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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晋

我的家乡在北部湾畔，山鸡江的西岸，一个名
叫红坎村的古老村庄。山鸡江绕村而过。在山鸡
江的西岸，即村边的“东方山”一带，曾大量种植苦
楝树。每当春天来临，苦楝花开放，从山鸡江东岸
朝西望，整个村庄花团锦簇、鸟语花香，“东方山”
一带变成紫色的海洋，非常壮观。此时当你走进
苦楝林中，那里的空气是那么的清香，有一股淡淡
的甜味，让人心旷神怡，微风吹来，楝花轻轻的掉
落，洒在发间、洒在肩上，让人感受到落英缤纷、如
梦如幻的感觉；掉在地上，给大地母亲铺上一层紫
色的薄薄的地毯，轻柔而舒展。

上世纪八十年代前，老家村民平时生活用
的桌椅、新人结婚时的家具等，相当一部分是
用苦楝木加工而成的。苦楝树是村民那时的
当家树种。村民曾大量种植在房前屋后及自
留地上。

八十年代初，村里男孩稍成长后，家里老人会
鼓励他到自家的自留地种上几棵苦楝，长大结婚
时做家具之用。记得八九岁时，阿婆也叮嘱过我，
在自家的自留里种上几棵苦楝树，待长大结婚时
用来“斗栏床”（制新婚床）。八九月雨季，我和小
伙伴们扛着锄头，冒着雨，来到“东方山”自家的自
留地，种上苦楝小苗，种上阿婆的叮嘱，种上孩童
对长大成人的渴望与希冀。二十年后，当苦楝树
生长成材时，阿婆已老去，我也生大成人，谈婚论
嫁，结婚时用的家具有实木的，也有组合的，当然
没有用苦楝木来制作。不过，苦楝树依然在我的
心中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结。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土地开发力度的加大，苦
楝树原有的生境受到破坏，同时随着家具生产工
艺及材料的革新，苦楝木已淡出家具用材的范
围。苦楝树也只在一些村边的房前屋后、路边等
地生长。春去秋来，寒来暑往，默默的发芽、开花，
为人们送来花香、送来绿荫。

我赞美春天，赞美家乡的苦楝树，赞美那些和
苦楝树一样平凡而敬业、奉献的人们。

家乡的苦楝树

那年流行化肥衫
■ 赵太常

这里所说的“衫”，就是衬衫。我在乡下当社员
那年，人们把衬衫叫做小褂，也叫做汗衫，有长袖的，
也有短袖的。那时的农村人，买衬衫穿的不多，大多
是自家女人剪裁缝制的，虽然穿着有点土，倒也显得
朴实。

有一天，大队供销社来了一种衬衫，价格不低，
6块8角一件，还要收6尺半布票，是白色晴纶布的，
带紫色斜趟粗细相间的条纹，十分好看，买的人不
少，特别是那些年轻社员，更喜欢这种衬衫。

那时，有一部电影叫《决裂》，看的人很多，其中
有一个经典桥段，讲的是电影里的中间人物、知识分
子孙教授，在给学生上课时不谈实际问题，却高谈阔
论马尾巴的功能，所以，“马尾巴的功能”这句话那时
很流行。借而用之，我们这些青年社员也总结出了
一些“衬衫的功能”。

衬衫的功能有哪些呢？一是遮羞把丑盖，增添
三分帅；二是防风又挡雨，不怕太阳晒；三是透气更
吸汗，无风也凉快；等等。衬衫还有很多功能和好
处，好像要想当个五好社员啥的，必须得穿件衬衫似
的。所以，小青年们，好孬都想弄一件紫条白衬衫穿
穿，不然的话，是很没面子的。

不少青年社员都买了，我当然也想弄一件。回
家跟媳妇小香一说，她也挺支持。可是，家里没有
钱。小香就拿来鸡蛋篓。那年我家养了3只鸡，多
养公家不让，再说也没啥喂，小鸡也不愿意下蛋，一
个鸡蛋也舍不得吃，攒下来好到供销社卖俩钱花。
可是攒了两多月，篓里也还不到60个鸡蛋。按当时
供销社收鸡蛋4分5一个的价格计算，这些鸡蛋还
卖不上3元钱，离买一件紫条衬衫的钱差远了。咱
是社员，也不按月开工资，到秋分红，也分不上仨瓜
俩枣的。这件衬衫我是买不起了。

