看着眼前嗫嚅着的、无助如小女孩般

的娘，刹那间，儿时的一幕幕影像放映电

影般涌到了我的眼前。记忆中的娘是健壮

的，连头疼脑热都很少有，爸爸常年在外

地工作，她一个人打理着家里的七八亩

地，犁田、担水、施肥、灌溉等田间的活儿

娘从不叫人帮忙，也从没有一样落在人

后，因此，乡亲们都叫她“凤辣子”。风风火

火、处处显强的娘，女红也出奇的好，漫漫

冬夜里，我偶尔在半夜里醒来，总能见她

仍在床头织着毛衣，为我和弟弟织，为远

在外地的父亲织。那个时候，我觉得娘似

乎从来不会累，现在，当我也为人妻、为人

母后才明白，那熬着夜一针针地织进毛衣

里的，不仅仅是温暖，还有娘的爱、思念和

对明天的期盼……

我不由分说地将娘又带回了城里。

娘没有念过学堂，丈夫便把降血糖的

资料打印出厚厚的一沓，一页页地念给她

听，叮嘱她平时饮食中的注意事项；我把

苦瓜切成薄片让娘生吃，她眉头都不皱一

下就咽了——我偷偷尝了一片，真是苦到

了心里。

因为放心不下家里的庄稼，娘急着回

去，又担心影响我工作，她拒绝我送，执意

要乘坐公交车。拗不过娘，我只得备好药

载着她去站台，一路上，我不时地嘱咐她

按时吃药，注意饮食……

“娟儿”，娘忽然唤了声我的乳名，接着

她说起一件事：“还记得那年暑假吗？大概

是你十岁的时候吧，你爸带你到他的厂里

玩了好几天，有一天半夜里，不晓得咋回

事，你醒来就大哭着要回家。”“都啥时候

的事儿了，我都记不太清了。”“你爸说过

几天再回家，你闹着非要立即回，你说你

做梦时梦到我病了呢”，她自顾自地说着，

“第二天一大早，你爷俩儿就回来了。”

我一下子记起来了，那一次，娘在卖肥猪

时被大石板砸伤了腿，躺在床上好多天呢。

“娟儿，还有一件事一直没和你说过

呢。那年你在外地上学，有一天中午，不知

咋回事我忽然就倒在了地上，连话都说不

出来。当时我就想，可不能就这样死了，你

上学还没有毕业啊！”她顿了顿又说，“后

来，我自己硬撑着从厨房爬到堂屋，又爬

到大门，足足爬了半个小时。好在咱家邻

居小叔那天正好要去河边洗东西，听到我

用头撞门，他赶过来把我送到了医院……”

我一惊，鼻子一酸，没有作声。不是说母女

连心吗？曾在做梦时梦到母亲生病的我，

在那个中午并没有感应到任何不适，我难

以想象娘在那时经历了怎样的挣扎。

很快便到站台了，娘还在絮叨着过去

的事情，我从不知道她竟然这么爱唠叨

——即使我和丈夫在谈恋爱时与父亲差点

闹翻，她也没有赘言。看着娘上了车，放好

行李，我笑着挥挥手：“苦瓜吃完了我会让

人捎回去的，别担心。”她也笑笑：“没事

儿，你弟弟这些日子到新疆了，过些天也

回来呢。”

车子启动了，我分明看见娘用手背抹

了一下眼角。

我的心不禁又抖了一下：“如果有来

生，请允许我做你的娘，让我像你爱我一

样宝贝你！”

