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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8 新绿文艺

傍晚时分，高楼耸立的城市披上

了一层淡淡的银纱，随之而来的是吵

闹喧嚣的车水马龙，是忽明忽灭的霓

虹灯。原属于傍晚夕阳的静谧，也渐

渐随风飘散，零落尘中。

跨过高楼，放眼旷野，目光所到

之处，皆是平静祥和的景象，让人不

禁静下心来，静静地沉醉在这山清水

秀之中。

刹那间，一丝丝袅袅炊烟从整洁

而朴实的小屋里飘出，潺潺溪水在小

桥下静静淌过，夕阳的余晖抹在了村

民们的脸上，和谐而又温暖。小径两

旁的老槐树在安详地歇息着，他们身

旁的绚烂花儿竞相争放，鲜红的、淡

黄的、桃红的、湖绿的，五彩斑斓，像

极了一群花仙子在翩翩起舞，散发着

迷人的幽香，令人不禁醉意四起。

随着母亲们的一声声吆喝，孩子

们撇下手中的纸飞机，哼着轻快的歌

谣，蹦蹦跳跳地朝家中走去。刚踏进

家门，一阵沁人心脾的饭香扑面而

来，孩子们的眼睛顿时光亮起来，扭

动着肉嘟嘟的身子，鼓着腮帮子，用

灵动的鼻子不停地嗅着，还喃喃自语

道：“嗯——有鱼香、鸡香、蘑菇香

……对！还有蛋香！”话音刚落，便急

不可待地冲向饭桌，口水都快流出来

的样子真活泼可爱！

晚饭过后，月朗星稀，村里的人

都不约而同地往村里的广场走去

——今晚有电影看！

孩子们嘻嘻哈哈的欢笑声由远

及近，已有不少村民坐着小板凳，手

里端着一把瓜子儿和花生，与周围的

人一起“卡蹦卡蹦”地吃起来。一串

音乐突然响起——电影开始了，村民

们纷纷停下自己的“小动作”，双眼一

动不动地注视着荧幕，嘈杂也悄然离

去。电影欢乐之处，众人捧腹大笑；

电影感人之际，众人声泪俱下，广场

上如此和谐、安详，连虫鸣也不敢打

扰，仿佛夜晚萧瑟的空气也变得暖暖

的，溢出一丝丝香甜的气息，醉在人

的心头。

可又有谁知道，五年前的这里究

竟又是怎样一番景象？

那时，站在山坡上放眼望去，到

处杂草丛生，荒凉遍布，没有一抹鲜

艳的色彩，没有一丝香甜的气息。破

落的木屋比比皆是，许多建筑年久失

修，早已成了残垣断壁，蛛网就像一

层层白白的霜，给村中添了几分寒

冷。小径泥泞不堪，两旁的老槐树像

极了命不久矣的白发老人在风中摇

摇欲坠，小溪中的水浑浊之极……

孩子们都不愿在河边玩耍，洁白

的纸飞机无影无踪，轻快的歌谣只存

在香甜的梦中，饭香被苦涩的柴火味

所取而代之，更没有人们在看电影时

的捧腹大笑，只剩下无处盛放的苦不

堪言。又有谁愿意沉醉在此地呢？

难道，村庄只能就此衰败，破落

了吗？

不，不可以，也不可能！

不久，一群政府机关工作人员

来到村里，走遍了每条小径，看遍

了每间小屋，翻遍了每座大山。后

来，一部部挖土机开进村来，一车

车水泥堆积成山，一群群人走进村

来，他们不分昼夜地为村中的小屋

添砖加瓦，为小径铺上砂石，为老

槐树做了舒适的椅子，为荒野点缀

上缤纷色彩。

过了几日，工作人员又来到村

里，他们带着大包小包慰问品来到各

家各户中，嘘寒问暖。村民们忙问：

“为什么突然间我们村会变得这么漂

亮呢？这要花多少钱啊？”他们笑笑

说：“这不用钱哒！现在国家强大了，

有钱了，自然就要为村里做点什么，

这不，政府就派人下来振兴乡村，美

化环境了！”村民们听了，个个笑逐颜

开，嘴里不停地说着：“好好，国家强

大了，感谢国家政府！”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所有修

缮任务已完成，村庄中遍地花开，山

清水秀，小溪潺潺，微风徐徐，一派平

静祥和的景象展现在村民面前——

村民个个笑开了花，阳光抹在了他们

脸上，和谐而又温暖。

时过境不迁，鸟语花亦香，村中

终日香气萦绕，恍若仙境，早已让我

沉醉其中，无法自拔。 古井（外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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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轻地我走了，正如你悄悄地

