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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 地 的 六 舅 其 实 在 写 诗
侯亚萍

白亮的犁铧有着漂亮的曲线和光
滑的犁面，太阳下，白晃晃的，水银镜一
般。 阳光打在上面，站立不稳 ，一不小
心，便会打个趔趄。

六舅将锋利的犁铧插进泥土里，右
手扶紧犁把儿，左胳膊向上一甩 ，细长
的鞭绳甩了出去，在空中划出一道漂亮
的弧线。 鞭梢并未落在前边那头正寻草
吃的牛身上，而是在空中停住 ，发出一
声哨响。

牛听到响声，知道一天的工作要开
始了，头低下去，迈开步子，身上的撇绳
（回牛绳）瞬间绷直。 清晨的阳光打在那
一身棕红色的牛毛上，油光发亮 ，像是
裹上了一层金边。 不时，有几只苍蝇来
骚扰，落在牛的背上、肚皮上，牛有点儿
焦躁，不停地甩头摇尾抬蹄子 ，但却无
法赶走那些讨厌的苍蝇。 我在一旁看得
也着急。

牛在前边缓缓地拉着犁，后边跟着
扶犁的六舅， 犁尖匀速地划开地面，带
着潮湿的泥土向一边翻开，像是倾斜的
小船划破水面。 有时犁尖会碰上一块小
石头，发出“咯嘣”一声响。 六舅眉头一
皱，拉紧了牛撇绳，牛停了下来。 六舅将

犁柄压压， 前边的犁尖便翘出地面，一
看，犁尖还好，没被石头崩坏，皱着的眉
头这才舒展开来，六舅的脸上有了一丝
不易察觉的笑，嘴里低声嘟囔着 ，大概
是在骂那块差点儿崩坏了犁尖的石头。

于是，牛撇绳拉紧，嘴里一声吆喝，
正在喘气的牛便又一声不吭，低下头去
接着拉犁。

牛是沉默的 ，人是沉默的 ，太阳也
是沉默的， 几只灰不溜秋的麻雀飞来，
在牛的前腿后腿之间跳来跳去，寻找泥
土中刚翻出的虫子。 累了，会停在牛背
上歇息，很是自在。

从地的这头儿犁到那头儿，掉个头
儿，再犁回来。 一个来回再一个来回，于
是，一块田里呈现出两种颜色。 一半没
犁开的田地显得干涸，泛着白色 ，上面
星星点点的几棵小草。 那些长得大一点
的草， 早被我们这些孩子拔了回去喂
猪，是等不到长大的。 另一半翻开的土
地泥土湿润松软，呈褐色 ，散发着泥土
的味道。 偶尔，会有一条来不及躲开的
蚯蚓，被犁铧割成两截，在泥土里扭动
着身子，大概很疼吧。

暑期里的我闲着没事，蹲在地头儿

看六舅犁地或者发呆。 六舅看着我说：
“曲蛇（蚯蚓）不怕犁断，断了会长出两
条曲蛇来。 ”我觉得很是奇怪，心想曲蛇
可以这样，人如果割断了身体 ，也能长
成两个人吗？

太阳升得更高了，照在毫无遮拦的
田野上。 牛身上渗出豆大的汗珠，六舅
的头上也渗出豆大的汗珠。 于是，到了
地头儿，人和牛都歇了下来。 憋了半天，
歇下来的牛撒了一泡热尿，低头吃起草
来。 这时，六舅也蹲在地头，脱下脚上的
布鞋，在地面磕打，倒出灌进鞋里的土
疙瘩或小石子。 穿上鞋，腰间的烟袋锅
便抽了出来，从上面系着的油黑发亮的
牛皮袋里捏出一些金黄的烟丝，装进了
烟袋锅，大拇指用力摁了摁 ，划了一根
火柴，吧嗒吧嗒地抽起来。

一旁， 摆放着我和母亲送来的壶，
是那种竹篾编成的外壳 。 茶水早已泡
好，我倒好一杯递了过去 ，六舅端起茶
碗仰起脖子一饮而尽。 地上还放着一个
洋瓷盘子，里边一盘剁碎的辣椒 ，一盘
泼了热油切得细长的胡萝卜丝，还有烤
得焦黄的几页馍片 。 六舅拿起两页馍
片，夹上绿辣椒，就着胡萝卜丝，吃得很

是香甜。
填饱了肚子， 也歇了点儿力气，旱

烟袋重新别在腰间，手里的鞭子再次在
空中甩出一个漂亮的弧线。 于是，劳作
继续。

一圈又一圈 ，太阳更毒 ，豆大的汗
珠滴进土里，一滴一滴 ，分不清哪滴是
人的哪滴是牛的 。 汗珠常常会遮住眼
睛，六舅挥一下手，粗糙干裂沾满黄土
的手背抹掉了汗水，脸上留下一道道泥
水的印子。

