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绿文艺 2021年4月30日 星期五

责编 欧晓敬美编 江静雯
美编助理 霍笑芬

C08

总有一个地方
让你停留
（外一首）

◎冯雪颜

橘黄的灯

像温柔的眼

20平米的厅是两个人的世界

深秋的落叶飘不进栏栅的窗台

初冬的寒意还在路上

一箪食，一瓢饮

粗衣布裳，始于一碗紫菜蛋花汤的

温度，慢热的人最懂生活的真

一如昨晚的温度，今天再延伸

想象有个庭院，抑或一处向阳的

山坡，高度恰好我们都能爬过

又或闹中取静的一隅，人行

稀疏，而恰逢也合我们的口味

春有阳，冬有火

夏和秋也各自安好

所有的曾经都已过眼云烟

总有一处地方让你停留

挽一段岁月留声
午后的阳光斑驳了岁月

迷失在古村阡陌纵横的小巷

过往的一切仿如留声机

幻化影像，由远及近

谁的痕迹长留麻石板

历经百年风雨仍清晰可辨

伏货物的牛马，赶路轿夫的厚脚板

小贩的草鞋，还是母亲追赶淘气小孩的脚印

我惭愧，带着目的而来

在古村的波澜不惊里寻梦

她用沧桑包容我的图谋不轨

用胸怀接纳我的前世今生

停留，不仅仅是刹那心动

在小巷纵深处安一个家吧

镬耳是聆听世界声音的耳朵

缺口的窗户是瞭望世界的眼睛

没有栏栅的门

是古村敞开的胸怀，笑迎天下客

庚子年五月

我在阮涌古村，等你

像我这样
一朵梨花

◎陆继山

我站在小山丘上

仰望天空

我的生命和根紧紧连在一起

安稳地揉进大地

春风催促，阳光鼓舞的日子

我会摇曳出倾国倾城的绰约风姿

像我这样一朵梨花

生命短暂，却燃情不减

无论有怎样的宿命

都会在蓝天下

尽情地怒放盛开一次

莲塘，多么风雅的名

字。然而竟然没有莲。也

许莲塘的昨天还是有莲的，

只是匆匆过客的我来不及

走遍莲塘的村落田园。这

一趟，我们只为看玫瑰花！

我们从车流密集流动

的道路转过一条村道，莲塘

村到了。莲塘村的房屋不

像所有我见过的那样：门口

朝向大路，渴望看着这个忙

碌的世界，张开门口去拥抱

满路的灰尘。莲塘村民房

子，门面不朝路。外面看到

的是房子旁边的小园，园里

或种一株垂柳，或植一棵石

榴，或栽三两株桂花。路旁

几棵有年头的龙眼树，虬枝

蟠龙，花已谢，枝上是小如

米粒的青色小果，几个老人

坐在树下石凳里闲聊，有的

看着外面的田野，有的抽着

烟斗。

老 人 说 这 里 就 是 莲

塘。我问莲塘玫瑰园在哪

里？他们指着前面说走到

尽头就是。

这 是 怎 样 的 玫 瑰 园

啊！种植面积不大，花品相

也不多，靠山脚的一片远远

看去红艳艳的，走近看花大

多已开过。花奶奶们在枝

头耷拉着脑袋，花媳妇们也

无精打采，花姑娘不爱与她

们为伍，悄悄地躲在枝杈

间，用突起的尖刺武装着稚

嫩的骨朵儿。

此时一列绿皮火车呼

啸而来，我们一时兴奋起

来，摆着各种姿势，拍一组

照片，失望的脸上摆出喜悦

的笑。

经其他游客指点，我们

往火车开来的方向走，不

久，一大片青春的玫瑰展现

在我们面前。只见一畦畦

垄起来的地里，疏疏朗朗地

栽着高半米左右的玫瑰株，

玫瑰长得还不够繁茂，开的

花不多，花蕾也就四五个，

但每棵都有一两朵的花骨

朵圆鼓鼓的，含苞欲放。花

色也多，有大红的，有粉红

的，有洁白的，有粉黄的

……

花园老板娘告诉我们，

这田玫瑰是第一次出花，现

在可以剪一些出售。于是

人们纷纷拿花剪，剪最喜欢

的玫瑰。我当然也不甘落

后，忍着刺，精心挑选，剪了

各色玫瑰，嗅过每一朵花，

凝视花们的容颜，心情随之