收了种，种了收，是小满前后的主旋律。

油菜收了，谷子种了，还有很多小活

儿，薅草，锄地，清沟，翻场，晒籽，包括栽

几株辣椒、茄子，给豆角搭架，为西红柿剪

叉打枝，边边角角地点一些芝麻、大豆，都

得见缝插针地做。

菜园里，玉米秧苗已经有一尺多高了。

天气预报说，这两天有雨，婆婆一从山场

下来，就去整那两畦菜地，她一眼就看懂

了庄稼的长势，直说：“玉米秧一天就长一

大截儿，都急吼吼地要移栽！”下雨前，将

该种的种了，该栽的栽了，当雨丝钻入土

里，秧苗便活鲜鲜地扎下了根。这雨，就是

庄户人心头上的定根水。

翻锄，打眼，移栽，一遍又一遍，一趟又

一趟，两畦菜地被修整成方方正正的块

状，土也被锄得细细碎碎、松松软软。勤劳

的婆婆手里松开扁担就是锄头，她的口头

禅是“人不动，身体都要生锈，忙忙碌碌的

日子才让人心里踏实”。婆婆种地像在土

地上绣花，有条不紊，不慌不忙，她栽种下

的秧苗横成排，竖成列，一眼眼，一行行，

像绣在土地上的针脚。

一不留意，太阳就藏到了云层的后面，

不肯露出面容，天灰蒙蒙地阴沉着。这几

天里已不知有多少次这样的玩笑了，地里

劳作的人很镇静，只瞥了一眼苍茫茫的

天，就低下头继续忙手里的活儿。

阴就阴吧，还说不准下不下雨呢。

“嘀答，嘀答——”忽然，雨点落了

下来。

“下雨了！”有人喊了一声，一瞬间，村

子里的身影忙碌了起来。有人挎着篮子进

了菜园，有人挑着粪箕三步并作两步地冲

进了田埂，有人拉着板车快步走向村外的

公路，“突突突突……”淅淅沥沥的雨声

里，旋耕机的声音显得更加地繁忙。

黑云在头顶涌动着、翻滚着，如波滔汹

涌的海浪。风从山上直追了过来，天仿佛

捅了一个大口子，雨“哗啦啦”地倾盆而

下，风助雨势，雨借风威，千万道粗犷的雨

线在天地间肆意扯动。红的、白的、蓝的、

绿的，透明的……各色雨衣犹如田野里争

艳的花儿，那是一幅流动的田园百花图，

空寂的村子也随之生动了起来。

一阵急雨后，雨渐渐地小了，雨丝变得

绵绵的、细细的，那些忙乱的身影也开始

不紧不慢起来。这种绵绵小雨，农人们大

可忽略不计，甚至清清凉凉的雨还可以让

人精神倍加。人们全身心地忙着手里的活

儿，谁会在雨里虚度时光呢？用庄户人的

说法，要“赶生活”呢！

一场雨，打湿了炊烟，打湿了瓦砾，打

湿了树叶，也打湿了庄户人的裤脚……

虽没有见过合欢树，但我却莫名地喜

欢这种植物。只要一看到它的名字，就似乎

眼前迎面走来了一个满面笑容的人，原本

有着满腔芜杂的我，心情猛然一喜，跟着明

朗起来。我总想，合欢树，不就是合当欢喜

的树吗？树犹如此，人更要欢喜才对嘛。

从网络上知道合欢树有很多别名，比

较来比较去，还是合欢最好听。从图片中

也看到了盛开的合欢花，绒绒的，如一把

把烟霞般的小粉扇子，美极了。我看到的

那张合欢花的照片里，还有一位美丽的姑

娘，她站在盛开的合欢树下，静好得如一

朵柔柔的合欢花，让人打心眼里欢喜。

看了肖复兴先生的《岁月合欢》，才知

道合欢树在北京是有历史的，曾作为街树

一度辉煌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合欢树

都是北京的一道美丽风景线。肖先生从清

代的诗词里寻到了合欢树作为街树的印迹

的。诗为：“前门辇路黄沙软，绿杨垂柳马

缨花”；词为竹枝词：“正阳门外最堪夸，五

道平平不少斜；点缀两边风景好，绿杨垂

柳马缨花。”马樱花，就是合欢树。

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还有邓云

乡先生的文章，都提到过曾作为街树的合

欢树。其中最美的，是台基厂街道的合欢

树，在肖复兴先生眼里，那是北京最漂亮

的一条街道。他说，当合欢树开满一树树

绯红色绒花的时候，让你感到北京别样的

色彩。走在这样开满轻柔绒花的树下，斑

驳的花影洒在身上，人就像踩在绮丽的云

彩上面一样，有一种梦幻的感觉。

我来北京已有近十年，却还不曾领略

过这一份美丽。一部分原因是我很少出

门，另一部分原因，大概是合欢树在北京

的辉煌已成往事。

我曾住在北京五环边的一个郊野公

园对面，一出门就能欣赏原生态的自然风

光。那一片郊野公园的面积很大，以一道

铁栅栏隔为两大块区域，一边相对人气高

些，附近的居民都爱来这里遛弯儿；另一

边则人迹寥寥，更是鸟雀的天下，偌大的

园子里，植物种类也是庞大的，海棠、紫

薇、三角梅、丁香、蜀葵、棠棣、蔷薇、垂柳、

洋槐……但未曾见过一棵合欢树。

那个时候，我是一个照顾孩子的家庭

主妇，每日除了洗洗涮涮，就是陪孩子到

郊野公园亲近自然，日子过得简单清静。

也许是生活有些重复的清寂，我总会在家

务之外生出莫名的惆怅，有时候我会想，

要是公园里有一棵合欢树就好了，在心绪

起伏的时候，可以到合欢树下坐坐，整理

自己的情绪。

很多美好，只有走过了才会懂得它的

珍贵。如今想来，那一段时光是多么纯粹

简单，我其实大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过成

想要的样子。原来，每一个人都应该早早

地在心中种下一棵合欢树，然后告诉自

