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4B４ 井冈山 2022年 7月 22日 星期五JIANGXI DAILY
WENHUA GANPO■ 主编 罗翠兰 美编 杨 数B4B410

第 2242期
邮箱：cuilan1972@sina.com
电话：0791-86849202

登上天子嵊，往前往远往四下里看，草林像一只碗——一

只用翡翠剜出、盛了五颜六色珠宝的大海碗。南边的峨峰、北

边的天子嵊、东边的叶屏风、西边的分水岭以及它们串联起来

的山，是厚厚的碗壁和锯齿状的碗沿；多姿多色的镇街、村落，

是碗里的珍珠玛瑙；铺陈在那十余平方公里土地上的道路和

哗哗作响款款东流的左溪河，是碗底的金丝银链。

这种地形，有的地方叫“井”，有的地方叫“坝”，有的地方

叫“坪”。草林就叫草林。

草林的草不稀罕，树木出色。山坡山顶山旮旯，全是茂林

修竹，覆盖严实，林相壮美。山腰山脚多果园，金红蜜柚基地

连绵成片，达数千亩，柚子果现在和树叶浑然一色，中秋以后

会转黄。金橘是遂川名产，草林种得也多，高标准橘园随处可

见。夏至了，青皮果子一串串，银白的春花还在枝叶间闪烁，

展露清纯，挥洒芬芳。村庄无论大小，无不绿树掩映，桃李争

艳。桃还青涩着，李子熟透了，粒粒玛瑙红，客过树下，主人摘

来送把你吃，很甜。草林不缺古树，原乡聚落里正对戏台的同

心樟，活过了500年。

唐虞村是“草林东大门”，很有典型性。这个村乘脱贫攻

坚、新农村建设和绿色生态发展的东风，以“村子美、产业强、

百姓富”为追求，创建“贤礼千秋”的文明新村，日新月异，家家

住“豪宅”，处处是亮点，绿意最抢眼。城里人看了羡慕不已，

说真是隐在“草林”的明珠！

草林的绿铺天盖地，成就它的不只是高高低低的树，还有

蓬蓬勃勃的禾稻、婀娜多姿的莲叶、青翠欲滴的果蔬、迎风摇曳

的苇丛……绿到最浓处，有深海的颜色，那是靛蓝。绿与蓝，彰

显着草林的丰润与生动、苍翠与深厚。

草林以圩名。

“一唐江、二营前、三草林、四大汾”，说的是湘赣边界古来

四大圩场（集市）。世事沧桑，草林风华依旧。凡农历“一四

七”，草林街摩肩接踵，人声鼎沸，一派喧腾。外地人到草林

“逢圩”（赶集），想开眼开心，最好多看“土产”：粗篾的猪笼鸡

笼、细篾的菜篮礼篮，大孔的谷筛、小孔的米筛，方桌圆凳、锅

盖饭甑，镢头镐头、柴刀火钳，一律原产原色。白鹅、麻鸭、红

毛鸡，南瓜花鲜黄、苋菜紫红、辣椒碧青、葫芦奶白，黄澄澄的

是生烟丝、褐了的是熟烟丝……守摊人或蹲或坐，有老妪穿红

褂子、系蓝布裙，有老翁脸膛油亮、牙齿微黄。他们说方言，你

打普通话，言来语去，妙趣横生。

草林以茶名。

让草林声名远播的不是种茶制茶，是“唆（喝）茶”。草林

人说“宁可冷了圩，不可凉了茶”。现如今长住草林街的也就

万把人，却开着 100多家茶馆。店堂分大小，名号见个性。红

圩茶庄、红井茶肆、映山红茶楼，庄重；将军茶饮、土豪茶厅、洪

运茶店，霸气；梁氏茶、肖氏茶、吴家兄弟茶，实诚；嘿茶、茶遇、

沫言茶语，时尚。一缸茶，一碟点心，续水不续费，一喝大半

天，只取 5元钱。没有几千号茶客，养不了这么多茶馆！草林

的茶市，遂川第一、吉安无二、赣鄱绝无仅有。它没有北京大

碗茶响亮，没有川渝茶馆排场，没有粤闽早茶丰盛，没有江浙

茶考究，但论起“文化”来，同样有讲头。

草林人钟爱的是绿茶，就是那种汤色清明、香气馥郁、滋

味醇厚、后劲十足的狗牯脑。在草林“唆茶”，佐茶的“果子”不

可敷衍，得有几十个品种。最具特色者二：一为豆饼，一为浸

坛。草林豆饼不是豆制品，是用草林产的大米加工成粉和成

面，调入芝麻粒、花生碎、辣椒末、葱花、蒜泥等等，用草林的菜

籽油或木梓油（茶油）炸出来，圆圆的、薄薄的，形似“马蹄金”，

色泽通黄，质地坚脆，咬起来嘎吱响，嚼烂了满口香，和着茶水

下咽，其饱满酣畅，胜过如意糕。遂川浸坛好，草林最地道。

