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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说

文苑

今年的春天来得晚， 立春都一个多
月了， 春的气息总还不浓。 往年这个时
候，大地早已鲜花烂漫、杨柳依依、绿草
如茵了，可现在似乎难觅踪影。 至于冯唐
所描绘的“春水初生，春林初盛”之类的
风景，便只能存在于作家的笔端了。

好在这个周六， 天总算没有紧绷着
脸，微风习习，云在消散，太阳有了一丝
要呈现光芒的味道。 我走出家门，来到建
成不久的河岸大道信步寻春。

或许是人们被连月的阴雨拖得对天
气没有了信心，岸堤上散步者寥寥。 人一
少，道路就显得无比空旷。 绿化带里，从
某个大山深处移栽来的高大乔木显然还
没有回过神来， 从上至下只有些零星枝
丫， 像伤疤一般吸附在树干上的不多的
叶片偶尔在风中震颤， 说明它们还顽强
地活着。 地上的草儿，除了杂草长势犹欢
外，其余皆未苏醒，仍是去年的模样。 望
一眼堤下的资水河，还没有涨起来，长时

间的雨，让它有些浑浊。
独个儿步行在如此寥落的路途，我竟

满眼是秋的萧索，看不到春的蓬勃。
我不由得想起一位朋友对我的倾诉

和感慨。 时间回溯到一年多前，朋友遭遇
了人生的一次挫折， 结果是丢了职位，减
了薪水，损了名声，家人为他经受了巨大
的舆论压力。想到自己工作十多年一向严
谨认真，不期却遭此不测，他有些心寒。

他跑来同我讲这些， 是同病相怜，更
是惺惺相惜，他知道我不久前也遇到了一
次挫折。

他的事，我了解，有点冤，也不冤，要
怪只能怪运气不好。 我没有同他随声附
和，也不支持他心灰意冷。我对他说，在这
个场子里混， 并非到处都是阳光明媚，也
有风雨，也有险滩，吃点亏很正常，只要把
握好了大原则，没什么大不了的事。 如果
老这样郁郁寡欢，人的青春耗不起，也无
人来同情你，你应该重拾信心，加快步子

朝前赶。
跟他聊的过程中，我想起台湾歌手郑

智化的一首歌《水手》，歌里反反复复吟唱
的那么几句：“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
/ 擦干泪不要怕 / 至少我们还有梦 / 他
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 / 擦干泪不要问
/ 为什么”。 这好有意味的歌词，饱含着多
少人生况味和哲理！

眼前的资水河，让我想到了多年前河
里扬起的无数风帆。这是一条孕育生命的
河流，也是一条曾经赋予多少人生活的河
流。 许多事，真的不必去拷问为什么。

我从高高的河堤上下来，往亲水码头
方向走去，猛然发现，绿化带里临水种植
的茶花开得正艳， 瞧那样子已盛开了多
日，红花已谢了一地。 原来，春日迟迟，却
不是完全没来，我们往往只注意了它的常
态，而忽略了它背后萌动的一页。

晚来春
安化县教育和体育局 廖双初

路过街边的小菜摊， 见一
老妇人面前的竹筐里摆放着许

多嫩紫的叶儿，散发着诱人的香味———
这不是香椿吗？ 原来乡下的椿树已发芽
了。

买下一把香椿， 心里却在感慨，久
居城市， 岂止是对季节的变幻麻木，就
是那浓浓的乡情，也在喧嚣的生活里淡
远了。

我对香椿有着一份特殊的情感，即
便是在乡下，香椿树也是不多见的。 记
得小时，村前屋后，多的是一种不能吃
的椿树，俗称“臭椿”，树上爬着一些扁
扁的小虫，身上散发着一股骚臭味。 能
吃的“香椿”，村中只有两棵，一棵在一
远房堂叔的院子里，一棵就在我家的屋
前。

