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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
亲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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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

◎
马
庆
民

清
明
印
象

◎
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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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 佛 是

从意蕴悠长的

唐诗中走来，还沐

浴着一场淅淅沥沥的润

如酥的天街小雨。

于是，停下匆忙的脚步，顺着牧童手

指的方向，隐隐看过去，清明，俨然一幅淡

淡的水墨画，简约而绵长，悄悄地印在眼

眸，印在心上。

春天的小精灵们，还没有恣意地飞出

来。也许，它们还沉浸在冬日那长长的梦

中，不愿醒来；也许，它们已经醒了，只是，

眼角还有几分睡意，连思绪也是懒懒的。

万物的格调以一种缓慢的方式慢慢呈

现。浅浅的雾气，朦胧的树影，就连从身

边而过的风也带着几丝清爽的气息，倘若

再仔细一点，还能嗅到几分泥土的味道。

春雨过后，并没有望见太阳的影子。但

是，宅了一冬的心境，随着春天的悄悄开始也

已经渐渐变得明媚了。没有忧郁，也没有急

促，走出门去，也只是为了赶赴一场春之约定。

我几乎要醉在这样明快的春天里了！

恬静的乡村、悠长的小巷、窄窄的小径，

都能勾起心中的遐想。一髻儿浅绿的小草，

悠然地躺在大地母亲的怀抱；一绦鹅黄的柳

条，宛如美人的眉，苗条、柔软；一湾湾轻轻

流淌着的溪水，哼唱起了悠悠的乡村小调，

从西边远远的村落，一路欢快地奔向了东边

低洼的小谷里。近处，手挽手的篱笆还在塑

造着一个甜甜的梦，土里的小菜苗，正在静

静地生长。老牛，白羊，摇晃着身子的鹅，趴

在木板凳上的猫，显得悠闲十足。

我几乎要醉在这样明媚的季节里了！

清明，这两个字，多么美。清，如同一汪

汪流淌着的清水，如同小家里熟悉而亲切的

菜肴味道，如同一树花草一路香，如同邻家玩

伴儿那灿烂的脸庞，没有一丝忧伤；明，是一

轮明亮的月，是一缕柔美的光晕，是明媚的书

卷温馨的香，是斜月倚小窗，身心俱明朗。

我几乎要醉在这样鲜活的时间里了！

天空，是广阔无垠的，还能望见雁群

拍打着翅膀悠然飞过的身影；屋檐角，是

一方小小的燕窝，欢快的燕鸣从巢中飘了

出来，像是一支清丽的曲子，为这样的节

气，为这样的春天绵上添彩。

清明，悄悄地来到了人们的身边，春

天，也渐渐苏醒过来。就让我们，在这个

季节，在这样的时间里，种下一个美好的

愿，努力着，也幸福着。

缅怀先烈
◎汤礼春

当你们高昂着头走向刑场，

激昂的歌声化为春雷轰响，

当你们在敌人的屠刀下倒下，

鲜血让黎明的朝霞四射金光……

你们不朽的身躯已铸成新中国的脊梁，

呐喊声汇入共和国的礼炮燃放，

你们走过的足迹已成通天大道，

梦魂情牵的祖国已成人间天堂。

先烈们啊，你们可以含笑九泉，

人间已是春意盎然，百花飘香；

先烈们啊，你们可以自豪欣然，

今日的祖国已是国富民强。

看，在高铁飞驰的列车上，

依旧有着你们推动的力量；

在穿越太空的人造飞船上，

也有着你们鼓动的风帆。

你们就像一面面镜子，

无时不在检视着我们做人的模样；

你们又像一个个罗盘，

随时校正着我们人生的航向。

你们虽无声却更有力量，

贪官在你们面前变得猥琐难堪；

你们就像一根根无形的鞭子，

让背叛革命理想的人发抖震颤。

先烈们啊！你们就是那巍巍的青山，

我们会永远把你们敬仰！

你们就是那奔腾不息的黄河长江，

永远把我们的热血沸腾激扬……

清明祭
◎董振国

清明

像个痛失亲人的孩子

步履沉重

走入唐诗中

一首哀婉的小令

老天阴沉着面孔

聚集了一年的泪水

顷刻间洒落坟茔

坟茔像枚图钉

死死按住记忆

目光稍一触碰

便生出无尽的疼痛……

于是

我将哀思开成一束鲜花

在墓前跪成一尊雕塑

听那坡底迎春

高举金灿灿的喇叭

合奏《百鸟朝凤》

看这一树桃花

全都哭红了眼睛

有杜鹃自身边展翅凌空

一步三回头

发出一声声啼血的悲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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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时节，