外地人不识货，说啥子浸坛？不就是泡菜吗？草林人说“洋

拌”！泡菜是泡菜，浸坛是浸坛！草林浸坛，必定以草林糯米

甜酒酿做底料，调入炒熟的精盐，选草林的青椒红椒、紫蒜白

蒜、黄姜绿瓜、豆角萝卜等等，“浸”三月五月、半年一年。正宗

的草林浸坛，开坛满室香，依旧是本色，让人垂涎欲滴，欲罢不

能。

茶成就了草林的亮丽，也张扬着草林的个性，得之于天，

更得之于人。在草林，人茶一味，是千年磨合而成的默契，透

出的是天然，凸显的是坚韧。多少人生况味，尽在一杯之中。

草林的绿惹眼，红更诱人。

电影《红色圩场》是在草林拍的，讲的也是草林的故事。草

林红色圩场是毛主席亲手开辟的第一个红色圩场，是红色经济

的发源地和试验场。当年，它维系了地方经济的活跃，更为井

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生存提供了弥足珍贵不可或缺的物质保障，

对红色政权的巩固与壮大进行了探索和实践，积累了宝贵的经

验，其中蕴含的正义、开放、包容、公平、有序等元素，具有深厚

的历史意义和广泛的现实意义。

我在草林听到一件很感人的事：1949 年 8 月的一个清

晨，攻取遂川县城之后的解放军某部挥师南下，途经草林悠

富村，部队尖兵与国民党残余力量遭遇。为了掩护当向导

的袁姓村民，河南籍战士张兆贵、李喜芝冲锋在前，用身体

挡住罪恶的子弹，光荣牺牲。悠富村民按本地风俗将年轻

的战士安埋在村子后山，四时祭奠。去年，民政部门修缮烈

士墓，在原址扩建，拓路盖亭，要征用一些山场和竹林。村

民说：“用得去就是，该用多少用多少，莫谈钱！他们就是我

悠富人的祖先！”红旗招展处，军民心连心，青山处处埋忠

骨，何须马革裹尸还！

草林的红，是旗帜上门楣上匾额上的红，更是渗入土地肌

理和百姓血脉中的红，是血红、深红。这种红无处不在、历久

弥新。她是洋溢的，也是规整的；是充盈的，也是纯净的；是张

扬的，也是端庄的；是润物无声的，也是立竿见影的。

红、绿、蓝，三原色，草林染得深，占得全，幻化出无穷美

妙，演绎出缤纷五彩、气象万千。这样的形色，浮光掠影、浅尝

辄止是体悟不到位的，要像草林人“唆茶”那样，静下心来，悠

悠地品、细细地嚼。

为着彰显草林的大形大色，具有大情怀的机构和地方

政府齐心协力，打造红圩小镇，新鲜出炉，闪亮登场。他们

不赶时髦不弄噱头，而是本着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

因，做大区域经济、促进绿色发展的初心和理念，咬定“井冈

山下草林镇、红色圩场第一村，特色文化原生态、一天一夜

总关情”，立足当下，面向未来，不遗余力地做德政工程。所

要建设的，正是新时代的新草林，是神奇赣鄱的典范、美丽

中国的样板。

去草林，逛红圩，喝绿茶，寄身自然怀抱，仰望白云蓝天，

一定收获满满。学生娃子到草林，住上几晚听上几课，那是接

受心灵洗礼，能得到有益终身的正气；甜蜜爱侣到草林，会多

一分神圣与坚贞；南来北往的客人，左溪河畔走一走，石板路

上遛遛弯，喝几缸狗牯脑，吃一钵斋公鸭，饮几杯封浆酒，心境

会更澄澈，眼睛会更明亮，腿脚会更劲健。不失浪漫的女士相

邀成群，每人打一把黄坑油纸伞，袅袅婷婷转草林，发抖音可

圈粉无数；阳光少年，穿红衫，骑黄闪闪的观光车在草林前街

后街老街新街丁铃铃驶过，肯定拉风。

我喜爱草林。我喜爱她的五颜六色。我喜爱她的紧凑也

喜爱她的敞亮，喜爱她的沉静也喜爱她的奔放。我景仰她的

过去，珍重她的当下，看好她的未来。

清晨，到左溪河朱红色的浮桥上去站一会儿。水是多么

洁净，风是多么清甜。放眼张望，薄雾从山尖、山腰或山根处

生成，腾起来、漾开去，淡淡的，成为衬在蔚蓝天幕下和苍翠山

体上的柔曼轻纱。太阳从东面的山尖上喷薄而出、缓缓升起，

由嫩红到鲜红到火红，渲染广大，辉耀万物。

天地有大美，草林在其中！

家园
厚土

在我的骨子里，有着深深的红色情缘。我爱看红色