有一天，队长让我给庄稼点化肥。队长说，这化
肥是进口的尿素，劲大，别点多了，看烧死庄稼。我
一看那化肥口袋是白色的，印刷的是英文，还有个圆
形的黄色庄稼图案，挺好看的。一上午点了3袋化
肥，化肥口袋生产队不回收，干完活，我看那口袋洁
白，纹络细密，图案美观，没舍得扔，顺手就用胳肢窝
夹回家了。

小香接过化肥口袋，放进洗脸盆，倒点水，把化
肥口袋洗得干干净净，晾在晾衣绳上。

两天以后，我上午干完活回家，小香拿出一件白
衬衫，后背和前胸上各有一个黄色庄稼图案，样式和
供销社卖的紫纹衬衫一模一样。我一眼就看出来
了，这是用化肥口袋比照紫纹衬衫样式剪裁缝制的，
真漂亮。我高兴地穿起来，照照镜子，挺带劲。我照
着小香的脸蛋就亲一口，这是对她心灵手巧的奖励。

我有个表嫂，在公社服装厂当厂长，一天上我家
串门，看见我穿的衬衫，很好看，很新颖，还带英文字
母的，就很感兴趣，问我是在哪块买的？她一听说是
小香用化肥口袋做的，眼睛立时就睁大了。

表嫂回单位后，很快就开干了。先是派人到各
个生产队收购进口化肥口袋，5角钱一条，一下子就
收上来一百多条，生产了几种款式的化肥口袋衬衫，
取名为“化肥衫”。这种化肥衫成本低，造价低，3元
钱一条，还不收布票，样式又好看，还带英文字母的，
很抢手，一卖而光。

那年，我们周围的几个公社，一下子流行起了化
肥衫，一流行就流行了好几年。

■ 张毅静

即使是在北风呼啸的最肆虐的这
几天里，在城市，你依然很难体会到自
然界中原本存在的风暴景观：大风、暴
雪、闪电、响雷，荒郊野外是空的哀鸣
……我们的城市生活太舒适太单调，
以至于我们用厚厚的羽绒服包裹住身
体的同时也包裹住了自己的灵魂。

太需要被刺激一下神经了——去
翻开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再
驽钝的人也会被刺痛——当他看到希
刺克里夫死后“像活人似的狂喜的凝
视”，看到“他那双放在窗台上的一只
手”——我相信，没有人会不惊悸，同
时，我们心底最隐蔽的地方会抽痛，那
个地方藏着我们每个人对最真、最纯

“爱情”的向往……
《呼啸山庄》通篇所讲的是什么

呢？无非是男女之爱，然而这种爱可
不同于古往今来那些花前月下、你侬
我侬的亲怜蜜爱，正如毛姆所说的那
样：“我不知道还有哪一部小说其中爱
情的痛苦，迷恋，残酷，执著，曾经如此
令人吃惊地描述出来。”《呼啸山庄》使
我想起埃尔·格里科的那些伟大绘画
中的一幅：在那幅画上是片乌云下的
错暗荒瘠土地的景色，雷声隆隆拖长
了憔悴的人影东倒西歪，被一种不是
属于尘世间的情绪弄得恍恍惚惚，他
们屏息着。铅色的天空掠过一道闪
电，给这情景加上最后一笔，增添了神
秘的恐怖之感。”

你说，你能不去读一下这部包含
着“痛苦、迷恋、残酷、执著”的爱情小
说么？一旦翻开，你又怎能不被至爱、
至恨、施虐、仇杀、死亡、鬼魂、梦魇、风
暴、荒野、闪电……这些山洪暴发式的
瓷肆笔墨所震撼？震撼之余，你去凝
望暗沉沉的夜空，你会难过——深深
地难过。为凯瑟琳，为希刺克里夫，为
从古到今所有不能善终的爱情，更为
我们自己。在这个为理性约束太久，
为现实功利的筹划沉溺太深，为科学
技术的强迫性支配太甚的时代，生命
的省略，生命的自由之欲念在我们身
心两域日渐淡漠，“爱情”这原本应该
让人燃烧、让人激情荡漾的美好情愫
也一天天变得肤浅、油滑、靠不住。在
郁闷、无聊、繁忙、重复中捱了一天又
一天的城市动物们一生一世追名逐
利，到头来，有几人敢说我有了爱，有
了自由，有了幸福？