细雨纷纷，淅淅沥

沥下了一夜，打落了窗

外如雪似云的梨花，也打湿

了我忧伤沉重的梦。

一回想起父亲的音容笑貌，心

头就像扎了一根刺，隐隐作痛。从

军近二十年，父亲在世时，想来军

营看看的心愿没能实现，成了我心

底里最大的遗憾。

父亲有兄弟五个，他是长子，

打小的愿望就是想参军，能带兵打

仗，保家卫国。谁知，个头越来越

高，愿望越来越近时，爷爷却突然

走了，奶奶也害了一场大病。家庭

的重担一下子全压在了父亲的肩

膀上。参军，也成了父亲闭口不谈

的话题。

虽然父亲带兵打仗的愿望落

空了，却凭着勤劳、善良、正直，和

一股子钻劲儿，被大家推举为村支

书，在脱贫致富的路上，几十年初

心不改地带领大伙，打着翻身仗。

期间，还先后把四个叔叔和我大

哥，都送到了部队，锻炼成才。

中学时，父亲常对我说：“你小

子一定要好好读书考大学，争取以

后当个老师，咱们家还没出过有文

化的人哩。”但他不知，在叔叔们一

次次的书信里，在哥哥探亲回家的

言谈举止中，我早就对军人产生了

无比的崇敬和向往。从军的愿望

就如同一粒埋进心里的种子，已生

根发芽。

高三那年，部队到学

校征兵，几个要好的

同学都打算报

名，说实话，我也动了心。

至今还记得那天晚饭后，在院

子里的榆树下，我吞吞吐吐、支支

吾吾了半天，才把参军的想法说了

出来。父亲叼起那支旱烟袋，拼命

地吸着，自言自语地说：“一个个的

翅膀硬了都想飞。俺是好不容易

盼到你马上高考啊！”母亲也是沉

默不语，悄悄抹起了眼泪……

那一晚，父母房间的灯彻夜未

熄。第二天我正在上早自习，父亲

突然出现在教室外，轻轻敲了敲门，

示意我出去一下。我一直低着头，

不敢看父亲的眼神。“给你报上了。”

父亲说完，便头也没回地走了。

离开家的头一天晚上，好多亲

戚、邻居都坐在我家的院子里，异

常热闹。父亲抽着烟，一言不发，

也不知道谁调侃了一句，“老马，把

老二也送军营去，你可真成光杠司

令了！哈哈……”父亲闷着头，用

力吸着他的旱烟，烟袋锅子里忽明

忽暗，如同天上的星光。只见父亲

重重地在鞋底子上磕去燃尽的烟

灰，抬起头来：“你们懂个球，俺们

家的男人都是要上交给国家的。

光荣着哩！”说完背着手，独自出门

而去。

那一夜，我陪父母坐了很久，

父亲的烟一袋接着一袋，母亲则千

嘱咐万叮咛。到最后，父亲只说了

一句话：“到部队好好干，别给老子

丢脸。等你出息了，俺非得去看看

军营到底是个啥样子。”

后来，考学、维和、演习、成家

……忙忙碌碌。每次提出让父亲

来部队，他都说农活忙，还有村

里的事

也脱不开

身 。 其 实 我

知道，他是害怕

给我添麻烦，影响工

作。就这样，父亲的心

愿一拖再拖。

等到 他 终 于 干 不 动

农活，村支书也让给年轻

人时，却查出癌晚期，需要马

上手术。上手术台时，父亲拉

着我的手，平生第一次开口向

我要钱。他说：“等俺身体好

了，就去你的军营看看，车票钱

你出，俺提前备好。”没想到，那

竟是父亲向我提出的最后一个

要求。

父亲的心愿未曾了却，成了我

心中永远的愧疚。所以，这几年每

逢清明，我都想去给父亲扫墓，给

他讲讲军营的人和事，但每次又因

为种种原因，未能如愿。

此时，嘹亮的军号响起，军

营里又迎来了崭新的一天。眼

前这座熟悉而神圣的军营，又

一次让我泪流满面。我要

把军营装在眼里，深情地

凝望；装在心里，忠诚

地守卫。这，不仅仅

是我的职责，我的

使命，也是父

亲的心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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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百

