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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上乡愁

光影录

机缘巧合，我居然买到一套带露台的
住房。住房处于三楼，二楼为商场，商场
的楼顶为露台，有 300 来平米。一出客
厅，就是大大的露台，视野开阔，很有成
就感。看来可以实现房前种花、房后种菜
的“田园”生活了。

室内装修还没排到议事日程，露台的
规划，已成了重点话题。

我把露台划分为三个区域——风景
区、果树区、蔬菜区。客厅正对面的区域
为风景区，我早就规划好了，风景区一定
要种竹子。“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坐在客厅，在飒飒的竹叶声中听雨观月，
一定很有诗意！可听说，竹子容易窜根，
会破坏房屋，只好放弃了。

“风景区”种什么好呢？于是来到园林
种植基地。那时正值夏天，骄阳似火，园
林的一排排黄金香柳，枝叶婆娑，在阳光
的照耀下，叶子翠绿，闪闪发光，像一座
座金字塔，庄重威严；又像一簇簇绿色的
火焰，尽情燃烧着它们蓬勃的青春。退而
求其次，黄金香柳也是不错的选择，于是
买了四棵。黄金香柳在“风景区”安家落
户。在粉白色外墙的衬托下，那排娇艳欲
滴的翠绿，顿时让“风景区”蓬荜生辉。

可能是移栽时伤了主根，我的黄金香
柳才灿烂辉煌了一周，像耗尽了青春，一
下到了暮年，耷拉着脑袋，叶子枯黄，叶
落满地，只剩光秃秃的树干了。

“风景区”的残枝败叶，萧条寂寥，成
了我的遗憾。

那天下班回家，看到一花农的三轮车
上有两棵绿茵茵的树，像两把半开半合的
大伞，亭亭玉立，有着含蓄的美，在矮小
的盆景中如鹤立鸡群。这两把绿色的“大

伞”点缀“风景区”不错，于是叫住了花
农，花农介绍说这两棵为茶花树，且是香
水茶花，花为粉红色，有香水的芳香，冬
天开放。那时正值夏季，只有茂密的树
叶，哪里看得到花的影子，更别说香味
了。花农的话是真是假，无暇揣度。由于
对茶树造型的喜爱，毫不犹豫叫花农把这
两棵茶树搬到了家——风景区绿意葱茏，
生意盎然。

立冬了，寒风呼啸，茶树傲立在凄风冷
雨中，竟然不掉一片叶，树叶依然亮绿，展
示着蓬勃的生机。快进腊月时，两棵树像比
赛似的长满粉红的花苞，花瓣层层包裹，很
结实，很精致，像一个个小心脏，又像粉红
的灯笼，在热热闹闹迎新年。一周不到，茶
花竞相绽放，粉嘟嘟的花瓣重重叠叠，开得
芬芳馥郁，欢快舒畅。如婴儿的脸，晶莹剔
透，又像娇羞的少女，含笑矗立，在绿叶中
半隐半藏。原来，凌寒开放的，不独有梅
花，还有香水茶花啊。茶树花期长，此消彼
长，连续开了四个月。一家栽花百家香！左
右邻居爱在阳台上赏花闻香，称我家是真正
的“芳邻”。

至于我的果园，我爱吃李子和脐橙，
于是趁着赶场天，去花鸟市场买了李子和
脐橙的树苗。那几棵树苗弱而小，约30公
分高，种在高高的树池里，像驼鸟背上插
了一根小鸡毛，太不起眼了。再说要等这
几棵树开花结果，不知等到何年何月。那
人建议我，重新买大的果树栽种。又到果
园基地，刚过端午节，正值蜂糖李成熟的
季节，一个个金黄的李子挂在枝头，摇头
晃脑，逗引着我的食欲。摘了一颗品尝，
甜蜜多汁，爽口爽心，毫不犹豫买了三棵
挂满果的蜂糖李树。旁边的梨树也挂着大

大小小的梨子，煞是可爱，那人坚持要买
两棵梨子树，于是满载而归。到了楼下，
才知遇到难题，树太高，进不了电梯，只
好从楼梯间把树拖上去。这哪里经得起在
地上的折腾磋磨，有三分之一的果子纷纷
脱落，在楼梯间滚落得到处都是，我心疼
得满地捡水果。