牛的汗珠 ，人的汗珠 ，都流进了土
里。 农人相信，种进土里的东西如同庄
稼一样，都是种进土里的种子。

除了冬天，其他三个季节六舅都会
忙着犁地种庄稼。 种了一辈子庄稼的六
舅， 一生的汗水都洒进脚下的这片泥
土。 种下了汗珠，也就种下了希望。 六舅
唯一的希望就是养活一大家子人，想方
设法供表哥表姐们好好读书。

六舅是在种地。 其实，六舅也是在
写诗。 六舅的诗写在厚实的大地上，一
行又一行。 六舅写的诗句，会结果子。

太阳下，一牛，一犁 ，一人 ，影子投
在地上，构成一幅剪影，纯朴，美丽。

陶 养 真 性 情
王南海

汪曾祺先生曾出版过一部散文集《一定要，爱着点什么》。 他
说：“一个人发自内心地喜欢一件事情，在获得无穷乐趣的同时，
也调养出热爱生活的真性情。 再普通的日子，也能过出妙趣横生
的诗意……人活一世，得一事成趣，得一好终老，足矣。 ”

去定州旅行时，看到了苏东坡珍爱的雪浪石。 当年，苏东坡
被贬定州任知州，他在中山后圃游玩时，在老榆树下偶得一石，
灰黑色底子上的白色纹理，呈现出一幅若隐若现的山水画卷，犹
如江河奔流，浪花飞溅，卷起千堆雪，故为此石取名“雪浪石”。 他
对此石钟爱有加，终日把玩欣赏，特意从曲阳运来汉白玉石，使
工匠雕一莲花盆，置石于其上。 苏东坡一生爱石、藏石、咏石，对
雪浪石喜爱有加，多年后，他被贬往岭南，还惦记着北方的雪浪
石，曾多次赋诗为念。 也许，真是其心有所爱，才能在不得志的岁
月里，依然活得有滋有味，妙趣连连。

汪曾祺喜欢美食，也喜欢描写他喜欢的饭菜、吃食，甚至有
些是他亲手做的。他喜欢烫干丝、烧小萝卜等。他写道：“拌荠菜、
拌菠菜。 荠菜焯熟，切碎，香干切米粒大，与荠菜同拌，在盘中用
手抟成宝塔状。 塔顶放泡好的海米，上堆姜米、蒜米。 ”仿佛一道
菜，色香味已经都展现在你的面前，让人不禁有些流口水了。

清人顾仲也写过一本书，名为《养小录》，记述着各类清淡饮
食、小吃的烹饪方法，是一本纸页泛黄的古代菜谱。 饮食男女，都
逃不过中华美食的诱惑。 自己也喜欢在厨房度过的时光，可以专
心致志地收拾原料，细致地切菜，烹炒，一心一意地做出美食来。
有时候，还会考虑美食的盛器和装盘，让人不仅能品尝美味，更
能有秀色盈门之感。

品茶是件极美的事情，文人雅士莫不爱茶。 将一杯清香四溢
的茶捧在掌心，观其翠绿，嗅其香气，心灵也会温柔而美好。 曾在
苏州的艺圃里品茶，小小的江南园林，风景妩媚而曼妙，人们安
安静静地坐在茶社里，点一杯茶。 靠窗坐下来，古老的窗棂开启，
窗外的风景如画轴一般，静静的湖水，盛开的花朵，巧妙的假山，
此时，再品上一杯茶，顿感心神宁静，宛若神仙一般。 这种饮茶而
飘飘欲仙的感觉，实在是太美妙了。 难怪人们说：“一杯龙井茶，
饮尽江南春。 ”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中写道：“只要有一只茶
壶，中国人到哪儿都是快乐的。 ”

玉石也是有生命的，记述了沧海桑田的生命历程。 在人们的
眼里，石头常常是静止的，了无生机。 但每一块玉石，却是充满灵
性的。 它们沐浴着自然天光，经历着风霜雨雪，汲取了日月的灵
性与光芒。 万千人海中，它们与世人相遇，彼此欢喜，也是一种难
得的缘分。更喜欢温润的和田玉，散发着柔和的光芒。它们内敛，
素雅，却无时无刻不体现出独特的魅力。 和田之美，就是一种中
国人内在的美感。 夜色中，慢慢地抚摸一块和田玉，仿佛从玉石
深处都能浸出油润来。 此时，人和玉，无声交流，安静中自有一种
彼此懂得的美。

