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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湖文艺灯湖文艺

奶奶在我三岁的时候搬

去香地塘边的拉叔家，帮拉

婶带最小的堂妹。

奶奶去拉叔家后，母亲

不放心把刚三四岁的我独自

关在家，去生产队开工前总

把我送到奶奶那。拉婶不喜

欢我，总骂我吃了她家的东

西，奶奶对我很好，有好吃的

东西，都会背着拉婶分给我

吃，我最喜欢吃又脆又香的

玉米糖酥。

母亲每次送我到拉婶家

前，总叮嘱我：“不准乱吃拉

婶家的东西，否则把你卖

掉。”这话对一个三四岁的孩

子来说，如三十里路骂知

县。在拉婶家看到有好吃，

我总是死皮赖脸地不想走，

为此曾被母亲扔出岭外。

那天是个夏日，我撅着

屁股在香地塘边玩皂荚皮。

一束调皮的阳光穿过苦楝树

层层叠叠的枝叶照在我的背

上，像刚出锅的番薯一样

烫。六月的天孩子的脸，突

然阴沉下来，接着雷声轰鸣，

我害怕极了。有一回我跟姐

姐到晒场上收稻谷，曾看到

一道火光一闪，然后轰隆一

声，把离我们只有十来米的

一棵树劈成两半。我吓得哇

哇大哭，奶奶听到我的哭声，

出来拉我到拉叔家避雨。那

天拉叔刚从学校放暑假回

来，拉婶和他在做玉米糖酥。

堂弟堂妹都围着灶台，

我也围过去，喉结上下滚

动。拉叔把镬头上炒好的玉

米盛在一个瓷钵里，再把煮

好的糖浆淋上。玉米的香味

和塘的甜味直冲我鼻子，看

着那香喷喷的糖酥，我不敢

说话，怕一说话，口水就会像

水枪一样喷射而出。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

去，雨停了，雷也哑了，糖酥

凉了，我的脖子都望酸了，可

拉叔拉婶一点也没有要切糖

酥给我们吃的意思。堂弟忍

不住走过去用手指摸一下，

拉婶举起筷子，做着要打他

的姿势，堂弟嚎啕大哭。奶

奶赶紧拉我走，可我就像中

邪一样，迈不动腿，小嘴嘟起

来，眼睛不断地往那钵酥糖

张望。雨后的太阳，也像我

一样，巴在灶膛上，吮吸着屋

子里的香甜。奶奶还是死死

拽住我往外走，我就使出了

杀手锏——在地上打滚。拉

叔默默站起来，走过去切了

一小块糖酥给我。

我的“为食”令母亲觉

得特丢人。她狠狠地打了

我一顿。

长大后做了老师，我特

喜欢买各种糖奖励我的学

生，棒棒糖、波板糖、逗逗糖

……看着孩子们从我手中拿

到糖后的欢天喜地，玉米糖

酥的记忆总挥之不去。

这是我第一次养猫。

其实一开始我并不

喜欢猫。说真的，我很怕

侍候这些动物。而刚好

一位朋友因为调职到外

地，她在朋友圈连续发了

几次说想把陪伴着她的

猫赠送给有爱心的人。

浏览着她的猫照片，圆碌

碌的眼珠，发出一种萌萌

的眼神。女儿见到了如

此迷人的猫，那种恳求的

眼神，同样的，我亦无法

拒绝女儿的热情，要知

道，她一直都喜欢猫猫狗

狗之类的动物。

可能就是因为有缘，

已经有很多人都想得到

朋友的那只猫。但朋友

却迟迟未答应他们。直

到我试探着说我要那只

猫时，朋友竟然一口就

答应了，真的出乎我的

意料。

说到猫，童年时光在

农村生活的我，叔叔家就

养了一只猫。每当吃饭

时，那只猫也会越过天

井，跑到我们家，蜷缩在

饭桌下，偶尔会用毛茸茸

的尾巴撩一下，当时的我

并不喜欢猫。特别是这

样长毛的猫。当猫用尾

巴撩到我的时候，我总会

“哇”一声大叫起来，吓坏

了一起吃饭的家人。知

道是猫在使坏时，大家都

哄堂大笑了起来。

现在，我也慢慢地被

女儿感染，有点喜欢上猫

了，为猫准备了笼子，猫

砂，猫粮等。从朋友家把

猫拿回来，可能是全新的

环境，那只猫也没有怎么

理会我们，一溜烟地躲进

电视柜底，过了半晌才偷

偷地用警惕的眼神看着

我们，试探地东张西望。

知道我们并没有恶意后，

便慢慢减少了恐惧，露出

了示好的猫咪声。这只

猫偶尔还会在我们脚下

打个滚，仿佛以行动来向

新的主人示好，这是多么

温情，有爱的一幕啊。

终究与猫也是有缘

分的，把猫安置好。仿

佛看到了童年时经常来

我家的那只猫。稚气未

脱的天真，少年的情怀，

这次第一次养猫，那股

澎湃的情感，久久无法

平静的心，为猫改了一

个 洋 气 的 名 字 ：peter。

并为猫写了这样的一首

诗，作为迎接新成员的

一个仪式。

“与猫对视/爱怜的

心湖便如涟漪荡漾/用手

抚摸她的脖子/猫咪轻轻

一声叫唤/然后在我面前

打滚/俨然一位顽皮的孩

子/猫咪静止酣睡时/似

乎与世无争/外出归家

时/猫咪仍在沉睡/走近

一点/那萌萌的模样/从

猫懒洋洋的神态中/忽然

从她的眼珠里/映出欢快

的愉悦/窥探出人世间的

萌意。”