果子挂在枝头，成了我的牵挂，也成
了小鸟的乐园。很多李子和梨子都有小鸟
啄食过的缺口，有的甚至被啄落在地上，
很可惜。装修的工人建议我用塑料袋子把
果子罩住，这样小鸟就吃不成了。想着小
鸟乘兴而来，失望而去，于是断然否定。
我怎能与这些大自然的精灵争抢食物，独
乐乐不如众乐乐！人、鸟和谐相处，能让
小鸟纵情欢唱，也是我的快乐啊！

我的菜园，在最不起眼的角落。可它
不因为我的冷落而荒芜，除了我种植的白
菜和青菜，还蓬蓬勃勃长出薄荷、荠菜、
奶浆菜、灰荞米菜、油菜等，它们你挨我
挤，争夺阳光和雨露，拼命展现自己，以
此得到主人的青睐。

因与一日三餐息息相关，最不起眼的
菜园成了我的重要基地，是我关注最多的
地方。因菜园土壤不肥沃，白菜青菜长势
不好，很瘦弱。为了给它们增加营养，我
买了油枯，泡在水里进行发酵。还把淘米
水、烂菜叶，果皮等混在一起当催化剂。
一日看三遍，闻闻臭了没有，因为臭了才
表示已发酵好了，可以浇灌了。以前闻着
臭的东西，一定会屏住呼吸、捂鼻逃开。
现在却陶醉在“臭味”中，因为“臭”的
才是有营养品的，只有先“臭”了，才能
演变成碗中香甜的美味啊。

每天给菜园浇水、施肥、锄草，成了

我的业余生活。洗菜水、淘米水积攒着浇
菜地。手里拿一把镰刀，把杂草清除掉。
施肥时，我是妈妈，这些蔬菜是我的一群

“儿女”，看到瘦弱的菜，就多施几次肥，
盼望这群“儿女”个个茁壮成长。时常关
注天气变化，如果连续出了三五天大太
阳，就担心我的蔬菜干死了，盼望着哪一
天会下一场大雨，把我的园子浇个透彻，
让我的菜们酣畅淋漓喝个饱，尽情地生长。

没事就去菜园，成了我美的享受。绿油
油的蔬菜在微风中婆娑起舞，似绿色的波
浪。青菜像臃肿的孕妇，袒胸露怀，肥大的
菜叶尽情往四周伸展，以显示自己庞大的身
躯。白菜像淑女，含蓄地把叶子向上撑起，
尽显腰身，头发卷成一团，紧紧地住里收
拢，不让人看到她们美丽的脸庞。那些荠
菜、薄荷、油菜等，像顽皮的小孩，见缝插
针，探头探脑地伸出头来与我打招呼，像在
说：换换胃口吧，我的味道也不错哦！于是
掐把清凉的薄荷，扯一把清香的荠菜，清水
冲一下，不用担心有农药、化肥、催长剂，
薄荷放葱、姜、蒜加油辣椒凉拌，荠菜放在
排骨汤里烫一下，无需辣椒水，盛上一碗米
饭，那生猛的鲜香味让人食欲大开——生活
如此美好啊！

这一小块菜地，还连接着友情，和睦
着邻里的关系。邻里小韦小俩口上班忙，
没时间逛菜场，“小韦，给你一把白菜。”
我掐一把白菜从他家窗台上递进去，“上次
拿的还没吃完呢！”小韦笑呵呵地来接。楼
上的老张，腿脚不利索，我扯两棵青菜送
上去。老张领我进行书房，指着书柜说：
想看什么书，尽管选！

大自然真是太仁慈了，拥有一小块土
地，却给予人那么多。

那一年，仲夏蝉鸣，游子意，木棉花
开，毕业季，像孙悟空离开五指山，我终
于也走出了象牙塔；那一月，“鹰击天风
壮，鹏飞海浪春”，我迫切希望能在茫茫考
生里，鱼跃龙门，金榜题名；那一天，成
绩放榜，旗开得胜，我顺利成为一名光荣
的人民教师，心情那叫一个“春风得意马
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幻想里，今后的
人生定会如烈火烹油，鲜花着锦，在自己
的“长安城”里永远鲜衣怒马。