人生真是不容易，总是有了这头没
那头。凯瑟琳有了荣华福贵、社会地
位，却没有了和希刺克里夫在一起的可
能，她即使死去也不能让自己那颗充满
爱欲、充满懊悔的心平静下来。二十年
的时间，她在荒原上游荡、叹息、哭泣，
直到希刺克里夫的亡魂到来，他们两个
才算是安好了。活着时，她急躁、任性、
骄傲、自大；他则冷酷、阴险、暴虐、凶
残，这样的两个人似乎根本不应该得到
人们的一点同情，可为什么从诞生之日
想这两人就成为世界文学之林中最使
人难忘的形象之一？你想过原因了
吗？那是因为他们那种令人眩晕的激
情与桀骜不驯的野性，以前所未有的冲
击力震撼我们的心灵，燃烧我们的血
液，紧张我们的神经，唤醒我们因理性
而长久沉睡的原始生命。

在呼啸中
哭泣

七 律

观洋浦大桥
■ 郭树护

古津①流急浪汹汹，
南北滩头一水横。
苏轼乘风难渡岸，
伏波跨马惧腾空。
特区建设如潮急，
洋浦投资似火红。
一座高桥飞架立，
万年天堑道途通。
注：①洋浦港当地称“三家

津”，坊间有“三家津水深无底”
之说。

这几年陈家贤运气不错，娶了媳妇，
生了个胖娃娃，单位还分了套房。最近
他跟媳妇雅凤商量要接母亲上来。

“妈这辈子真不容易。我小学毕业那
年，爸就去世了。是她撑起了这个家。读
大学那几年，她起早贪黑，每天挑菜街上
卖，在街头巷尾捡瓶子废纸卖，一分一厘
存钱供我读书。”现在老家就剩母亲了。

“妈斗大的字不识几个，以后她说错
了或是做得不对的地方，你多体谅些。”

“我又不是小孩子，你太小看你媳妇
了。”雅凤出身教师世家，从小受到良好
教育，长得漂亮，还体贴人。

一番准备，家贤把母亲接到家了。
“好漂亮的房间呀！”老人家一进门

就喊道。家贤和雅凤领着她一个房间一
个房间看。

“厨房没柴火，怎么煮饭？”
“妈，现在用的是燃气，不烧柴了。”
“那太好了。”老人很高兴。
晚餐十分丰盛。雅凤亲自掌勺，整

了满满一桌菜。三岁的孙子奶奶长、奶
奶短地喊，老人乐得嘴都合不拢了。饭
后，家贤端着一盆热水到老人房间说：

“妈，烫烫脚吧。”
“贤儿，来，坐妈这。”老人拉着他坐

在身旁说。这一夜，母子俩聊了许多，直
到深夜。

第二天一早，家贤起床后发现母亲
房门开着，床垫在地上。走到厨房，看见
她正在煮早餐。

“妈，您怎不多睡一会儿。”
“习惯了，睡不着。”
“您怎把床垫拖出来了？那可是雅

凤专门为您买的。”
“软绵绵的，睡不惯。”
“那是席梦思床垫呀。”
“妈这辈子睡惯了硬板床。”
家贤怕雅凤误会，赶紧跑过去跟她

解释，雅凤笑了笑说，没关系，听妈的。
早上，家贤和雅凤都上班了，老人独

自呆在家里。刚开始她拖拖地板，打扫
房间什么的，后来电视也看腻了，浑身不
自在。要在农村，她还可以跟左邻右舍
唠唠嗑，在村头村尾瞎晃一阵。可在这，
各家各户都关着门。那天，她走到楼下
看见一块绿地草坪，乐了，跑到小店买了
把锄头，一会儿功夫就把那块地刨出来
了。她边挖边想：这城里人也太不懂得
爱惜土地了，这么好的地拿来种什么草，
简直太浪费了。她要种点菜。晚饭时，
物业的人找上门来了。“草坪被挖了，是
赔钱，还是自己种回去？”

赔钱？笑话。在侬老家，到处是草
被挖掉的，谁赔过钱！“这草又不能吃，赔
啥钱。”老人说。

“妈，那是公共绿地，不能随便挖
的。”家贤说。

“侬不懂什么公共不公共的，反正种

菜不犯法。”
雅凤急了，走到她面前说：“妈，赔点

钱算了。”
“赔什么赔。你屁股别坐歪了。”
雅凤觉得不可理喻，说：“错了就改，

没啥了不起的。”
老人大声嚷道：“侬错在哪，没错。”