书籍、爱唱红色经典歌曲、爱赏红色画作……然而，对我
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以
下简称“八一厂”）出品的红色经典电影。

八一厂摄制的《地道战》是我看的第一部红色电
影。当时，尚读小学三年级的我，对这段历史是不熟悉
的，但影片中冀中军民利用地道战，打击日本侵略者的
英勇故事，在我稚嫩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一种红
色情怀就此萌芽。

红色光影，永恒记忆。八一厂出品的一部部红色经
典电影，深深地烙在“看着八一厂电影长大”的亿万观众
记忆里。

行走在八一厂厂史馆，我不禁陷入沉思：从我们父
辈就开始看的红色经典电影，浸染、激励和影响了几代
人。这方寸的胶片中究竟是什么牵动着几代人的心？

“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我
军文艺工作，本质是党的政治工作，是时代最刚性的旗
帜和音符。1952年，八一厂正式建厂后，一代又一代八
一电影人就秉承着“用光影写史，为军旗增辉”的神圣使
命，或黑白、或彩色，用胶片记录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
为民族独立、为国家富强而不懈奋斗的伟大历程。

走近红色经典电影剧照集锦墙，就像走进了红色经
典电影的历史记忆。《永不消逝的电波》《狼牙山五壮士》
《柳堡的故事》《英雄虎胆》《闪闪的红星》《四渡赤水》《风
雨下钟山》《巍巍昆仑》……一张张耳熟能详、久映不衰
的红色经典影片剧照，牵引着我们走进彼时彼境。一名
参观者说出了大家的心声：观看这些红色经典电影，让
人们感悟到了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的峥嵘岁月，人民军
队“党旗所指、军旗所向”的非凡征程，引导人们从红色
基因中汲取前行的力量。

《大决战》的大幅剧照牢牢地吸引了我的目光。这套
电影由《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构成了一个完
整的战争史诗，以宏伟的气势再现了解放战争中三次决
定性的伟大战役。当年，为用每秒24个方格拍好震惊世
界的三大战役，八一电影人以大历史观、大时代观精心创
作。电影上映后，在全国引起了轰动，赢得了电影界的高
度评价。它不仅用影像书写了大决战雄浑壮美的史诗，
还承载了新中国成立的激情记忆，为中国乃至世界军事
电影画廊增添了夺目的一页。

在电影《雷锋》剧照前，一位 70出头、满头乌发、精
神矍铄的老军人看得入神。这位老军人向我介绍，八一
厂自 1964年拍摄了国内第一部以雷锋故事为题材的电
影《雷锋》后，还陆续拍摄了《雷锋之歌》《雷锋的微笑》
《雷锋在 1959》等 16部雷锋主题电影，留下了不同时代
的人们对雷锋的影像解读，为全国学习雷锋起到了强大
的推动作用。

流连在群星璀璨墙前，端详着王心刚、王晓棠、韦廉、
田华、严寄洲、李俊、陆柱国、陶玉玲、黄宗江、翟俊杰等艺
术家的照片。这一片熠熠星光，都是获得“国家有突出贡
献电影艺术家”荣誉称号的老艺术家，他们在电影艺术长
廊里留下了多少经典！我仿佛听到了一代又一代八一电
影人的心声：“我们是军队电影人，弘扬时代主旋律，我们
永远挺立潮头……”

“男看王心刚，女看王晓棠。”曾记得，上世纪五六十
年代，他们在银幕上塑造的众多英雄形象，镌刻进几代
观众的记忆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
人。有着银幕上“第一军人”之称的王心刚，在影片《红
色娘子军》里饰演的洪常青慷慨就义那场戏，不知震撼
了多少人的心。正是这个“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
经典镜头，让许多人经历了最初的信仰沐浴。