芳苞初绽香味浓，初生牛犊不怕虎。
迎着初秋的风，背上家人给我准备的行
囊，我在那收获的季节，踏上了背井离乡
的任教之路，没有“此去经年，应是良辰
好景虚设”的伤感，倒有一番“白日放歌
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的喜悦。想象
中，迎接我的校园坐落在一片有清风明
月、鸟语花香的地方；教室虽不是古色古
香、美轮美奂，但一定设施齐全，桌椅整
洁；操场不必有多宽敞，但一定绿树成
荫、花木成行；校长一定是一位西装革
履、慈眉善目的男士；尤其是即将称我为
老师的那群小可爱，定是聪明伶俐、乖巧
喜人……

一天的长途跋涉，下了车，已是人约
黄昏后，斜阳染幽草，想象的美好渐渐被
眼前残酷的现实重拳出击。

一条弯弯曲曲、坑洼不平的小路继续
蜿蜒在脚下，步行数公里后，树木越发的
密集，鸡鸣狗吠中隐约露出小小村庄的模
样，再行数百米，有村民正在屋门前聊
天，一条大黄狗突然狂吠着朝我奔来，试
探性的撕扯我的裤脚，缰绳被栓在窗户上
的黄牛也随之抬头，用不太友好的眼神看
着我，一时间，大鹅嘎嘎、小白猪哼哼、
老母鸡咯咯……把我和村民们都惊呆了，

询问一位阿姨才得知，他家屋后的斜坡上
那座风雨飘摇的房子，便是我后来安营扎
寨的学校。

没有想象里窗明几净的教室，没有花
木成畦、设施健全的操场，也没有一处能
在夜里容纳老师疲惫身躯的宿舍。有的只
是一座年代久远的房屋，墙壁被画得花里
胡哨，六间教室里分别摆放着十来张破旧
不堪的老式课桌，每张都配有一条长凳，
它们也许一生都没体验过“洗澡”；走进教
室，肉眼可见的尘埃在光影里飞舞，一股
辣条的气味弥漫其间，尽管那窗户的玻璃
已经破了很久很久，依然散不去那些“美
味”；一块用黄土填充、经年累月，被踩得
发亮却依旧凹凸不平的斜坡被称作了操
场；水泥砖砌成、未经任何装饰的矮小围
墙是近期才有的“安保系统”，而且是因为
托了农村学校营养午餐爱心工程的福，在
建设食堂时才顺带砌成；食堂看起来已竣
工，但尚未启用，一些废弃的石头、水泥
袋等建筑垃圾依旧堆在门前，在它的侧
边，一棵大树庄旁，由几块大石头简单垒
成墙壁，几片青瓦掩盖其上的“建筑”，那
是厕所，学生和老师共用，最要命的是它
没有门，后来的半年，因为食堂没有凳
子，我和同事敏敏经常坐在那青瓦上吃
饭。校长是一位即将退休的老人，他皮肤
黝黑，头发花白，着装简朴，腰间挂着一
个大手机，操一口本地方言，他慈眉善
目，秉性温良，得知他守校四十余年，为
当地的教育事业奉献了将近一生，我在感
动之余，更是对他肃然起敬。两位年过半
百的代课教师和几位近年来陆续考到这里
的年轻教师，加上初来乍到的我，构成了
学校的教师队伍，也正是这支加上校长一
共不到十人的教师队伍，为这全校一百多

位学生的教育撑起了一片天。说到住宿，
因为学校不宽，所以只能自己解决，顺理
成章，周围的住户成了老师们的房东。缘
分使然，我问路的那位阿姨，同意把她家
猪圈旁的半间房子租给我，于是来时迎接
我的大黄狗、老牛、白鹅、老母鸡，成了
我的邻居，我们自此夜夜相伴。