鸟啼鸣，百花盛开，而最引人注目

的，自然是金灿灿的最美油菜花

了。故乡在长江岸边，从小就伴随

着油菜花长大，这不，春天到来后，

朋友圈里、微信和QQ群里，晒得

最多的就是漫山遍野的金黄色油

菜花，这令人心花怒放、心旷神怡

的油菜花，生长在冬季，开在春天

里，那一丛一丛的金黄色油菜花在

慢慢吸吮着春天的甘霖。而油菜

花盛开的季节，游人穿梭来往，蜜

蜂飞来飞去，好一番美丽如画的乡

村田园，此时，故乡最美的风景线

就是漫山遍野油菜花……

油菜，作为一种经济作物，从

南到北，从东到西，种植区域非常

广。儿时生活的故乡，家家户户都

要种植几亩油菜。因为，上世纪

七、八十年代，物质匮乏，经济落

后，生活困难，农民种植油菜主要

是去榨油坊换取菜籽油，以备一年

四季日常生活之用。

故乡的油菜种植一般是在秋

季，将上好的田地犁成一垄垄的长

条状，宽约一米多，地垄之间留一

条小沟，以便排水之用。种植时，

将长条地垄平整好，地垄两边低中

间略高，再用锄头农具根据间距大

小一排一排地挖浅坑，土浅坑里放

上十几粒油菜籽种，再抓一把草木

灰掩盖住，大约十天时间，油菜芽

便钻了出来。油菜花的田间管理

非常重要，除及时补苗外，期间还要

锄几次杂草，施几次农家肥（或化

肥）。儿时，一到放寒假或礼拜天，

我们这些十来岁大的孩子便帮助家

里去油菜地里拨杂草。油菜花最旺

的生长季节是在春节过后，此时春

色春风春光春雨，长势一天一个样，

尤其是每次“贵如油”的春雨下过

后，阳光下的油菜郁郁葱葱，在春雨

的浸润中越发娇嫩，水淋淋的姿态，

圆圆的水珠在嫩叶上滚动。

而最高兴的是遍地的油菜花

盛开，此时，田间的油菜花烂漫盛

开，金黄色染尽山野，形成金色的

海洋。阳光下，一望无际的油菜郁

郁葱葱，翠色欲滴中托出一片润泽

的金黄，成片成片地流入天际的云

朵，大地仿佛铺上了柔柔的黄毯，

看不见田埂的蜿蜒曲折，春风吹

过，涌起一股又一股金色的波浪，

在灿烂阳光的照耀下闪过来一波

又一波亮光。我和小伙伴们奔跑

在长满油菜花的田野小路上，或停

留在清香宜人的油菜花前亲吻着

醉人的花香，或三三两两钻进油菜

花地垄沟里捉迷藏，身旁的油菜

花，有蝴蝶在飞，蜜蜂在歌唱。从

记事起，油菜花就一直伴随我成

长，后来离开故乡，但不管生活在

哪里，今生永不忘油菜花那泥土芬

芳。好在不远处的乡间就有零星

种植的油菜花，虽然没有故乡的那

么漫山遍野，一望无际，但装饰美

丽的山野，有花则灵。

眼下，乡村旅游火爆，每到油

菜花盛开季节，游人爆满。大前年

的春天，我回故乡，正是油菜花绽

放之时，发小将流转来的200多亩

土地全部种成了油菜花，并搞了个

“特色油菜花游览地”，金黄色的油

菜花深处全是游人，一个油菜花之

季下来，收入让人满意。

记得军旅女作家裘山山在《油

菜花开》一文中写道：“我们一行从

拉萨出发，沿雅鲁藏布江到日喀

则，再到江孜，看见沿途的河谷中

时时闪现出那纯洁的柠檬黄的油

菜花时，就忍不住欢呼起来……”

而由著名演员李嘉明主演的电影

《油菜花开》，讲述的是一个男人和

两个女人在长期离别的日子里，以

油菜为彼此思念的信物，40年苦苦

相恋，40年苦苦守望的爱情故事。

写到这，我打开手机播放起由

严成王词曲并演唱的《油菜花之恋》：

那是个美丽的地方，有首歌在传唱，

还有一朵芬芳，像油菜花一样，带着

动人诗章，留在人们心上……

故乡的油菜花，在我春天的梦

里摇曳，开在心田深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