兴奋不已！

慕名而去，乘兴而归，

期待，失望，满足。莲塘赏

花之旅之情，像来时的路，

曲曲折折，柳暗花明。

那天去买菜，看到一

位胖乎乎的农妇正忙着摆

菜。她的菜确实好，水汪

汪的，泛着绿色光芒。农

妇属于那种看不出年龄的

人，三十或者四十。衣着

没什么特别，眼睛很大很

亮，脸红通通，最特别的是

她头上插的那朵兰花，不

起眼，却特别，蓝瓣黄蕊，

野外随处可见。插在她头

上倒有几分妩媚。

她在地上铺了两条

蛇皮袋，再把一把把扎好

的菜摆上去，动作麻利，

没有声息。我几步走到

她菜摊前，蹲下。看到空

心菜淡绿的茎、浓绿的

叶，我不由得心花怒放，

习惯性地翻了几下。“翻

什么呀，都一样。”农妇没

好气地说。我抬头看她

一眼，眼睛全是冷冰，与

邻近摊主的笑脸形成两

道不一样的风景。一道

春暖花开，一道秋风扫落

叶。我不爱生气，也不喜

欢计较，尤其是面对陌生

人。我饶有兴致地问：

“这菜多少钱啊？”“你没

看到吗？在这里。”我扭

头看，她的小车上还挂个

价目表，什么菜多少钱，

标得非常清楚，价目表旁

贴着微信扫码和支付宝

扫码。她菜摊前顾客越

来越多，大家悄无声息地

拿菜，扫码付钱，井然有

序。令我意外的是，大家

既不秤菜，也不讨价还

价，直接扫码付款。不一

会儿，空心菜就快卖完

了。我连忙拿了两把，抓

在手里。

菜摊前的人越来越

少。

一位奶奶拄着拐杖颤

巍巍走来，还有空心菜

吗？农妇从我手里抽了一

把，递给奶奶。我愕然，分

出去一把我没意见，但至

少跟我说一下吧。农妇丝

毫没有歉意。奶奶很快从

钱包里拿出准备好的零

钱，递给农妇。

我鲜有买菜，印象中

菜摊前围着一圈人挑呀拣

的，再加上讨价还价，没想

到她这里却如此不同。再

看农妇，她一直盯着我，我

才想起还没付钱呢。我说

秤一下。她动作利索地接

过菜，放在电子秤上，打开

扎好的绳子，拿出两根菜，

又麻利地系好，递给我，4

元。我疑惑地看着她。多

了两根，拿回去是应该

的。我虽说不出她的做法

有什么错，但很别扭，这么

多菜只有我这把多了吗？

我付了钱，扭头就走，心里

就像被什么抓了一下，不

是滋味。

走出菜场，径直往家

走去。

“你的手机。”我听到

后面有人叫我，回头看，卖

菜农妇喘着粗气赶上来，

脸比刚才还红，眼睛里还

是没什么热量。刚才一时

不快，心急，手机落在她菜

摊了。我刚想说声谢谢。

“以后小心点，别光想着那

两根菜。”我睁大眼睛，“谢

谢”二字噎在嗓子里，吐不

出来。农妇火急火燎地走

了，夹着风的背影很快消

失，在消失的刹那，我看见

她头上的那朵兰花一闪，

闪出一道蓝色的弧线，蓝

得晶莹剔透。

后来听小区人说，她

生活很不容易，丈夫去世

后，一直照顾着病床上的

婆婆，但做生意很地道，

无论什么菜每把一斤，明

码表价，拿菜付钱走人。

有人不止一次秤过，没有

一次缺斤少两，时间长

了，取得人们的信任，菜

卖得也快！用她的话来

说，节省时间就能早些回

家，也许婆婆正需要她做

什么呢。

后来我买菜经常去她

那买，从不多说什么，拿

菜，付钱，走人。

只是没事的时候，我

眼前老是浮现出那朵兰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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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世世代代把勤