秋雨打落梧桐树叶，阵阵悲意袭来，
我开始意识到，前路的坎坷，远超我所
想。也开始意识到，我其实并未准备好去
迎接新的生活。然而，现实就像这秋风，
从来不管你是否已好准备，只管到时就赶
你离开树。我在哭肿了眼睛的夜晚，打电
话向父母报了平安，并告诉他们，这里的
一切都很好很美。然后，哽咽着开始了一
个人身在异乡的漫漫成长。每一天的课全
满，什么科目都上，放学后，便和学生一
起去山坡上放牛，采野板栗。总之，有花
的季节摘花，有果的季节采果。周末，我
回不了家，常常和孩子们相约山顶，唱歌
起舞。有时，调皮的男同学会从山洞里逮
个蝙蝠出来，吓我一大跳。平常，学生病
了，就和与他同村的其他同学一起，翻山
越岭步行好几公里送他回家，正好可以欣
赏一下他们村的村容村貌，让我更加了解
他们。隔三差五，我的父母会从他们所在
的城市，寄来一大口袋衣服鞋子。当然，
我告诉他们的地址是县城。所以，每次都
要麻烦同事骑着摩托车，行驶五十多里路
带我去取包裹。虽然一路风尘仆仆，但收
到东西总是格外喜悦，很多的衣服都分给
了班里的女生。慢慢地，我也习惯了这样
的生活，只是难免在夜里孤寂落寞，尤其
是每逢佳节，同事们都回家了，学校空无
一人，村民们家家团圆，我只能闭门静
坐、煎熬……时常在想，我为什么好不容

易从大山里走出来，又要重蹈覆辙走进大
山？

我试图改变环境，从栽一些土里土
气的花草开始。因为离县城比较远，买
不到心仪的花苗，学生得知我这一心愿
后 ， 纷 纷 从 家 里 给 我 带 来 了 薄 荷 、 多
肉、橘子树苗、万年青等，其中一棵桂
花树苗，是那位尖嘴猴腮、与我处成了

“兄弟”的调皮男孩带来送给我的。像珍
惜我们的友情一样，我精心的栽培，勤
恳的护理，对它寄以厚望。可惜，辗转
好几年年，树并没有长高多少，叶子也
因缺乏营养而死气沉沉，只剩一棵躯干
在与生活对抗，仿佛是在证明什么。最
终，桂花树没有开出一朵花。但我已习
惯了这样的相依相守，每天出门前都要
浇点水，因为它就立在门边，所以每天
进门都在心里与它打着招呼，即便身心
疲惫，也要对它眉眼温柔。

某个阳光明媚的清晨，我正蹲在门前
的水池旁，一丝不苟的洗着脸，猛一抬
头，拴在窗户上的牛，它看着我，我看着
它。忽然，它一伸嘴，吃掉了我的桂花
树，我愣在原地，瞠目结舌，无语凝噎。
身体久久无法动弹，太突然太意外了，我
就这样失去了被我当作希望的桂花树。它
吃掉的不仅是树，也是我的心血，我的青
葱岁月……然而，吃掉的是树，是岁月是
遗憾，吃不掉的是师生之间那份纯真的情
谊。不管身在何方，那些经历都会历久弥
新，越发醇香。后来的多年里，我身处优
良的工作环境后才更加的明白，国家让我
们接受高等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摆脱贫
困的乡村，而是让我们帮助乡村摆脱贫
困。生如蝼蚁，当有鸿鹄之志，命比纸
薄，应有不屈之心。

清明节的时候，我很想念天堂的父亲，父亲已
离开我整整14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父亲刻骨
铭心的思念愈发强烈。记忆中的父亲是一个宽厚、
博爱的人，一生给予子女无尽的父爱。

父亲出生在旧时代，祖籍山东，后来因为支
援大西南建设，南下来到黔西南。记忆中的父亲
一生简朴，喜欢助人为乐，对待工作总是默默奉
献，从不抱怨个人得失，时刻以老党员的标准要
求自己，积极进取，刚正不阿，大局面前一派凛
然正气。

生活中父亲是一个勤恳、会生活、爱整洁的
人，总能温暖我们。在那个计划经济、物质匮乏
的年代，别家烧的煤是买来的，而我家的蜂窝煤
全是父亲用双手一个一个压出来的。为了我们健
康成长，父亲在保证每月一人一斤猪肉的肉票
外，到粮管所买粮时会搭上杂粮、地瓜干、包谷
等，想尽一切办法，也要让我们吃上营养丰富且
可口的饭菜。