“你少说两句好不好。”家贤瞪了一
下媳妇说。他把物业的同志拉到一边嘀
咕一会儿，才将他们打发走了。

雅凤虽然心里觉得不舒服，但她岂能
与老人家一般见识。吃饭时，她往老人碗
里夹菜，老人又夹回碟里了。看来，老人还
在赌气。第二天放学一进门，小孙子扑到
老人怀里说：“奶奶，我给你唱首歌好吗？”

“好呀。”老人高兴地说。
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

“唱得真好。奶奶带你下楼玩。”

说完，老人抱着孙子走出门口。看见
母亲高兴的样子，两口子脸上露出了笑容。

“妈妈，奶奶给我买糖了。”孙子嘴里
含着糖果说。

雅凤从厨房出来说：“吃了糖，待会
又不想吃饭。他感冒刚好，晚上又要咳
嗽了。”说完从儿子的口袋搜出几颗糖果
扔进垃圾桶了。

“怎么啦，这不是糟蹋么。”老人冲过
去要捡糖果，雅凤抢先把糖果从窗口扔
掉了。“都说过多少遍了，不要给孩子买
糖吃，就是不听！”

“糖果又不是毒药，为啥不能吃？”
“吃糖果会影响食欲，蛀牙，上次孩

子咳嗽就是吃糖果引起的。”
看见她俩吵起来，家贤说了一句：

“妈，您老就听雅凤一次吧。”
夫妻俩一唱一和，竟把孩子咳嗽也

怪到自己身上了，老人更加来气了，说：
“好呀，侬作孽，侬是个累赘，侬走！”说完
就要往外跑。

这下可把家贤急坏了，他跑过去拦
住她说：“妈您别这样。”

“走了，这不是侬呆的地方。”
“妈，求您了行不。”家贤几乎要哭出

来了。见儿子的样子，她心软下来了。
母亲上来已经半年多了，气色比以

前好多了，看见她脸色红润，讲话的声音
比以前洪亮了，家贤打心里感到高兴。

那天，雅凤从单位出来办完事后就
回家了。“妈，我回来啦。”推门进屋就喊
道。家里没人，母亲上哪了？她跑到窗
户往下四处看，发现老人在小区的垃圾
桶里捡塑料瓶子。她一口气跑下去把她
拉住说：“妈，你在干什么？”老人抬头见
媳妇说：“捡几个瓶子去卖。”

“走，跟我回家去。”说完夺过她手里
的瓶子扔掉了。回到家里，她生气地说：

“谁让你去干这种事，捡几个瓶子能卖几
个钱？丢人不丢人。”

一听说捡瓶子丢人，老人来气了，
说：“侬老了，脸皮厚，不怕丢人。”

“那些瓶子多少人手摸嘴喝的，要是
把病菌带回家，传给孩子就完了。”

这下真的惹怒老人了，她大声喊道：
“侬不卫生，侬走！”说完气呼呼地推开门
走了，雅凤拦也拦不住。雅凤知道自己
闯祸了，她赶紧拨打家贤的电话，叫他
赶快回来。家贤接到电话就跑去找母
亲了。他到车站、码头、酒店、商场，找
遍大街小巷仍未见到母亲。此时夜幕
已经降临了，万一她真的有个三长两
短……他不敢往下想了。走到小区旁
边的建筑工地，只见母亲蹲在一个角
落里低声哭泣。

“妈，原谅儿子吧！”说完他抱住母亲大
哭起来。回到家里，雅凤又是赔礼道歉，又
是送上水果，小孙子扑到她怀里喊道：“奶
奶，我不让你走。”老人的气也渐渐消了。

“得想想办法，照这样下去，还不知
道闹出个啥事来。”家贤说。

“是呀，妈又不识字，万一被坏人拐
走或被车撞了，那麻烦就大了。”

两口子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一个妙
计：演场双簧戏。

周末那天，婆媳俩因一点鸡毛蒜皮小
事又吵起来。家贤走过来，不问青红皂
白，很生气地指责雅凤：“你怎么老毛病又
犯了，这样对待我妈妈！咱们离婚！”