香椿树难成料， 那时又不作兴买
卖，乡下便没人去栽，完全是自生。 因堂
叔院子里的那棵看得紧， 每当香椿发
芽，嫩黄的芽叶生满枝头的时候，就有
村人到我家的屋前采摘，尝个新鲜。 与

和善的母亲打声招呼，或攀爬、或勾
拽， 就将一把青嫩嫩的椿芽儿采

了去。 有客气的，来时还会带
上两三个鸡蛋。

香椿可以凉拌着吃，也可
以腌了晒干后存放。最常见的
吃法是炒鸡蛋。那时候乡下都
烧柴草， 灶台上的锅很大，每
当母亲用香椿炒鸡蛋时，一屋
子都飘荡着馨人的芳香。直到
现在，每当吃到香椿炒蛋这道菜，眼前
总浮现母亲在灶台前的那片氤氲里，挥
动锅铲的身影。

远离故乡， 在城里生活了几十年。
椿树发芽的日子，偶遇乡邻进城带来几
把香香的叶儿，总感觉比菜市场、超市
里买的香郁，是那叶芽儿里饱含着浓浓
的乡情吧？

一个春日去乡下，亲戚家的院子里
有一棵高大的香椿树，下面的叶芽采光
了，上面却是一片嫩绿。 问怎么不摘了，
说是太高了， 再说现在吃得东西太多，

也不稀罕了。 我立即
脱了外套，用小时候锻炼
出来还没忘却的爬树本
领攀了上去。 不一会儿，
小院子里便落满了香椿
芽儿。 回家后，我依照母
亲的做法， 用盐腌了，却
不晒，用大玻璃瓶装了放
在冰箱里。那个春天的芳
香，陪我浅酌慢饮了漫长
的时光。

记忆最深的是在武
汉漂泊的那个春天。 在深深体会了打拼
的艰难及生活的困苦，经历了人世的冷
暖和友情的淡漠后，一个中午，我疲惫
地落脚在路边的一家小饭馆。 香椿炒
蛋———贴在墙上的菜谱一下子就勾住
了我的眼睛。 等一盘热气腾腾的香椿炒
蛋摆在我的面前时，我再也控制不住自
己的眼泪。 我想起了灶台前那片氤氲里
母亲的身影，想到了故乡……

年年春天，年年香椿发芽，让我把
亲情与乡情的芳香和温馨一直品
尝。

藏在香椿里的乡情
李晓琦

2015 年的夏天， 注定是一个不平凡
的夏天。在这个夏天里，我结束了长达 16
年的求学生涯。学生时代的青春，一去不
复返。 7 月，我前往我工作的公司报到，
开始了新的征程。工作时代的青春，正向
我徐徐走来。

我的青春，延续了父辈的理想。40 多
年前， 父亲大学毕业， 他响应国家的号
召，背着行李回到乡下，成了一个地地道
道的农民， 父亲的青春从此交给了青山
绿水。 我知道，这些年来，父亲将他的一
腔抱负和热情全部寄予到我的身上，我
是他的希望。

大学入学报到时， 父亲因为不放心
我独自去学校，陪同第一次出省、第一次
坐火车的我去报到。 那时的我， 有点叛
逆，更多的是父亲觉着我少不更事，同时
他也希望能再次去大学校园看看， 或许

能捡拾起曾经青春的回忆。 到学校报到
的第二天清晨， 父亲在安顿好一切事务
之后，简单交代了我一下，留给我和大学
室友一封信，便动身回家了。

四年后，在归家的车厢里，我打开宿
舍兄弟送给我的毕业礼物， 在那个沉甸
甸的礼盒里， 父亲留的那封信还躺在里
面。再次翻看那封四年前的信，我才逐渐
明白父亲的良苦用心。我才懂得，我是父
亲青春的延续。 我的青春应该包含父亲
未能绽放的光彩、他曾经的抱负与热情，
他希望我能为国家、 为社会做出更大的
贡献。 在这美好的时代里，父亲希望我的
青春能不一样， 而宿舍兄弟正是读懂了