劳当成传家宝，祖父挂在

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咱家

祖辈勤劳，从没出过懒

汉！”他说这话的时候，总

是一脸的骄傲。我从小就

从祖父那里听到很多有关

勤劳的俗语，什么“早起的

鸟儿有虫吃”“一分耕耘一

分收获”等。祖父的勤劳，

也是出了名的。他以为，

别人夸他勤劳，就是对他

最大的褒奖。

我家代代秉承着勤

劳的家风，努力把日子过

得红红火火。不过勤劳虽

是一脉相承的，但从祖父

到父亲，再到我，三代人的

劳动观还是有些差别。

祖父的劳动观是，活

着就要不停地干活。如果

让我评价祖父的一生，就

是“ 生 命 不 息 、劳 动 不

止”。祖父的一生都在不

停地劳动，甚至他生命的

最后时刻都在劳动——

他在劳动中倒下，再也没

能起来。记忆中，祖父总

是披星戴月地劳动。我学

到“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

归”这样的诗句，总会想到

祖父。一直记得那样一

幕，夜色朦胧中，祖父背着

锄头朝家的方向走来，他

的身影模糊，但我听得出

他铿锵有力的脚步声。我

跑到祖父身边，他慈爱地

牵起我的手回家。我问过

祖父：“爷爷，你累吗？”他

哈哈一笑说：“我这辈子不

知道累是啥滋味！”

父亲从祖父那里继

承了勤劳的品格，不过他

的劳动观是：苦干不如巧

干。父亲经常说：“蚂蚁也

勤劳，可蚂蚁忙了半天忙

出个啥了？咱要肯干，还

得善于动脑筋，巧干才是

真正的能干。”父亲不敢当

着祖父的面评价他，但背

地里偶尔也会说：“你爷爷

苦干了一辈子，干出啥名

堂了？土里刨食这么多

年，一家人不过是刚够温

饱。”父亲跟祖父不一样，

他总想“巧干”。我们村的

第一台拖拉机是父亲买

的，除农忙时使用外，平时

还去外村拉砖挣钱。第一

台收割机刚出现时，村里

人都不用，说不仅白花钱，

机器收麦子收不干净，会

减产。可父亲甘当第一个

吃螃蟹的人，他不仅自己

用收割机，还到处宣传收

割机收麦子的好处。不久

后，父亲与人一起贷款买

了收割机，去十里八乡给

人收麦。改革开放后，父

亲一刻不闲，一直在奋斗，

他做过小买卖，开过小纸

厂，忙忙碌碌这些年里，父

亲为一家人打拼出比较富

裕的生活。这也是父亲最

值得骄傲的事。

我大学毕业后，走上

了工作岗位。领导同事们

都说我勤劳能干，是棵好

苗子。这些年里，我调了

几个单位，但我始终坚守

自己的劳动观：不拼命，不

蛮干，巧干加劳逸结合。

我认为，幸福是奋斗出来

的，奋斗就是要付出艰辛

的劳动，但劳动之余还应

该学会享受生活。我们生

活在这个国富民强的伟大

时代，不必像苦行僧一样

为难自己，应该学会劳逸

结合，适当享受生活的优

越和富足。闲暇时，我会

跟家人或朋友们一起外

出旅游，放松身心，享受

自然美景。我还会在付

出劳动后，给自己一些犒

赏，比如吃顿大餐，或者

给自己放几天假。尤其

是这几年，我一直坚持劳

逸结合的方式，适当的放

松，不仅没有影响工作效

率，反而对工作有良好的

促进作用。

仔细想来，我家三代

人的劳动观，都有着鲜明

的时代烙印。这种烙印，

也是时代发展的印记。勤

劳是我们的传家宝，是我

们民族的传统美德，这一

点任何时候都不会变。我

们在勤劳的基础上，活出

自己的个性色彩，生活会

更加缤纷多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