在拍摄影片《野火春风斗古城》时，王晓棠重写了
“姐妹两次相见”“银环夜访”“金环牺牲”等七八场重要
戏，将女性英雄的信念、风骨和浩然正气，传递给了观
众。

厂史馆的大屏幕上，正在播放电影《闪闪的红星》，
一位上了些年纪的参观者跟着电影哼唱插曲《红星
歌》。他说：“每次听到这些红色革命歌曲时，眼前就会
有画面，那些黑白的、彩色的影像熔铸下的红色印记，刻
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灵魂深处。”

正如著名电影音乐作曲家雷振邦生前所言，优秀的
电影插曲以优美的旋律和脍炙人口的歌词，为升华影片
主题增色不少，具有强大的精神感召力。

用胶片追寻历史，不只是关乎过去的记忆，更是寻
求一种精神的传承。

近年来，八一厂出品了《古田军号》《浴血广昌》《三
湾改编》等红色主旋律影视作品，在光影中多角度注入
了更鲜活的红色基因，生动感人地诠释了伟大建党精
神，让人们了解中国革命历史，传播理想信仰之美、革命
英雄崇高之美。

2021年，八一厂把“人民楷模”王继才的先进事迹搬
上银幕。这部《守岛人》获得第三十四届中国电影金鸡
奖最佳故事片奖，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唱响了新时代
奋斗者之歌，“你守岛、我守你”等金句刷屏网络，被誉为

“一部贯注英雄气、厚植家国情的精神史诗”。
由八一厂领衔出品、斩获第十六届中国长春电影节

“金鹿奖”最佳影片奖的电影《长津湖》，将志愿军将士浴
血奋战、不畏强敌、舍生忘死的战斗故事展现得动人心
魄。影片上映后，创造了票房奇迹，登顶中国电影市场
票房榜首。

岁月流转，永远不会湮没隽永的诗篇。建厂 70年
来，八一厂创作拍摄了2700多部反映我党我军不同历史
时期的各类影视作品；累计斩获“华表奖”“金鸡奖”“百
花奖”“飞天奖”“五个一工程”奖等重要奖项1000多个。

厂史馆内，随处可见各种道具、手稿、剧照等“红色印
记”。一抬眼，那一抺绚丽的红色就会闯入眼帘。半个多
世纪过去，不同年龄、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人们来到八
一厂参观，往往都说着同一句话：“我们是看着八一厂的
电影长大的。”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
正如八一厂一位负责人所言，我们要以时代使命感和历
史责任感，拥抱伟大时代，为人民放歌，为时代铸魂，推
出更多的优秀作品，让我们的后代永远都说那句话：我
们也是看着八一厂的电影长大的……

抹不去的
红色影像记忆

□□ 宋海峰宋海峰

草林形色草林形色
□□ 周周 文文

江西是个好地方 红色
印迹

一
两棵树，长在一起，相依而生，风韵一致，命长着呢。细心瞅瞅，

你就可以发现，其中一棵更粗壮，那是夫树，那棵铆着劲长枝叶的，

是母树。天公配地母，男人娶女人，夫树自然搭妻树——阿婆絮絮

叨叨地跟我说起夫妻树。

童年的村口，便站着这样一对神树，挨着村坊“社官老爷”的祭坛，

一左一右，虬蟠纠结、遒劲如铁，日日守望。有那么几年，一枯一荣，随

年份交替，头年，右边的树擎一团碧绿，左面的树则枯黄萎靡，形同死

去，来年，就换位郁郁葱葱了。村中百姓行走村坊，看见这两棵并排生

长的老树，都双手合十，虔敬地拜上一拜。据老辈人说，这样的树就是

夫妻树，是相爱的夫妇仙逝后变化的，又称生死树，假设一棵树真的枯

萎了，另外一棵也活不久了。

至今，村庄的人越来越少，年老的夫妇们相继逝去，而那对老树

依然活着。

它们是不是真的夫妻，会不会同生共死、相互换命？

二
订婚的红单写好，女方就要改口了。我唤一声“阿婆”，第二天

她便催着回老家，我和夫君这对“老年轻”，爱情跑完了半个马拉松

才订婚。对于婚姻，我们期待而又恐慌。一路上，阿婆大半的时间

就是催婚。面对唠叨，夫君显得不耐烦，老太太急得喉管鼓胀，眉

山紧缩。“我老了，名正言顺带个孙媳妇回去，脸上才有荣光，我若

命好，还能看到第四代，老天稍微打个盹，一夜就呜呼哀哉了。”车

子到村口，一抹绿色的云团涌过来，老人纠扭在一起的五官才舒展

开来——“到啦，老樟树下就是我们老钟家！”