玉米糖酥，乡愁老味儿
◎罗捷媚

我与萌猫
◎罗小林

统筹/珠江时报记者丁当

统筹/珠江时报记者丁当

我们的校园坐落在美

丽的千灯湖畔，校园外高

楼林立，校园里绿树成荫、

鸟语花香，建筑物别具一

格，是一个充满书香气息

的地方。

走进校园，穿过大堂，

首先吸引我眼球的是校道

两旁的荷风鱼趣池。每个

池都连着校道两旁的人工

沟渠，远远看去，就像两块

可爱的棒棒糖。池的四周

围绕着红褐色的栅栏，每个

池中央各有一条栩栩如生

的鲤鱼雕像在喷水。池面

上漂浮着一朵朵粉红的荷

花，与碧绿的荷叶交相辉

映，美丽极了。池里的鱼儿

自由自在地在荷叶荷花间

穿梭着，就像在玩捉迷藏。

它们有的披着银色的铠甲，

像一个个威风凛凛的将军；

有的穿着红色裙子，仿佛是

一群穿红色裙子的小姑娘

在荷池里跳着优美的舞蹈；

还有的全身黑溜溜的，就如

一个个黑武士在保护着同

伴的安全……

走到校道尽头，迎接

我们的是一排高大粗壮的

榕树，树叶葱葱茏茏、密密

层层的，远远看去，就像一

把把绿色的大伞。树干上

长着许多灰褐色的根须，

随风飘扬，就像一位慈祥

的老者冲着我们微笑。

穿过这一排榕树，我

的视野豁然开朗，左边是美

轮美奂的教学楼。教室里

窗明几净，不时传来同学们

的朗朗读书声；教室外的走

廊古色古香，樑顶用木架子

镶嵌着一首首朗朗上口的

诗文。右边是广阔的操场，

这是同学们挥洒汗水的快

乐天地。下课铃一响，同学

们就像一只只可爱的小兔

子，蹦蹦跳跳地来到操场上

快乐嬉戏。他们有的在跳

绳，有的在打球，还有的在

跑步……操场上充满了欢

声笑语，给校园增添了勃勃

生机。

我们的校园是知识的

海洋，也是一座美丽的大

花园。我的校园真美，我

爱我的校园。

“给我孩子报个游泳

班吧，这年纪了，该学学游

泳了。”我当时心情像十五

个吊桶打水——七上八

下，我心想：不行呀！如果

沉下去怎么办呀？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

情来到泳池，看到那高大威

猛的教练时，我赶紧用双手

捂住眼睛，在那瑟瑟发抖，

恨不得在地上挖个洞，然后

钻进去。正当我在发呆时

教练厉声问道：“你怎么还

没下水？还在那里发什么

呆？”我低下头，一步一步地

走向水里……

经过教练的训练，家

人的鼓励，自己的勇气，我

终于学会简单的游泳了！

我像一条鱼儿在水中跳

舞，一直不怕困难地游着，

教练看我游得不错，对我

说：“嗯，你试试五十米

吧！”我刚刚自豪的笑容顿

时被抛到九霄云外，我不

由自主地倒吸了一口凉

气，咬咬牙，“扑通”一声，

跳入水中。“咳咳”，我被水

呛了一下，心里打起了退

堂鼓。我回头一看，教练

急急忙忙地跟在我身后，

用那关爱的目光保护着

我；妈妈速速起立，为我加

油打气。看到这一幕，我

心中有股热流涌上心头，

泪水也布满眼眶。我坚持

游到了岸边，在上岸的那

一刻，我含泪喊道：“我成

功了！”

在那一刻，我学会了

坚强；那一刻，我战胜了懦

弱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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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的阳光暖暖地照