生活中，一定要爱点什么。 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诗情画意，
活色生香……

邻 居 老 张
戴伟明

隔壁老张刚退休不久，以前是高中语文
教师 ，头有点秃 ，皮肤不白 ，额头上满是皱
纹，显老。 他老婆讲，刚退下来时，就有培训
机构慕名前来邀请他参与学生补课工作，可
他也回绝了。

早上我去市场买菜经常碰到他，菜篮里
装的永远都是各式各样的素菜，很少见他买
肉买鱼。 我有回憋不住了，问他：“你每月也
有八九千元的退休金， 怎么不改善改善伙
食？ 你看你瘦成这样。 ”“瘦好，不容易得富贵
病。 ”他的回话竟呛得我无言以对，心里犯嘀
咕：“真是个怪老头！ ”

老张家是很少有客人来的，连嫁出去的
女儿都难得回家。 我觉得很正常，谁愿意跟
这个怪老头交往呢？ 也有例外，有一年快过
春节了，有个男孩，看上去也就二十多岁，在
使劲按老张家的门铃，无人应答。 我正好路
过，就问：“我是老张家的邻居，老两口可能
去买东西了，要不先到我家坐着等等？ ”

“那就谢谢大伯了。 ”青年人颇有礼貌，
也很无奈，只能随我而来。

到我家院落后，给他沏上茶，我们就聊
开了。

原来，这年轻人叫周重生 ，是从四川山
区来感谢恩人的 。 在那年的大地震中 ，他
爸和妹妹不幸遇难 ，只剩下他和多病的妈
妈 。 当时小周上高一 ，家里没有经济来源 ，

他想辍学打工 ，养活妈妈 ，但想到将因此
中断的学业以及自己的未来 ，始终下不了
这个决心 。 正在犹豫 ，民政部门的同志给
他送来了一部带卡的手机 、 一个联系号
码 ，还有 2000 元现金 。 还说 ，这是江苏一
位姓张的同志送给你的 ，他愿意资助你一
直到读完大学 ，你就按照这个号码尽快与
他联系吧 。

这位张同志就是我的邻居老张。 从此之
后， 老张每个月都按时给小周寄去 1500 元，
春节前是 2000 元。 小周也很争气，如愿考上
了大学。

“大学开学前，我本想来江苏与恩人见
上一面，但他坚决拒绝了。 不仅如此，他还要
求我与他签订了口头协议，资助的事不容许
第三人知道。 上大学花费更多了，算算这些
年下来，他又为我读本科资助了不下十万元
啊。 ”

小周现在工作了，在一家大型银行做电
脑软件开发，年薪制，待遇也很高。 他觉得，

没有老张，就没有自己的今天，所以这次先
斩后奏也要来看看老张。

我听呆了，还有这样的事，这是我印象
中的老张吗？ 人真是不可貌相，我后悔这么
多年来对老张的冷漠、误解，甚至厌烦。

估摸着老张也该回来了，我帮男孩拿上
东西，直奔隔壁。 开门的是老张的老伴，老张
正坐在沙发上看报纸。 这孩子鞋子也不脱，
就跪在老张夫妇面前说：“爸爸，妈妈，我是
你们的儿子重生呀，我来谢恩了！ ”

老张赶紧扶他起来，说：“重生，叫你不
要来，你怎么不听话呢？ 我知道你现在很有
出息了，我们高兴呀！ ”老张的语意既有责怪
又有欣慰。

“爸、妈，重生天天念你们呀！ 哪有儿子
不看望父母的！ 我还给你们买了新衣服，快
试试。 ”

“乱花这个钱干嘛！ 省点钱买房子、娶老
婆多好。 ”

“我现在不缺钱了。 这么多年来，你们为

了帮助我，省吃俭用。 看看，爸爸都瘦成这样
了！ ”

老张的老伴不由也说：“我经常劝你爸
要加强营养，保重身体，也把自己装扮装扮，
可他就是不听。 你看看他，整天穿的没有一
件像样的衣服，像个叫花子，唯一的嗜好是
抽烟，几年前也戒了……”

原来我真是冤枉好人了，顿时感到很自
责。 我回到家后，跟老婆说了此事，老婆也有
同感，还说：“我们也应该多做善事，像这样
的好邻居上哪儿找呀！ ”

重生临走前，我特意请老张一家人吃了
一顿饭，一方面是送行，另一方面也想表达
对老两口的敬意和歉意。 重生无奈地告诉
我，老张还是那么拧，这次给他带来的 10 万
元， 怎么也不肯收， 还说给钱对他不尊重。
“唉，慢慢来吧，我在成都已买了房，过一段
时间安排他们过去住住、玩玩。 ”