我终于看清了那团绿色，它立在房子与河的中间平地，迎面的

一枝已经老朽，巨大的骨节形成一个扭曲的树瘤，抬眼便看见它巨

大的伤痕，密密麻麻爬满了寄生的蕨类和苔藓，向着河及房子的大

半边枝叶，茂密如云盖，底下的几根枝条，斜垂着伸展到鱼塘里，被

鸭鹅溅起的泥星点染着。老樟树下，鹅卵石路悠长，荒草丛生。路

旁的大磐石光溜溜的，看来是供来往的行人休憩的，有年头了，泛着

哑光。

香樟籽啪嗒嗒掉落，小籽青青的，黑黑的，豌豆般铺在路上，香

得人喷嚏连天。

三
接下来的秋日，婶娘们走到一起，忙着蒸酒，炸薯包，轮番唆使

阿婆在老家过 91大寿。

近年，土坯房整治的号角吹响，阿婆的老房子年久失修，拆一半

留一半。大伯家用拆除的地基做了一栋砖房，留下的半边是双栋，

中间留着天井，天井把厅堂分成上下两层，厅堂左侧隔了好几间，板

梯间后打了土灶，保留了老厨房。老房子经过整饬，墙体刷白了，屋

面上换了深绿的琉璃瓦。老屋像个老人，胆怯又笃定地坐在樟树的

绿盖之下。

阿婆背着手，成天笑眯眯。她拽一把竹椅子，老起身子悠悠地

坐到大樟树下。

秋日的阳光筛下来，粉嫩嫩的。婶娘把刚刚开盖的糯米酒酿温

好，阿婆唆了一盅原浆米酒，大赞。

老人家又絮叨着讲古老的故事。夫妻树，那是老人的隐语。似

乎每个老人对自己的儿孙都有期待，希望他们早早成家立业，夫妻

同心，繁衍生息。我笑而不答。

酒后，阿婆沿着一条匍匐前行的树根走向河边。她颤颤巍巍，

在离樟树几丈远的河堤上停下来，指着一个废弃的柴寮，看呐，这就

是我说的夫妻树，那是母树，可惜，雷劈了！

这时，我才看清，那个柴寮是依着一个树桩搭建的。

人头高的桩上，一段斜切的大裂带。年代久远，树桩已逐渐腐

朽空心，隐约的锯齿边，长了一圈短短的新枝。樟篼边的柴草渐渐

泥化。地下，蚂蚁们搬运着泥巴木屑，寮棚顶藤蔓攀爬，它们和樟树

的新枝组成柴寮蓬松的发髻。

我对着树桩看了半天，阿婆却悄悄回屋了。

次日，我跟着大伯去楼阁上找器皿，光束从明瓦上照进来，空气

中飞舞着尘埃。大伯在找到了几个陶罐后顺手撩开一个樟木寿木，

原来就是被雷公劈去的母樟树做的，当时屋场给钟家分了大份，家

里人便请匠人打了棺材。它比我见过的寿木都精巧得多，金色“寿”

字边上还拓印了竹叶青，朱红的漆已脱落不少。见我发怵，伯父大

笑说这是家族的宝库。

四
大伯不善言说，说起往事慢悠悠地老断片。我听老半天才拼凑出

阿婆的身世。她生在富裕家庭，读了不少书，嫁入县城，因成分问题离

婚，拖着孩子过。媒人给她介绍了一个穷裁缝，她看着面善的裁缝，站

在大樟树下的板棚里笑，就牵着孩子来成婚了。她学着做裁缝，种地，

耗尽心血盖了座房子。屋场名就叫樟树下，阿婆在樟树下生下第三个

孩子后，背着幼崽，行走村寨，挑柴、挑肥料，扛电影机……阿公就是在

那个时候开始得病的。

病着的阿公带着大伯做裁缝，闲暇时在后山开荒种玉米、南瓜、

红薯。上世纪 60 年代闹灾荒，阿公病重，在一个雪夜，吐完食物吐血

渣。临走时，交代阿婆要保住三个孩子和楼上的棺材，他不带走任

何东西。阿婆摇晃着断气的男人呜咽，她的红背带上还绑着幼子。

她攀上楼梯，打开谷仓，谷仓空的，打开油缸，缸壁上一层黑黄的油

膏。她想着，陪伴十年的丈夫走了，没钱没粮，连丧事都办不成了，

一个女人家，绝望地坐在楼板上嚎哭。

为显示自己足够健壮能安葬亡父，12 岁的伯父走到里间，掀开

稻草和红布，对着棺材耀眼的“寿”字狠捶了一拳，猛使力，只移动了

一下棺材盖。

这个时候，嚎哭的阿婆听见了儿子的尖叫。

“看啊——粮食——透明的米！”