“你也不问问谁的错！”雅凤大喊。
“反正吵架都是你的错！离婚！”
这下子可把母亲吓坏了。她抱住他

说：“贤儿，是妈不对，你就原谅她吧！”家
贤挣脱她，作势要追打雅凤：“不行，她太
不孝了！过不下去了！”

母亲抱住说：“贤儿，求你了，看在侬
的份上，放过她吧。”

“看在妈的面子上，就饶你一回，下
次再敢跟妈吵架，坚决离婚！”家贤说。

从此，婆媳俩再也不吵了。

婆
媳

五孔砖桥其实就在崖城的西北，但
我问了一个上午，仍是毫无讯息。崖城
里的人甚至都没听过有这么一座桥。

正午时，阳光热辣辣的刺得人生疼，
后来终于寻着了一个知晓五孔砖桥位置
的黄先生。黄先生也是花甲之年了，头
发开始斑白，他是在这个村庄里出生长
大的，大抵也是储了几十年的故事了。

“得过好几条小巷子呢，车是过不去
了。”

把车停在巷口的酸豆树下，徒步进
去。

再往巷里深处，就是土路了。绕过
两个巷弄口，突然的就觉着开阔了起
来。蜿蜒的耕地，像河渠，翻新的土里新
种的农作物已长出新芽，青青嫩嫩的小
叶儿。五孔桥就埋在这土里，成了田埂，
是上下两畦地的埂界。

远远的，我就看到了土里冒出的两
个拱券，砖砌的密实的桥在蓬蓬展展的
藤条中，若隐若现。

我和这五孔砖桥，是隔了相当的距
离——几百里的路，几百年的事，新的人
旧的痕迹。这五孔砖桥大抵也是一个关
卡，卡在了崖城最青涩的青春期。传说
里的五孔砖桥，横跨于古护城河上，联结
着古崖城城池内外的故事。这些传说对
于一些崖城人肯定有过剧烈的影响，虽

然那些战事因了时间的过滤，已经限于
一些不相干的事。

历史在崖城里留下的印记在渐渐风
化，一座中国最南端的古城遗址，2000多
年的历史，北宋时的土城墙，到了南宋庆
元四年（1198年）始砌砖墙，再后来，元、
明、清三代都在不停地扩建，城池的规模
越来越大，往来的人越来越多，这城里的
烟火也就越来越稠密。如今，这古城池的
旧时记忆已是渐趋荒芜，遗下的不到五十
米的朱红城墙也是开始坍塌了，再过个十
年八年，大抵也就彻底地湮没于尘土中。

从建筑的角度来说，残存的半截古
城墙极富神思，一种最传统的中国防御
城墙，从细节的探究开始，它禀承了历代
君主的御敌方式：东为启展门，西为镇海
门，南为宁和门，北为宁武门。明时的知
州曾在城墙外围挖过一条护城河，灌水
使得城楼能够巩固。这样系统的城池防
御工程，至今想来仍是匪夷所思。

而五孔砖桥就横跨这条护城河上。
关于五孔砖桥的修建，我找不到任何相
关的文字记载，但既是在护城河上，它一
定也承载过某一场战争。

我看到的五孔砖桥，只露了两孔，密
实的砖砌的桥面，深没于荒藤之中。邻
近的一位村民，取了刀，帮我把这荒藤辟
开，终于是还原了完整的五个桥孔。桥
上有些砖已掉落，裸着的裂痕有些惊悚。

这五孔砖桥是真的受伤了，曾经背
靠着一条护城河，脚踏一个明代，像一位
已不显赫的将军，因被谗言侵袭而丧失
了战斗能力，站在这个城市的边缘，双眉
紧锁，悲怆地看着那些散乱的砖石。

当时古崖州依它而存，这是它的幸
运，多少烟云风散去，独有这残存老态的
五孔砖桥，仍旧在忙忙颠颠地应和现代
人猎奇的目光。

我走近五孔砖桥的时候，是正午，但
冬日里的崖城，阳光也不显出泼辣，有一

搭没一搭地投射下来，桥边地里，忽明忽
暗，无奈地摆弄素日的生活典型。古桥
边上有宅院，院门敞开着，敲了三下，却
是无人应答。这巷里老了的人，大抵都
不再能知晓这里曾有过护城河、战争和
大炮，后来战争的结局，是把守护着这方
百姓的护城河填平了，直至最终填成了
一片地基。