我父亲的良苦用心， 将这封信连同他们
送给我的毕业礼物一同装进了盒子里。

从洛阳回到家中， 父亲为我清点带
回来的行李， 我将大学毕业证书拿给父
亲看， 父亲小心翼翼地接过毕业证书仔
细地翻看了起来， 连连说： “儿子， 可
要保管好， 可要保管好。” 在看到我将
毕业证书放置妥当后， 父亲意味深长地
说：“儿子，大学的梦已经圆了，该向下一
个目标出发了。你的中考、高考包括上大
学都是我陪着你， 这次去工作我还是陪
着你去。 我一直希望你能成为一个对国
家、对社会有用的人，嫁一座城，娶一世
人，稳稳当当走好人生每一条路。离洛阳

去襄阳，与阳字结缘，你生来阳光，但是
为人处世有欠缺， 我希望你踏踏实实地
工作。 ”

我告诉父亲， 我不是十分同意他陪
我去公司报到，我已经长大了，不再像以
前那般怯弱。 父亲对我说：“你认为自己
的怯弱是源于父兄的溺爱。 小时候每逢
外出，父兄都会把你背在背上，你说你是
父兄背上长大的孩子。 现在，你已经长大
了，相信我，工作时代的青春正向你徐徐
走来， 父亲渴望为你揭开不一样的青春
的面庞， 父亲也知道工作时代的青春能
填补你在学生时代的不足，更重要的是，
你是我的青春的延续， 你去公司报到我
当然也要去。 ”

听完父亲的话，我深深明白，父亲之
于我，不仅仅只是父子，更是一种青春的
延续。

一场关于青春的接力赛
保利地产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 田世威

星期天的上午， 我出门去散步，
不一会儿，空气中便弥漫着雨的味道。

不远处有座凉亭， 行人们匆匆
赶了过去。 这座凉亭不足 5 平米，看
上去有些年代了。 大家挤在亭子里，
不时地擦着额上的雨滴， 身边有几
个人按捺不住心中的怒气， 不禁抱
怨起这反复无常的天气来，没多久，
大家都默契般地静了下来， 似乎接
受了这大自然的馈赠。

雨越下越大， 好像没有要停歇
的意思，闲得无聊，亭中的人们开始
谈天说地， 时不时传来一阵欢声笑
语。 这时，我注意到了站在我身边的
一对年轻人， 女孩问：“你还讨厌雨
吗？ ”“不讨厌， 它可是我们爱的见
证！ ”男孩回答。 难道是他俩？ 三年
前的一天，也是在这个凉亭，兴许是
被雨淋透了吧，男孩不停地抱怨着，
而一旁的女孩似乎有着不一样的看
法。 我记得当时，他俩还争了起来，
我想她可能是真的喜欢雨吧。

大家聊着聊着也就熟络了。 看
着这对情侣， 我微笑着问道：“你们
三年前在这躲过雨吗？ ”他们礼貌地
说：“是啊， 您怎么知道？ 难道您也
在。 ”看着他们吃惊的模样，我笑了
笑，点了点头。 男孩告诉我，那天雨
停了之后，他问女孩要了联系方式，
最后还选择了在雨天举行婚礼。 他
们都很感谢那场让他们相识的大
雨！

躲雨让我看到和懂得了很多！
在雨中，演绎着许多美的故事，许多
动人心弦的瞬间。 因为躲雨，陌路人
之间有了相交的契机。

原本只是纯粹地担心被雨淋到
罢了，现在却舍不得雨停了，大自然
为我们制造了机会， 为什么不停下
来欣赏一番。 一旦雨一停，大家又将
是各奔东西。 想到这儿，我忍不住期
盼这场雨能一直落下去。

雨终究是下累了。 行人们陆续
地走出了凉亭， 又开始了各自的生
活……

躲雨

临武县花塘中心学校 王小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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