在大地，微风吹拂着我的

脸，一座古老的房子出现在

我的眼前，每块青砖，每片

灰瓦似乎都在诉说着辉煌

久远的历史。

昨天老师说要带我们

来桂城进行“乡村一日游”，

我开始很不乐意：乡村有什

么好玩的？在我的印象里：

乡村只有窄小的河沟，破旧

的房子……可是，就像时空

穿梭一般，当我被带到一个

风景如画的地方，当伦氏宗

祠这座典雅古老的房子出

现在我眼前时，我就想如果

我不来看看我身边的乡村，

我肯定会后悔。

伦氏宗祠由青砖建造，

房檐上面雕梁画栋，门框两

侧的对联全是金光闪闪的大

字，上面写着：“世有乡贤昭

上德，家承天宠锡南伦”。虽

然我不太明白这两句话的意

思，但朗诵这些文字，心里会

有震撼。

伦氏宗祠非常有特色，

建筑以白色和青色为主色，

屋顶两旁是拱状形态。最

有特色的要数屋檐上形态

各异的雕塑：鲜花娇艳，仿

佛还能闻到花香；半开屏的

孔雀斜着头望向开空，好像

随时准备冲出屋顶。真没

想到在我们的桂城，还隐藏

着这样古香古色的建筑，让

我倾听到它们在吟唱一首

古老淳厚的歌谣。

恋恋不舍离开伦氏宗

祠，我们来到了夏南一村，

穿过一座座平房，记得妈妈

说过小时候和外婆也曾经

在类似这样的小平房里度

过童年，不同的是以前都是

泥路，一到下雨天就变成了

泥泞路，现在全都换成了水

泥马路。现在这里一座座

红砖的房子，有的院子里种

着花草，有老人坐在门前晒

太阳，快乐地聊天，真是一

首幸福快乐的乡村民谣。

我们来到夏南一村。

一条清澈见底的河流出现

在我的眼前，河两岸是茂盛

的树木，空气清新，河中间

种着一团一团的水草，这些

水草可以用来吃水中的细

菌，让河中的水更加干净，

河中还有一些喷泉，它们喷

出白哗哗的水，给鱼儿制造

氧气，让河里的水活起来。

偶尔有穿着橙色工作服的

叔叔慢悠悠地划着小船，一

只手拿着长长的网勺，打捞

着河里的垃圾，因为有了他

们的辛苦工作，才让我们的

河涌可以再次快乐地流淌，

幸福地欢唱。

在河的两旁，有巨大的

榕树，有一棵榕树，它生出

无数细小的根从茂密的树

枝间垂下来，落在水面，好

像榕树的胡须，我想这棵榕

树爷爷应该有几百岁了吧，

他守护着我们的河流。河

的右边，有一个画着飞龙的

长条形的屋子，原来这里是

龙舟的“家”，平常，龙舟们

就在这里休息保养，到了端

午节或其他重大节日，龙舟

们纷纷醒来，精神抖擞，蛟

龙入水，它们在美丽干净的

河涌上纵情欢腾。

安宁桥，这三个字给人

很安全宁静的感觉，这座横

跨在夏南河涌上的小桥，有

几百年的历史了，用结实的

麻条石建成，当我慢慢走上

这座小桥，极目远眺，我仿

佛看到了勤劳的人们在这

片土地忙碌耕种，他们挑着

稻谷从这条桥上走过。

河涌旁边的旧房子，墙

壁上被画上了色彩鲜艳的

画：有随时会一跃而起到对

面粮仓捉老鼠的猫；有踩小

单车的小顽童；买冰棍的老

人……非常有趣。我也是喜

欢画画的女孩，我想：如果哪

天我的画也能够从纸上搬到

这白墙上，我的画住在这美

丽的乡村里，那该多好啊！

风从我耳边轻轻吹过，

我发现了一个古朴的平房

外墙上涂鸦着一幅粤剧的

画像，我仿佛听到咿咿呀呀

动听的戏剧，她在唱一首歌

颂乡村的粤曲。

我们走累了，老师带我

们在村里的草坪上玩，这是

一个专门给人休息的草坪，

我们在草坪上打滚 ，玩老鹰

抓小鸡的游戏，阳光暖暖地

照着我们，我们尽情欢笑着，

嬉闹着，我真想画一幅桂城

乡村美景图给人们看。

后来，在美丽的河边，

我们一起诵读了《少年中国

说》选段，听，这是给乡村最

美的颂歌。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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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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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黄昏 （外一首）

◎汪海林

只不过是层云加深了倦意
影子开始变淡
芦苇在风中暗暗修身
最后的黄金堆积为衰败之物
古老而久远之霭张开弧线
脚下的流水呈平淡的抒情
哦，是谁把远方扔向目力之近
是谁把生命的黑暗，拼尽全力
摁住在收割光的地平线
当我和黄昏里站成彼此
一只掠过的乌鸦
为黑夜提前蘸出一抹黑色
仿佛每当黑白互为悬崖
我们就已经抵押下昨天和明天

冬雨
盛世的人间也有废墟
这冬天的第一场雨水
无需应约而到来
不需要刻意描摹深层的皱纹
永远有回不去的故乡，在路上
所有落下的景致
都是不能轻易触摸的线条
我们一生都在练习伟大
并在一场场雨中起身
我们总是后知后觉
当天空退出辽阔
命运早已点燃火焰
像草点燃风，黑夜
点燃并摇动黎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