记得上世纪70年代一个上小学的寒冬，我们
要从住处走到师专附小，一下雨这一路都是泥
泞，我们的翻帮鞋上总是裹着厚厚的烂泥，而父
亲每天晚上待我们入睡后，会悄悄地把我们的鞋
擦洗干净，放在铁炉子旁烘干，第二天我们总能
惊喜的穿上干净的鞋。每天起床时，父亲还会把
我们的棉袄放在炕栏上，热乎后才递给我们穿。

父亲在的时候，我们每天早上总能吃上热腾腾的
面条、包子和馒头。上学那时，父亲还有检查我
们作业和试卷的习惯，指导我们学习，陪伴我们
做完功课，星期天还会带着我们去电影院看电
影、逛场坝、到国营饭店吃饼和喝糖稀饭。

上世纪80年代，我刚参加了工作，父亲就用
自己的言行告诫我，待人要真诚、宽容，更要学
会忍让，在大是大非面前要讲立场，做一个坚
强、充满自信的人。对待任何工作都要认真，要
提前做准备，才能把工作做好。

父亲作为老党员，更是一直叮嘱我们，做人
要老实，不要参加一些不该参加的活动，不要去
看一些不该看的热闹，要学会分清是非。

到了上世纪 90 年代，父亲鼓励我提升学历，
参加成人高考，我也因此进入了黔西南州师专学
习，也才有了后来的进步与成就。2000年，我从
一名教师成为一名管理干部，父亲就语重心长的
告诉我：“组织信任你，你就要扎扎实实、一步一
个脚印的干好工作，要对得起组织对你的培养”。

在工作和生活中，我的烦恼总是喜欢向父亲
倾诉，在人生的低谷时，父亲总能给予我生活的
信心，父亲像是一座山，也是我的良师益友。

含泪回忆父亲生前对我们的爱，点点滴滴，
都是温暖，孩时、上学、工作、成家……一路走
来，他操碎的心，付出的辛苦，说不完，道不尽。

楼顶上的田园生活
胡 娅

思念父亲
刘芳芳

牛吃了我的桂花树
岳丽春

一场雨，从唐朝开始
每年都会如期而至，从不落下

不落在，空旷的山岗
正落到我的眼角
滚烫，黯然

刺心的风，惆怅的雨
寄一笺诗句，吐不尽
心酸与肺语

反而，滋润我干涸的
心殇

清明，飘落的不是一场春雨
而是，诉不尽的思亲情

无意还是巧合
这一滴雨，恰落在清明

一滴雨落在清明
张永方

春风辞
这个时节，所有的风
开始聚集
面红耳赤地讨论着
关于花朵的盛大爱情

如果抬头
看见满天的纸鸢
请不要惊喜
也不要讶异
一万点手指上的柔风
春天里肆意奔走的马匹
占领蓝天，清澈的眼睛

一切都是秘密
关于春风，我不能说太多
它柔情、热烈而低调
在阳光还未抵达之前
已经让天地之间视频连线
悄悄准备，一场季节的盛宴

雨水，灌醉万物
在春天，如果没有酒
可以仰天大笑走出去
不需要打伞，丢开尘世
让雨水灌溉心灵

这日子疯长的春天
雨水，一滴一滴
恰似我和你的距离
轻轻想起那年
一个少年，坐在房顶的瓦楞上
扳着指头，细数人间岁月

雨水，灌醉万物
草木微醺
大地酥软
奔跑的时光，滴答有声

青草扛起春天
父亲已经不种麦子了
漫山的青草，扛起春天
扛起田野，一块块的河滩
迎着春风一路奔跑

那株老柳树
在河边等得太久
春讯抵达，顾不上腰酸背痛
丝丝缕缕的柳枝
一口气种下十个春天

道路已经在脚下
深深呼吸，戴上口罩
藏好所有的孤独和忧伤
以春天的名义
痛快淋漓地出发

给一朵花命名
春天的王者
蜜蜂和蝴蝶
君临天下
给每一朵花命名

四季，没有轮回
也不是单调重复
每一个春天
都是郑重地，给一朵花
重新命名的过程

安静或者热烈
每一朵花的名字
都隐藏在花瓣的深处
只有那些爱过的人知道

青草扛起春天（组诗）

马从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