嚎啕声里，大儿子捧着一捧黄色的颗粒，跌落的颗粒在楼板里弹

射出精实的回声。阿婆惊呆了，看着儿子手上的玉米，一骨碌爬起来

进了里间。母子掀开棺材盖，满满一棺材干粮，黄澄澄的玉米，雪花一

般白净的红薯丝，被一块棕毯隔开。阿婆捧起一把玉米，玉米从她的

指缝中咔哒哒撒落，在光亮处腾跳闪耀。

“心肝啊——哥哎——”阿婆再一次嚎啕。

原来，阿公在病重前，秘密留下了粮仓——樟木棺材驱虫，夏不生

虫春不潮。他省吃俭用开荒拓土，把所有的干粮都存下来喂养妻儿。

阿婆量了一麻袋玉米，到邻家换来了一副大寿木，杀了家里唯

一的母鸡，熬了粥汤，把八仙请进门，安葬了自己的男人。

漫长的时日，一棺材的干粮，帮一家人顺利熬过了寒冬和春荒。

后来的阿婆来去如风。用她自己的话说“续出来的命，要好好活，

怕什么事呢？有需要，老虎的尾巴都拔下来”。

改革开放的春风终于吹开了小城镇的门户，阿婆拖儿带女，在老房

子侧间开了南杂店，经营各种营生，做裁缝，浇蜡烛卖，开饭馆，贩卖金

橘。她咬紧牙关送子女上学，把儿孙带进城。

大伯因为没念书，留在老家谋生。

阿婆在有所收获时回到樟树下。她已经习惯了把自己珍视的

一切放进棺材，在丈夫留下的宝库里，放首饰、衣物、钱财，甚至更迭

着准备自己的寿衣……

存酒时，我又看见了那个宝库，明瓦投射出斑驳温暖的光，屋顶

上，那棵老樟树的枝叶随风摇动，静静地守护着这尊古旧的棺木。

我趴在窗边，那是阿婆嚎啕过的地方，想起自己即将到来的婚

事，时空漫漫，俗世吊诡，我们能相守吗？要多大的智慧、勇气才能

相扶一生，生死守护？

五
阿婆终究用上了宝库里的寿衣。

那具樟木棺材依旧留了下来，守了半生寡的阿婆，在城市的高

楼逝去，用不上丈夫留下的棺木。走时，大伯舀出几粒饭黏子，包住

一颗铮亮的银齿儿塞进母亲的嘴里。月夜，她躺在蓝色褡裢包里上

灵车，去殡葬所。春天吉日，老人进入精巧的陶瓷盒，轻轻地，埋在

一方小小的水泥碑下。

大地沉静，樟木相守，她远离故土，这一切，好似她孤独、温暖而

意志坚定的一生。

新生儿来到我们身边，我们开始为家奔忙。家庭生活的温馨与

波折，如年轮般渐次长开，漫长的旅程才刚刚启程。心事来临时，常

想起那对夫妻树，苍茫的蜀水河边，它们迎风而立，荣枯往复，默默

结籽。

夫夫妻树妻树
□□ 赖韵如赖韵如

太阳走到沙子岭了

屋门前满是庄稼的呼吸

父亲扛着一把锄头

与狭长的丘陵并肩站立

稻子悄悄地灌浆了

黄瓜藤安静地开它的花

田野传来了起伏的蛙鸣

它们演奏它们的乐曲

我细数我的森林与山谷

隔着青草，隔着云朵

隔着傍晚广阔的风

我听到的蝉声无比浩荡

树的年轮
站在枝头啄食新绿的

还是前些天那几只鸟儿

清晨和露水是它们的

松林和竹海也是它们的

昨夜破土的嫩芽才是我的

袅袅升起的炊烟才是我的

苏醒后的村庄从不吝啬耕种

至于收割

那是另一个厚重的故事

我认真想了想

还是请大地来告诉你

告诉你树的年轮

以及，漫山遍野的阳光

怡情
诗笺

我听到的
蝉声

无比浩荡
（外一首）

□□ 离离 歌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