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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成林/摄

印象

又
见
燕
子

感动

五一长假，我回了趟乡下老家，
拜望了年迈的叔叔伯伯， 亲近了熟
悉的田野山坡，还见到了久违的、可
爱的燕子。

燕子很美。它有一张小巧的嘴，
一身光滑的羽毛，一对轻快的翅膀，
还有一个剪刀似的尾巴；除此之外，
它的肚皮像穿着一件洗得很干净的
白衬衫。

燕子与人类最亲近。 燕子不像别的鸟儿，
它不在野外树枝竹林里搭窝，而是在村人的屋
檐下筑巢。 在老家，大凡有燕子落户的人家，觉
得是一种体面，也是一种吉祥。

春天的原野，让人赏心悦目。 燕子在空中
盘旋，好似黑色的音符，在蓝天的曲谱上自由
地跳跃。 有时候，燕子飞倦了，就落在临空飞架
的电线上歇息。 有的灵活地扭动着灵巧的小脑
袋，毫无目的地四处张望；有的凝神片刻，静静
地思索着什么；有的刚刚停下，又忽地展开翅
膀，迅疾消失在浩荡的春光中。

那时候， 我家住的是一幢很旧的木房子。
在堂屋的房梁上，有一只硕大的燕巢。 奶奶说，
燕子筑巢可辛苦了。 当年，一对燕子飞来飞去
衔泥筑巢，早出晚归，废寝忘食。 奶奶说，燕子
筑巢衔泥衔草，嘴里都要衔出血来。 所以，家里
人与燕子一直和谐相处，从不打扰它们，更不
会伤害它们。 尽管奶奶经常要打扫从房梁上掉
落下来的燕粪，但她乐此不疲，毫无怨言。

有一次，燕子夫妻孵化出小燕子了。 听着
燕巢里不时传来雏燕呢喃的声音，我忍不住好
奇，趁家中无人，叫了几个小伙伴，抬来梯子，
小心翼翼地爬上去看。 我看到几只羽毛未丰的
小燕子，张着小嘴嗷嗷叫着。 也许是看到我站
在木梯上，从门口飞来的大燕以为我要伤害雏
燕，嘴里发出紧张而尖锐的叫声。 我见状，赶紧
溜下梯子，好让它们放心。

别看雏燕小，胃口却挺大。 大燕每日都起
早带晚外出觅食，我家的大门也比平常开得早
关得晚。 奶奶深知哺育子女的艰辛，因而对燕
子更有一番同情，对雏燕也更加爱护。 她生怕
雏燕顽皮掉下来，便找来一个竹篓，又在竹篓
里铺了些破衣服烂棉花，放在燕窝的正下方。

一晃多年过去了， 家乡的木房子早已翻
新，年迈的奶奶早已作古，我也早随父母迁到
城里居住。 儿时的燕巢，儿时的燕子，离我越来
越远，直到渐渐模糊、陌生。 尤其是这几年，农
村旧房子不断拆除，新房子不断建起，我不知
道，那些可怜的燕子，该何处安家？

那天，我做了个梦，梦到了儿时的木屋，梦
到了房梁上的燕巢，还梦到慈祥的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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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杨英

擦了洗，洗了擦，擦了抹，反反复复
好多次，净了台面。天阴沉，心晴柔，滋生
出好心情。

本想做鱼腥草零食，可天公不作美，
天空飘下零星小雨，顺其自然，不霸蛮，
悠着点。

早两个月，蒲公英挨地长，如今超半
尺高。挑了高大的，收割。想起木秀于林，
风必摧之， 蒲公英命运也如此。 去其黄
叶，入池中洗净，放砧板切碎。切完，心情
美美哒，准备泡水喝。

有个人大声说，弄这么多，声调至少
比往常高八度， 还责怪蒲公英全被弄没
了。 忍了三次，还在冤枉我，分明在歪曲
事实。 我有气，真想像年轻时，河东狮吼，
终于按捺住， 却不一味放让， 委屈辩驳
道：“好心情全弄没了， 你去看地里还留
有么？ 即使割完了，还会长，它再生能力
强。 ”他不吭声了，都让下，相安无事。

家里不是讲理的地方， 占了上风又
有什么用？今日不知触动他哪根筋，我还
是识趣的好，赶紧偃旗息鼓。 他可能自觉

不好意思了， 可嘴里依
然硬道：“全是我辛辛苦
苦栽的。 ”分明已示弱，
我偷着乐， 懒得搭理吱
声。 他这明明是要我多
体会他对蒲公英的感
情。 家庭和睦，要会装糊
涂，多共情，彼此真斤斤
计较，非争个赢高，影响心情和感情。

想过好生活靠好心情， 哪有时时风
花雪月， 往往鸡毛蒜皮的小事， 会起争
执。 夫妻间小小的争执，倒无伤大雅，反
添情趣，小日子免不了俗。

生活远远超乎你想象， 随时发生小
故事，往往不按预计套路走，不以个人意
志为转移， 这正是生活无穷变化的魅力

吧。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随
时调整心情， 日子才会过
得有滋有味。 今日轮我头
上，不免觉得好笑起来，明
白这点，当下不沮丧，依然
快活。

刚刚割蒲公英时，发
现黄色的月季， 有几片黄

叶要修剪，以为更好看。 当时心有触动：
人生精力毕竟有限，莫只顾花草，人更要
效法自然， 莫活得花草不如， 多修饰自
己，便洗了脸，净了手，喷了些保湿水，慢
慢梳着长发，闲适心慢慢跟着出来玩耍，
准备共读汪曾祺先生的书《生活是很好
玩的》。

