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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华兄是我比较熟悉的文

友，业余时间，他喜欢写诗，在佛

山小有名气。子华兄的诗歌平

实而接地气，常常有感而发，来

源于生活，又深入生活的内核，

或轻或重的笔触把诗人对生活

感悟捕捉出来，让读者有所触

动。

子华兄除了业余摆弄诗歌

外，还摆弄散文，是位多面手。

有诗歌打底，散文自然也是有精

神的。子华兄生活工作在南海，

南海相对于北上广深，确实是个

小城，但就县级城市来说，它同

时又是巨大的。子华兄把题目

定为《小城印记》，我认为他不是

替一座城市谦虚，而是出于一种

情感，以小见大地把他热爱的那

方热土呈现给读者。这既是他

的策略，又是他的惯性，一种叙

事的手段，一腔埋藏很深很久的

心声。

子华兄的散文多从地方的

风物入手，由一点而扩散开去，

就像往平湖里扔一个石块，波

纹不断地扩散，在这些圈纹里，

子华兄并没有停止自己的动

作，而是不断加入一些风物地

方的史料，让散文的波纹传得

更开一些。这或许是子华兄写

散文的一种尝试，或者期待。

他的文化散文《小城印记》《罗

行杂记》《“老龙头”随想》《“官

窑驿站”寻踪》等篇，就是这样

的作品。作品显示了子华兄扎

实的文笔和严谨的治学精神，

力求每一处风物、每一个典故，

每一块碑，每一片瓦都有来历，

把南海的历史底蕴鲜明地勾勒

出来。这是他的成功之处。然

而对于这类文化散文的把握，

我个人觉得篇与篇之间应该像

电焊，只有每一个接缝都焊接

得妥妥帖帖，它才让人看出一

个作家对材料的处理能力和消

化能力。另外，如何从这些史

料中挖掘出更深刻的内涵，避

免浅浅而过，从而使散文得到

进一步升华，这是作家不可忽

略的散文的灵魂，也是真正打

动人的地方。否则，容易趋于

平庸化或者同质化。

子华兄的另一类散文，生

成于日常生活的一些琐事：儿

时记忆、外出所见、观世偶感、

朋友聚会等，都无一例外地进

入他的笔端。驾驭这类散文，

子华兄形同疍民摇船，驾轻就

熟，在较短的篇章里迅速营造

出一种情愫，收获一份感动，发

出一声叹息，或者截获人生某

段画面，让观者感同身受。他

的《渡 口》《拾 稻 穗》《觅 笋》

《路》《生命随想》《烟雨浈阳

峡》就是这样的作品。在《渡

口》中，有这样的一小段：

“渡口是道路延伸到河流时

以船渡方式衔接两岸交通的地

方。北江河两岸的人及车辆的

往来就靠北江河上的渡轮运

送。在这些过渡的人们中不乏

扶老携幼者；过渡的车辆除汽车

外，更多的却是单车与摩托车。

在北江河上，河水拍打着渡轮沧

桑的船身，仿佛诉说着北江河悠

久的往事。”