桥西头有一些槟榔树，隐隐地有护
城河的影子，微微喘气。再往前几百
年，这里是一个充满原始色调的村庄，
村庄深处可隐约寻得些许古城墙的影
子。村里老人说，护城河应是与一段城
墙相依相傍的，只是现在找不着踪迹
了。而护城河，现在都翻修成了耕地。
当年的古崖城，大抵也是充满贵族气韵
的。崖城人在这河围内垦殖、营建，它
一定曾经召来过熙攘的市井繁荣。而
后历史用灾难的刷把，一次次刷新，直
至成了现在不到五十米长短的古城
墙。好在还有五孔砖桥，细密的砖石缝
里还能偶尔透露出一些历史。这护城
河与这五孔砖桥也许曾经是崖城最骄
傲的繁荣，古城墙在其界内轰轰烈烈地
挺立着。崖城人把温文尔雅揉进最朴
实的言语里，连自然力也入乡随俗，一
层一层地慢慢剥离开来。

古砖桥与卫城河，就像整个崖城，一
再地在灾难的河滩重新建立，立誓恢复淤
泥下的昔日繁荣。但这淤泥里的一切都随

河水逝去了，我们的记忆是一些残缺的灰
色片段，没有其他的色彩。所以，五孔砖桥
只能成为一个斑驳的古遗址。

我没有能够看过那座完整的护城河，
私下里却总还希望能存着它的一些痕迹，
哪怕是成片的淤泥。但护城河已全然地
没了踪影，河水流经的土地，已被菜叶子
密密实实地掩着了。当年护城河的传说，
似乎有过一些凑近我们的脉搏，我甚至能
听到城墙的罅隙里传出的音乐调子。

到底这护城河抵御过多少战事？最
后的一场是谁赢得了胜利？好像一切记
忆都沉入地底下了，顶上覆着五孔砖
桥。五孔砖桥现在常常地有些晕沉，阳
光会突然间变了颜色，灰蒙蒙地漫过水
面，灰蒙里有一种入秋的萧瑟。河边有
几块石墩，大概是从护城河的墙围中剥
落的砖石。在那些年月，城墙映照在青
溪细流中的倒影，一定也是面容冷峻的。

我后来断断续续地听说过一些相关
的故事，五孔砖桥这头和那头的人家的
故事，都有些奇异，都像是传说。古崖城
内曾作军事防卫功能的古老土城墙、壕
沟、及寺庙、石碑、石井等而今都已各作
他用，踪影尽失。这么晃悠的几百年，台
风总是突然袭击，城墙严重风化，残破不
堪，仅剩的一段近50米长的城墙也都岌
岌险矣。这五孔砖桥能存着，就能模糊
辨出护城河的轮廓，有了这轮廓，护城河
边上的故事也就清晰、圆满了。

五孔砖桥

青城山
■ 许起鹏

丈人耸立翠幽中，
沟谷丹岩连太穹。
三十六峰亭殿阁，
一百八物堰梯峒。
天师结草传经道，
下诏玄宗判观宫。
问访探究今胜地，
卜居修练不为功。

游锦母角
■ 黄昌振

浩渺烟波阔，
帆驰云海中。
浪掀千仞翠，
日照万山红。
天塔凌霄立，
鲸涛拍岸腾。
身同礁石屹，
吟啸豁心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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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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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道

白水塘畔（外一首）
■ 符力

在天光云影忽明还暗的白水塘
在清波微微泛起的水面上，如

果我是一只落单的水鸟
一个白发灰衣的渔夫
每一天，也会感到闲适与
安详。只要岸上的推土机、挖

掘机统统撤走
过往的汽车开得慢一些
别卷起那么多尘土
春风不嫌，明月不弃
护送青草和野花，返回这水畔
这林间

暮归

晚风轻拂椰树、苦楝树的枝叶
涟漪漾动斜阳最后的光华
三十年了，这里的景物一如从前
而这里的人们已不再重复我

们当年的生活：
牧牛，插秧
让稻草人看守云朵下的金库
汗流浃背，但心里念想下一个

节日是几月几号
当夕阳西下
当涉水回家的时候到了
母亲肩挑一担青草，或者一担

地瓜
我紧跟其后，牵着水牛
每次回家，我们都在白沙水岸
洗净了双手和脚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