己，要欢欢喜喜地度过光阴，不然，可能生

出无限嗟叹。

诗人余秀华出版了散文集《无端欢

喜》，我一眼就喜欢上了，“无端欢喜”，这

不正是合欢树的气质吗？散文是写生活

的，而生活不免是有些俗的，于是便要有

一点点自我安慰的精神。余秀华说，我怨

恨过生活的不公，但幸运的是，真正的喜

悦都是来自灵魂深处，而不是外界。

我想，如果将来我有院子的话，我要

种上一棵合欢树，每天早上起来一开窗，

看到合欢树就会欢喜起来。若是合欢树盛

开了一树绒绒软软的烟霞，而我回家正好

一抬头遇上了，那又该是多隆重的一个欢

迎仪式。

兜兜转转之后，依旧是岁月合欢，我

愿意沉浸在每一个活得真实的日子里，无

端欢喜。

家乡的栀子花
熊秀兰（湖北）

是下凡的仙女

在人间留下芳踪

是纯洁的天使

将夏天的心扉打开

是调皮的精灵

沐一路朦胧的烟雨

用蘸满岁月味道的情感

牵动着我的乡愁

家乡的栀子花

将春天酝酿的梦

编织成初夏的情话

将岁月紧裹的乡情

一层层地恣意抒发

家乡的栀子花

开满了妈妈的庭院

温暖着女儿的牵挂

书信里抒情的句子

让思乡的种子悄悄萌芽

琴弦上跳跃的音符

将乡村的风情轻声弹唱

一朵朵洁白的栀子花

在母亲的发间绽放

百年高粱酒，百年四眼桥。

晨曦微露，穿梭在场镇的人流中，

提一壶发轮老烧酒，嗅一味油菜花蜜

香，品一碗软嫩的豆花饭，尝一口鲜香

的羊肉汤，柑橘下胃作甜点，这就是发

轮人的赶场天。

风儿拂动发轮镇漫山遍野的油菜

花海，每一个山坡和每一条路边，都有

飞舞的蜜蜂在酿制纯正的油菜花蜂蜜，

那蜜味道香甜得不可比拟；凌晨推磨，

日出烧浆的发轮人，准备上一盆特制的

油酥辣椒，伴以新鲜出炉的木桶饭，便

做成了当地人最喜欢的手工豆花饭；那

些用一镰刀一镰刀割来的草料喂养成

的发轮山羊，肉质细密，炖汤香飘十

里；还有那万亩柑园迎客，挂满了当地

人用辛勤汗水培育出的果实，货车络绎

不绝，“橙”客纷至沓来，为“甜城”四川

内江添了一抹独特的色彩。

这里是四川资中发轮镇，这里是历

史悠久的四眼桥，这里有勤劳朴实的人

儿，这里有美丽的风景和可口的美味。

70 年，对于源远流长的

人类发展史来说，如白驹过

隙，但对中国和中国人民而

言，却是一段从站起来到强

起来的伟大历程。70年来，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

人民自强不息，砥砺奋进，克

服了无数艰难险阻，用智慧

和血汗开创了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新纪元，谱写出中华

民 族 历 史 长 卷 中 的 壮 丽

华章。

70 年风雨历程，70 年铿

锵而行。勤劳勇敢的中华儿

女，将岁月抚摸生活所带来

的苦与累、磨与难、喜与乐，

以乐观豁达、自强不息的精

神赋之以诗，颂之以歌。值此

极具历史意义的重要节点，

本报《文艺副刊》版面特开设

《70 年风雨 70 首诗》栏目，

请广大读者以诗为舟，悠游

于岁月长河，感念党恩歌颂

祖国，抒发感想展望未来。

70年风雨，70首诗。

投稿邮箱：jswmtl@163.

com，来稿请注明《70年风雨

70首诗》栏目收，欢迎投稿。

端午节，中国人最熟悉的

传统节日之一。端午节历史

悠久，2006年 5月，国务院将

其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2008年，端午节

被 列 为 国 家 法 定 节 假 日 ；

2009 年 9 月，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正式审议并批准中国端

午节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

产，成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

非遗的节日。

中华传统节日中所蕴含

的“传递亲情，传承文化”深

厚内涵，是华夏儿女挖掘文

化自信的精神富矿，为了更

好地弘扬传统美德、培育文

明风尚、凝聚民族情感，着力

营造文明、和谐、幸福的节日

氛围，本报《文艺副刊》版面

即日起开展以“我们的节日”

为主题的系列征文活动。

此次征文以“端午飘粽

香、爱国抒情怀”为主题，征

文要求主题明确，内容着力

弘扬中华文化与传统美德、

讲述感人故事、凝聚民族情

感，营造文明、和谐、幸福的

节日氛围。

投稿要求：征文体裁不

限，字数 1500 字以内，如有

配图请投JPG格式。

投稿邮箱：jswmtl@163.

com，投稿请注明“‘我们的

节日’征文稿”，欢迎投稿。

下辈子，我做你的娘
陈晋华（江苏）

雨前雨后
杨丽琴（安徽）

岁月合欢
耿艳菊（北京）

“我们的节日·端午”
征稿启事

《70年风雨 70首诗》
征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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