这些天我感慨甚多，总想把老张的事迹
宣传一下。 他一听，就更急了：“老邻居呀，你
不要‘害’我！ 我也是一名党员，我在困难的
时候也有人资助过我， 这是我应该做的事
情，不值得大惊小怪！ ”他就是这么一个低调
的人。

故事还没有结束，最近我听老张的老婆
说，老头子又挂钩资助了一个贵州山区的贫
困学生，要继续他的帮扶大业。

大漠驼影 曹惠民 摄

溪水潺潺 曹永华 摄

母亲与菜园耳鬓厮磨
涂启智

老家的菜园里
经常造访的是清风明月
母亲弯腰拔草
为豇豆茄子黄瓜解开心结

累了，坐在随身携带的小方凳上
以手指为梳，梳理风中飘扬的白发
梳理那些日渐模糊的陈年旧事
阳光下，汗珠一颗接一颗
仿佛尘封的故事被打开
闪闪发亮

无非陈芝麻烂谷子
母亲一遍又一遍忘情咀嚼
津津有味，就像老牛
用与生俱来的反刍治愈

生活的创伤。 我休假回家
母亲不停地唠叨
我像麻雀儿，飞到远方
母亲就向探望她的侄男侄女倾诉

当偌大的房子空寂下来
母亲拎起竹篮
一天两趟深入菜园
与西红柿辣椒空心菜
耳鬓厮磨
就像赶赴青涩年华的那场约会
风雨无阻，甘之若饴
这些蔬菜围着母亲
以茂盛的长势安慰她———
您的心事我们懂

美好的一天(外三首)
张 标

清晨，经过公园路
遇见从乡下赶来的土豆和艾草
它们土里土气，安守如初

中午下班，照过群山庙堂的阳光
穿过高楼缝隙，悄悄覆在城市角落
补鞋匠的机车声上

夜晚，漫步神光山，给蜗牛让路
向神灵讨到一掬水
捡回一串虫鸣、几粒星光

凤栖湖漫步
雨帘收起，夜幕降落
场面盛大的凤栖湖，足以容纳
来自四面八方的风、灯火、歌声
和形色各异的人群

从县城赶来的一家
在这里放下疲惫，融入山水。
栈道上
彼此有说有笑，走得很近
偶尔，他会停住脚步
俯身教三岁女儿
辨识蜗牛、五色梅、狗尾草
告诉她，这些低处的动植物

虽微不足道
却都拥有独一无二的位置和名字

栈道尽头，石桥拱背，溪水流向低
处

只有又高又大的花灯楼
站在山顶，俯视人间

夏日情话
在一壶普洱前
我们谈及窗子，你说，开大些吧
好让满山青翠和蝉鸣进来
我说，还是半开半合好
一半迎接新鲜空气
另一半，刚好挡住残缺的墓碑

致女儿
清晨，女儿坐在书桌前，用彩泥拿捏
她心仪的虫鱼、花草、小兔子
又随意将它们，
安放在一尘不染的白纸上

她用稚嫩的声带和小手，招我过来
灯光下，我看见她的世界
如同雨水洗过的天空，
干净、简单而美好

人 品 点 滴 间
鲍海英

晚清重臣曾国藩，才兼文武，也善
于识人用人。

咸丰初年，曾国藩上疏称：“今日急
务，首在用人。人才有转移之道，有培养
之方，有考察之法。”他这份《应诏陈言
疏》切中时弊，深受咸丰皇帝赏识。

更早，在回长沙办团练时，曾国藩
曾提出选将的四点要求：“一曰，知人善
任；二曰，善观敌情；三曰，临阵胆识；四
曰，营务整齐。”

功成名就后，曾国藩仍以举荐人才
为己任，他所举荐的“疆臣阃帅，几遍海
内，以人事君，皆能不负所知”。

曾国藩善于用人，源于他知人、识
人 。他在这方面眼光锐利 ，经验丰富 。
《清史稿·曾国藩传》 记载：“国藩为人
威重，美须髯，目三角有棱。每对客，注
视移时不语， 见者悚然。 退则记其优
劣，无或爽者。”这段话是说，陌生人只
要被曾国藩的眼睛静静地望一会儿 ，
其才情品性就会被看得一清二楚 。有
一次， 李鸿章带了三个人请曾国藩任
命差遣 ，当时 ，曾国藩刚吃完饭 ，正在
散步，因此，那三个人就在一旁恭候。