猪肉早从冰箱拿出解冻了， 大蒜早

洗净放砧板上了，蒲公英水泡好了。如果
边用电饭煲煮饭边看书，这叫科学统筹
安排，初中课本学过。 现实里没读多少
书的人，也晓得这样安排。 生活中很多
知识，往往来自经验和实践。 大丈夫会
不会等下掌瓢大蒜辣椒炒肉？还有葱煎
蛋？ 我开始期望幻想变成现实，刚才埋
怨反感、让我生气的他，是大丈夫。先不
管，看看书，饭时再说罢。

夫妇俩一起吃午饭， 气氛愉快，我
趁此说：“汪曾祺先生那么好美食，都招
架不住鱼腥草气味，我下辈子要变成一
株植物。”大丈夫一时没明白过来，毕竟
粗心忘了刚才的事。我补充道：“我和蒲
公英谁重要咧， 变成植物才不会生气，
命长”。 大丈夫开心地笑，我也笑。

不由得感叹， 汪曾祺先生说得真
好。 爱，非专业，是像花木那样生长，有
一份对光阴和季节的钟情和执着，让我
们变得坚韧、宽容和充盈。我以为，真爱
让俗世日常生活很好玩，从平淡中制造
出幽默和情趣来。

布谷鸟的啼鸣
把村庄安放在静谧里
节气在蔷薇花的缤纷中
收割春

一个背着阳光的人
开始在水面上
栽插诗行

大片的麦子在风中奔跑
沿诗意的指引
寻找回家的路

农事里逃出的几粒菜籽
在绿草的阴凉里
诡谲地笑

月光轻掀一本泛黄的夏历
听取蛙声一片

我的山河之恋
□ 安化县教育局 陶金生

在标题党时代，这个文题肯定有
哗众取宠之嫌。 因为，在我的家乡，山
没什么个性， 而河干脆只是小溪，她
们却与我的生命、生活息息相关。

现代人总爱把诗和远方挂在嘴
边，回忆我的童年，真有些事与远方
有关。 那时，我赶着牛儿站立在屋后
的山坡之上，穷其目力，远山很有层
次，最远处那一抹就成了弯弯曲曲的
灰色线条。 我总想，山那边果真还是
山吗？ 那灰色的一抹后面是否就是神
仙居住的地方？ 没想到，我的小伙伴
们有着相同的想法。 有一天，任由牛
儿在山坡吃草，一群天真的孩子兴致
勃勃地去寻找远方。 寻找远方有诗
意，但过程却很骨感。 站到另一处山
头，那灰色的一抹依然在天边，我们
的牛还在眼前，脚却不听使唤了。 第
一次在群山当中对远方产生了迷茫。

可对远方的憧憬却不因这次经
历而削减半分。 那时，在梅城读书的
三姨是我们的偶像。 她每次去读书，
就从翻过我家屋后山梁开始的。 我们
将牛赶到山顶，目送三姨翻过一个个
山坡，直到看不见影子，我们还痴痴
地凝望，从此以为灰色的一抹下面就
是梅城，那里书声琅琅，那里是个神
圣的地方。

当我到了三姨的年纪，踏平山头

抵达梅城时才发现，那灰色的一抹依
然在天边。 不过，我对一条河产生了
兴趣，那就是洢水河。

洢水河比溪流就大了一点点，怎
么就叫成河了？ 在梅城读了几年书，
此方程无解！ 后来读书兜了一圈子回
到家乡教书，学校就在洢水河畔的乐
安桥边，乐安古时候有个好听的名字
叫柳林，站在教学楼顶眺望，洢水河
在柳林大塅里宛如一条蓝飘带。

我在《安化县志》里读到洢水河
的源头在洢水村，利用双休，我去溯
源了。 那是夏天，经过无数的曲折，源
头就在眼前了，一线活水从石壁中涌
出，沁人心脾，一条连接新化与安化
的古道从源头经过，不过顺着古道去
寻找古老的界碑那又是若干年后的
事情。

我对这个源头有些怀疑，或者这
仅仅是源头之一。 某个冬天，我从乐
安镇中学出发过火烧桥经浮青铺上
油溪坑，当油溪坑水库如天池般展现
在我眼前时，这源头不正是我要找的
那一片浩渺吗？ 河的源头就得有气派
一些， 这样才能开阔山里人的胸襟。
传说中“黄帝登熊湘”的熊耳山就静
卧在对面，面对如此河山，真是兴奋
异常！

我的山河之恋不因迈过了家乡的

山梁、寻到了洢水的源头而自满。 近年
来对梅山文化颇感兴趣，洢水河、熊耳
山一联系， 总觉得在某个地方也曾有
过。当我网上查阅时，了不得，在中原文
明的核心地河南，伊河古称洢河，绕熊
耳山与洛水汇合，最终入黄河，伊洛文
明被称赞为“东方的两河文明”。 那么，
我家乡绕熊耳山的洢水河，难道与中原
文明只是一种巧合？ 五千年之前，三万
里之间，有多少故事融入在这看似是溪
却呼做河的石头里、泥土里、水滴里。

我依然在这一片山水里辗转，我
真的爱上了家乡的山山水水，特别是
最初的那一抹、那一泓。 我也时常与
另一个自己对话：千万不要忽视洢水
河，还有生产她的每一个平凡的山头！

夏日来临
□ 方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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