来。转头，凝望，那一抹风景，永远定

格在我的脑海中。

这个小村庄，变了。春风将这片

土地重重地抺了一笔，瞬间，乱花渐

欲迷人眼。各种美丽的花争奇斗艳：

白色的花淡雅、紫色的花高洁，红色

的花热情而奔放……湛蓝的天空拖

着几朵悠悠的白云。这，分明就是一

张大自然泼墨出来的山水画。

孔家村的风景，纵横交错的水

道，连结成了一个个小池塘，如果是

在春天，你就会看到“小荷才露尖尖

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的景色。几个

天真可爱的小朋友在池塘边嬉水打

闹，他们逗笑了旁边的花草植被，一

个个都笑弯了腰，随风摇摆……一

场春雨的到来，孔家村，又变了。从

一个年少气盛的青春少年，摇身变

成矜持又忧愁的少女，映入人们的

眼帘。春雨啊！一缕缕雨丝，飘满

天际。吹冻了她，眼泪慢慢地流下，

打湿了她那美丽的皮肤，为历史上的

过往低泣，更为以后的焕发新颜而喜

极而泣。

池塘边的天南圣裔祠，与南庄孔

公祠并肩而立，孔家村如此懂得养金

纳水，河涌左右祠堂护卫，而民居依

次北列，坐北朝南，形成“梳子式”建

筑群落。文宗里、德祥巷、吉祥巷、吉

星里巷，一条条富有文化韵味的巷道

就像幽深的“梳齿”。

烟囱，吐出缕缕白烟，孔家村的

村民们，开始做饭了。坐在两边都是

“村庄别墅”的林荫小道上，没走几

米，“来我们家吃饭吧”这类亲切的语

言就会荡进我们的耳朵。让我们的

心头感到温暖。这里的人热情、淳

朴、好客。为美丽的乡村，添上一层

浓厚的色彩。

游历春秋各国，最终创立儒家

学说的孔子，就是孔家村民的伟大

祖先。孔子，比柏拉图、亚里士多德

早 诞 生 100 多 年 。 对 于 这 位“ 圣

人”，孔家村特意修筑孔家塔来表达

深深敬意。

皎洁的月光，洒向这座高塔。变

得无比辉煌。孔子的雕像静静地矗

立在里边，任由月光抚摸着他。远远

望去，看着它的“金壁”，或许你的脑

海里会闪现出四个字——光而不耀。

孔家村的村民，像一朵朵向日

葵：淳朴、友爱、大方。有机会我一定

会再回来的，孔家村！

我外公外婆住在一个叫乌塘村的

村子里，我寒假一放就马上把车票订

好，备好行李，想着飞回家过年！

好不容易到了老家，但我还要度过

一段“煎熬”的盼年时光。在等待着年

的光顾期间，我会和表哥表妹玩“领土

战争”来消磨这段日子。就在我家旁边

的一块空地里玩，用现成的材料建成一

个个小小的村落，每次我都会联合我表

哥一起拿烟花去炸表妹的领地。由于

小村落都是用易燃材料——松枝、松果

等做成的，很容易着火，所以表妹的领

地常常被炸得着火，被炸出一个个坑，

每次表妹都会哭着说不跟我们玩了，但

我和表哥却很开心。还有，每次他们俩

一出去玩，回来就会发现家里多了两只

掉进泥坑的中华田园犬。外婆一责问，

他们就互相指责是对方硬要拉自己出

去玩的，一个劲地想要摆脱罪责，然而

外婆早已熟悉了他们的套路，所以一般

都会一块罚。

每当他们在屋里被骂时，我就喜欢

出门走走，如果幸运遇到下雨天，那扑

面而来的清新，让人忍不住直呼“这也

太妙了！”新鲜而甜腥的泥土气息混上

清新的青草味再加上一点淡淡的松枝

香，别提有多好闻了！或者趁着表妹被

罚，偷偷地骑着她心爱的单车来回转

悠，速度很快，经过身旁的风是冷的，我

的心情却很愉悦。忽然就懂了“万顷沧

江万顷秋，镜天飞雪一双鸥”的开阔之

感。这样的日子，给这段盼年的过程添

加了许多乐趣。

终于熬到了冬天，早上一起来，就

能看到外面的世界结了一层一层白白

的薄薄的霜，亮晶晶的一片。既不像白

雪皑皑，银装素裹那样夸张，又不像普

通的世界那般无趣，处于中间的阶段却

反而有些许梦幻，就像一个结界将你罩

住，你所见，你所听，你所触，皆是一片

薄薄的霜。

平时在外与人交流时，一张嘴，就

能看到一团白色的气体在空中飘，在空

中慢慢散尽不见，这又是一个让人愉悦

的瞬间，欢喜不已。还可能在外面某地

某处遇见放牧人和他的宝贝羊群，他们

似乎不理世事，羊儿低头吃着像冰棍一

般冰冰凉凉且沾着露水的青草，专心致

志。牧羊人则默默地看着他专心致志

吃草的羊群，不声不响。

我最喜欢在冬天去山上拾柴火，虽

然山上的空气是冷的，但山上的味道是

醉人的，即使你的鼻尖冻得发红，你也

不觉得这是一笔亏的“买卖”。山上是

安静的，时不时传来几声悦耳的鸟叫。

柴拾起来虽有些扎手，但这也是件乐

活。

柴火拾完后我就会抢着去烧柴，屋

外是冷的，屋内也是冷的，但柴火旁是

暖的，你看着火焰跳完一支舞，菜也就

做好了一道。我静静地欣赏着火焰的

一支支舞，做了一个好的观众。

这是我与火焰的秘密约会，其他人

可不知道火焰为我跳了一场舞，唱了一

首歌。

我熬过了春秋回到这里，乌塘为我

准备好了一切，再次相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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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组稿/杨世聪

多彩乡村，
经过与穿越（组诗）

◎高振霆

（一）

我要写下一个井深村

一个研学路上的旗手的井深村

一个东平河畔，姐姐的井深村

一个失去田野的井深村

我要献出我的内心，在此

我要写出形而上的炊烟

我要写一首大诗

献给一再抬高的大地

（二）

井深村的井一定很深情

我只看了一眼便醉了

村长揭开井盖，多像眼皮

我凑近去看它，它也在看我

眼中充满慈祥

多像母亲

我就像是你的游子

捧一掬喝下

井水似根，长到了我身体

有多甜，根就有多深

（三）

在井深村的祠堂

我认真读了匾额与楹联

仔细看了壁画

才发觉，如同夕阳是典故

照在铜环木门上，黄昏是文献

井深村与别的美丽乡村

没什么不同，只因这一天

我来过，祠堂找词

姓氏是乡愁的最后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