散步之后，李鸿章请他接见那三人，

曾国藩却说不必了。李鸿章很惊讶，曾国
藩说：“在散步时， 那三人我都看过了，第
一个，低头不敢仰视，是一个忠厚的人，可
以给他保守的工作；第二个，喜欢作假，在
人面前很恭敬，等我一转身，便左顾右盼，
将来必定阳奉阴违，不能任用；第三个人，
双目注视，始终挺立不动，他的功名，将不
在你我之下，可委以重任。”

后来，三人的发展，果然不出曾氏
所料，而第三人就是后任台湾巡抚的刘
铭传。

曾国藩散步， 不过一小时的光景。
就这短短的时间里，决定了三个人的命
运。也许有人要说，曾国藩也太绝对了
吧。其实，一个人的品性，可在很短的时
间内， 从他细微的形态动作中观察出
来。曾国藩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在散
步的过程中，不动声色地仔细观察了三
个人。 这是一场未曾事先通知的考试。
因此， 三个人的表现也都发乎本性，得
出的结论，自然正确。

一个人的素养和品性，总是呈现在
每个细微的动作里。善于识人者，往往
善于察微。曾国藩察微识人，带给世人
极为特殊的精神世界与文化启迪。

夏 蝉 嘹 亮
西杨庄

骄阳似火的盛夏 ，夏花艳艳时节 ，正是蝉
声嘹亮之际 。 好听蝉鸣 ，是大自然天籁对人们
的一种恩赐 。 暑热难当 ，那些叽叽喳喳的鸟儿
早已销声匿迹 ，躲到浓荫中歇伏去了 。 而蝉则
扯开了喉咙开始夏日行吟。 往往是一只蝉鸣响
几缕清音 ，远远近近的蝉们立即一齐合鸣 。 闭
目静听蝉声忽高忽低，忽断忽续，此唱彼和。 那
嘹亮的蝉声 ，清脆悦耳 ，阵阵奏鸣着夏天最热
闹的旋律，更是装点了夏日不衰的色彩。 此时，
只有学会聆听 、用心倾听 ，才会从中感受更多
的生活韵味。

夏天是一首绝句 ，年年蝉声依旧 ，在平平
仄仄中不倦地奏响人生的真谛。 蝉者，禅也，听
蝉鸣夏，绚烂着我们的心情。 听蝉鸣声，更需有
澄明的心境 ，如果心气浮移 ，那么蝉鸣就不是
精神上的享受 ， 而成了令人心烦意乱的聒噪 。
王籍有名句：“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 ”就是
一种“有闻无声”的意境，蝉鸣越噪 ，反添静境 。
燥热的夏天，心浮气闷 ，有时多听听蝉鸣 ，却能
够让我们静心处事，多一份悠闲自如。

听蝉鸣夏 ， 消受夏日里独有美妙的蝉声 ，
神气会为之清爽 ，暑燥会为之消去 。 而盛夏午

后的蝉鸣 ，那一种 “知了 ，知了 ”的鸣唱气势恍
如一支庞大的乐阵 ，奏响清幽的古曲 ；也像铺
天盖地的涛浪 ，翻卷澎湃的激情 ；更像迅疾沉
浑的夏雷，滚动强劲的韵律。

倾听蝉鸣实在是一种享受 ， 蝉鸣忽高忽
低 、时急时缓 ，蝉声多样 ，有的属于美声唱法 ，
有的则像民族唱法 。 有的尖锐的刺耳 ，有的清
爽明亮 。 只要有一只蝉起头 ，便会引来一片争
鸣 ，它们不需要指挥 ，歌声却浑然一体 ，如行
云流水 ，优游其中 ，可以沉淀心中的情绪 ，得
到深深的共鸣 。 此刻蝉鸣入耳 ，思绪则穿越千
古 ，可与苏东坡一路宦海沉浮一路豪放吟唱 ；
可叹白居易贬来贬去不改乐天本性 ； 可喜李
白纵情山水 ，与自然唱和 ，与友朋唱和 ，孤帆
远影 ，班马萧萧 ；可见杜甫在流逝当中不辍记
载史实 ，虽有沉郁顿挫 ，却也语语惊人 ；可乐
李贺骑驴吟诗 ，在红尘之中忘世 ；可贺徐霞客
数十年不辞辛苦 ，无畏无惧 ，游记天下 ，为山
水写史作传 ； 还可以羡慕陶渊明尽享田园之
乐 ，乘车或驾舟 ，自然行止 ，可谓潇洒 ！ 等等。

美哉 ，这掠过夏日的嘹亮蝉鸣 ，掠起了听
者内心的美丽涟漪。

□散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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