这里用凝重的笔触写出了

渡口过去的繁忙与作用，细细品

读，不难看出子华兄内心对渡口

的感恩，这种感恩，既是为他自

己，也是为曾经受益于它的芸芸

众生。同时，亦抒发了他对消逝

的美好的事物一种深深的眷

恋。有人说，不管是哪一种文

体，都应该有一种可以触摸到的

纹理，这种纹理越细致，作品就

越有张力。古人说：“万物静观

皆自得”。如果我们写日常的东

西能做到静水深流，或许我们写

出的东西会更有嚼劲。

子华兄的散文即将付梓，

作为文友，我谈几句感受，以表

祝贺。

是为序。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广东

省文学院签约作家，出版过小说

集《月亮坡》《疍家船下水如天》，

散文集《来自光的连结》，儿童长

篇小说《摇啊摇，疍家船》《船儿

归》等。）

孝德湖有只鸭子
（外三首）

◎文/杨年辉

一只鸭子在湖中游动

它曾经的伙伴不见踪迹

现在它独拥

孤独一样大的湖面

我想象着

如果它的心湖够大

每处巡游一遍，天也应该黑了

天也就黑了

它眼角低垂，虚悬长长的脖颈

一只鸟带来的黄昏
此时舟被锁住远方，蝉被困树干

不辨方向的风只在楼宇间腾转挪移

夕光碎掉的玻璃在湖里堆挤

人群里互相消融的先是眼神，再是形态

在一张木椅坐了好久。没发现有人经过

甚至连我也没找到自己

一棵树倒了
楼下一棵树倒了

昨晚台风猛烈时，我曾听到巨响

像高空坠落的肉声

我们想要观察时

黑暗浓烈如墨

还有什么不能坚持的呢

它曾在城市招摇多年

有园丁，合成肥料和均匀的雨水

它只是无法扎根

把肢体深深地探入异乡的土地

主题公园
绝世的美人蕉风中摇曳

波斯菊的黄金堆积游人的自拍照

谁看到那群灰鹤

就请把它拧成发光的白鹭

旁斜冒尖的

桃花心树、香樟、黄槿已被修整完毕

皇上，请借您的新装

给母亲披上

统筹/珠江时报记者何万里

总是在想，小楼上的

无花果如果可以像百香

果那样吹气似的长起来，

该有多好！

离开一个星期，无花

果长成了祖母绿翡翠，假

以时日，就会由翡翠绿珠

子变成紫褐色的果子，然

后绽开甜甜的大嘴巴，欢

迎馋嘴的小鸟来亲吻 。

小楼上的无花果，来

源于老同学的爱人花姐

相赠。记得花姐说，当年

她去四川旅游，看到硕果

累累的无花果，厚着脸皮

跟人家要了一些枝条，不

远千里地带着这一把无

花果枝条，也不知道是乘

坐东方航空还是海南航

空，总之就是坐飞机从四

川幸运地带回南海的优

良品种。从此在南海落

地生根、开枝散叶，然后又

在多年以后幸运地被移

植到金山古寺脚下瑶头

村的这一小楼上。

情若无花不结果。

世间万事万物总是因缘

而聚的吧。有缘千里来

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

小楼上的无花果，也

曾经繁衍过后代，曾经给

其他亲友折过一些枝条，

也不知道它们能否在所

到之处扎根并繁衍生息？

小楼上，蓝莓花儿

开，蓝莓花儿落。小铃铛

似的蓝莓花开了一串串，

可是能够修成正果的却

微乎其微，总是让人从满

怀的希望变成满怀的失

落。

神秘果那象牙似的

花躲藏于青青的枝叶下，

一颗颗青橄榄似的果子

恍似那躲藏的眼睛，总是

在熟透了藏不住时才给

您以欣喜。

葡萄架上的葡萄，总

是慢热型，整整一个春天

过去了，依旧是不温不火

的，甚至夏天过去了，依旧

青青的，不为所动。仿佛

沉睡了，沉睡在春天里。

最是那诱人的苏里

南苦樱桃，一年四季，总是

给您姹紫嫣红的惊喜！

《小城印记》序
◎洪永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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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公司饭堂的厨工，是一

位50岁上下的阿姨，她说话嗓

门特别大，进入饭堂区域，通常

是不见其人，但闻其声。她爱说

爱笑，见着谁都可以聊上几句。

她虽然在公司工作只有一年左

右的时间，将近200人的名字，

她基本上都叫得出来。

她开始来上班的那段时间，

我们都叫她田姨。她笑着追问

我们，我有那么老吗？以后叫姐

就可以了，不用那么客气叫田

姨。

就餐时间，田姨负责打菜。

一次排队的时候，远远就听见老

粤语歌声声传来。我开始以为

是车间的老大哥们放出的歌声，

快轮到我才发现是田姨用手机

放歌听。她一边打菜，一边用脚

轻轻打着拍子，隔着口罩都可以

感受到她一脸的陶醉。不过这

丝毫不影响她的工作质量，她不

时询问前来打菜的同事：“这个

吃吗？那个要不要来多点？”

从此以后，只要田姨正常上

班，等待打菜的时间，都可以听

到经典老歌，带着我们追忆逝水

流年。

田姨记性好，一些同事的特

殊口味，她都了然于心。比如小

凡不吃肉，只吃素菜，田姨会特

意把肉挑开，还叮嘱他要注意营

养搭配。丹妮怕腥，不吃鱼肉，

不用丹妮提醒，田姨肯定不会把

鱼肉打给她。老赵爱吃鸡蛋，只

要有鸡蛋，田姨都会大声跟他

说，今天有你最爱吃的鲜嫩的鸡

蛋哦。我不吃肥肉，田姨会特意

挑点瘦肉给我。

我们中午十二点下班，同事

们来吃饭的点，一般有自己的节

奏，一些人下班就准时过来，一

些人要晚一点。田姨大概都了

解谁会准时来，谁会晚点来。要

是过了十二点半，还有人没有过

来吃饭，她就会去询问吃饭的同

事，谁谁谁是出去办事了还是在

加班？要是确定还来饭堂吃饭，

她通常都愿意等一等再收拾。

公司的同事来自五湖四海，

田姨主动照顾同事们的不同口

味。打菜窗口的辣椒酱是常备

的。她知道有部分同事还爱吃

酸辣味，她平时会把萝卜皮收起

来腌制酸辣萝卜给大家吃，深受

不少同事的喜爱。同事们都夸

她，感谢她，她非常不适应这么

多的溢美之词，红着脸，摆摆手

说：“不用谢，顺手做的事情，你

们喜欢就好。”

田姨的工作主要是洗菜，切

菜，打菜，搞卫生，每一样都是体

力活。这种工作在我们女生看

来是比较辛苦的，我们看到田姨

干活都是哼着歌儿的。她的开

朗深深感染着每一个跟她接触

的人。大家提起身边幸福感最

强的人是谁，都会不约而同想到

厨工田姨。

看着田姨快乐的工作状态，

我深深感觉，每一份工作快乐与

否，和工作本身没多大关系，和

是否热爱息息相关。喜欢这份

工作，在别人眼里再苦，自己也

不觉其苦。

我们从事的工作，不一定是

自己最喜爱的，有些人会因此愤

愤不满，又苦于无法改变现状而

感觉前途茫茫。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如果

选择不了喜欢的工作，可以选择

工作的态度，就如房子可以是租

来，生活是自己的，每一天怎么

过，都是可以自己选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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