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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牛

闲闲
情小品情小品

■■ 孙虎原孙虎原

塞塞
外文苑外文苑

如 果 不 是 停 电 ，谁 会 想 到 蜡 烛
呢？如果不是看到烛影，谁会回忆起
手影戏呢？

一说起蜡烛，人们大多会感觉到
悲伤。唐代杜牧《赠别》里的“蜡烛有
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一句道出
了多少别离情；张九龄的《望月怀远》
里的“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写出
了多少夜不能寐的思乡之情；东坡居
士《海棠》里的“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
高烛照红妆”以花喻人，流露出多少怀
才不遇之感；张耒《别钱筠甫三首》里
的“倦客无眠听晓钟，五更蜡烛泪消
红”让多少人看到游子的飘零思归之
情。

而我却独独喜欢蜡烛，喜欢看烛
光下的影子。第一次看到赵师秀《约

客》里的“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
落灯花”就喜欢上了它的意境。江南
雨夜，青梅转黄，细雨霏霏，浸润着屋
顶，漂入长廊。远处的蛙声此起彼伏，
与这雨声交汇出完美的旋律。朋友的
爽约并没有影响诗人的心情，诗人在
百无聊赖之际，将黑白棋子在棋盘上
轻轻敲打，这敲打声将灯花震落。我
仿佛看到了这样的水墨画：一人，一
烛，一盘棋，一敲，一落，一人生。做人
就是如此随意，不蝇营狗苟，不追名逐
利，自己的心情自己做主，管他是是非
非，任他云卷云舒。

一支蜡烛，跳跃着生命的舞蹈，点
燃了自己，照亮了别人。人们大多感
慨于它们的无私奉献，就连李商隐都
说“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

干。”而我觉得蜡烛的牺牲是为了成
全，成全一翦光影，成全一段回忆。世
间万物皆有独特的灵魂，在烛光里，它
们是唯一的存在。在烛光里，梅有梅
的傲骨，竹有竹的疏影，兰有兰的韵
味，菊有菊的高洁；在烛光里，有飘逸
的太白，高举的酒樽，有好学的匡衡，
凿开的小洞；在烛光里，有许久的思
念，有悠远的期待。

我心中的烛影是深深的记忆，烛影
里有我的家，我的父母，我童年的所
有。点着蜡烛的夜晚，夜显得是那么静
谧，时光仿佛凝滞在那里，夜空中零星
的星星也静悄悄，不敢说起悄悄话。大
黄的尾巴把如豆的烛光扇得摇曳多姿，
猫咪则不管这些，卧在烛光里呼呼大
睡。父亲的身影印在墙上，高大伟岸，

母亲忙碌的身影动来动去，像在演动画
片。最难忘的是刚躺下还不能入睡时，
让父亲表演手影戏，开始是简单的，父
亲把大拇指和食指一捏，另外三根手指
直立，墙上便出现了一只孔雀。可看着
这些，我一会儿就感觉乏味了，父亲就
用两只手表演，两只手的大拇指一交
叉，双手展开，一只飞鸟出现在墙上。
不一会儿，父亲又用一只手做鹿的耳朵
与角，另一只手做鹿的嘴巴，一只惟妙
惟肖的小鹿就展现在我的眼前。我也
跟着父亲去做，一大一小两只鹿互相追
逐，好不热闹。笑声仿佛还在耳边回
响，时光却将我拉回当下。

烛光一点暖融融，配着春风，就着
春意，忆起往昔，这便是烛影送给我春
的礼物，最美好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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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城市和4次搬迁
——花甲过后的儿时记忆

●于学军

十八、一支玩具
驳壳枪

漫话谷雨

短短
笛横吹笛横吹

■■ 管淑平管淑平

参加完天安门检阅之后，父亲和
他带的学生乘火车返回伊克昭盟，途
经呼和浩特站时父亲独自下车回到
旧城大召前的家中。父亲说：火车上
到处挤满了乘客，过道、厕所均水泄
不通，座位下和行李架上也都躺着
人。他们的学生只能三三两两分散
在不同的位置，有什么事就相互传话
通知。他因中途下车，必须对学生做
好各种安顿，其中有件事是：有个低
年级学生，他的饭盒放在父亲那里，
饭盒中装着两三个馒头和一节香肠，
下车时父亲因找不到那个学生，就将
饭盒委托给身边的另一个高年级学
生，让他代为转交。但直到几天后父
亲返校，才发现那个高年级学生并未
将饭盒转交给那个低年级学生，而是
自己把那些东西都吃掉了，并且连饭
盒也不知去向。是那个低年级学生

找父亲要饭盒时，才发现这个问题。
为此，那个高年级学生感到很不好意
思，主动提出赔2元了结此事。

那是十月的季节，呼和浩特的气
候已经有些凉意，父亲在天黑之后才
蓦然推门进来，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我
们的面前，这不期而至让我们惊讶得
有些张口结舌。父亲也十分高兴，饶
有兴趣地给我们讲了许多在北京的
见闻，令我们兴奋不已。同时，父亲
还专门给我买了一支铁制的驳壳枪，
是由上海一家玩具厂生产的，其造型
与电影里八路军连长手中握着的枪
非常相似；并且还真有一个子弹夹可
以取下推上，夹子里能上五、六发塑
料子弹，每扣动一次扳机果真能从枪
口中打出一发子弹，连扣连发。这简
直太神奇了，周围的小朋友都从未见
过这么逼真的手枪（我们平时玩的手
枪，都是自己用木头或铁丝做的，仅
仅是像个枪的样子而已）。我更是爱
不释手，握着它不停地变换姿势，瞄
准、射击……

但这支像真枪一样的驳壳枪，射
出的子弹却只能打1-2米，力道不足，
所以实际上打哪儿都不准。以后我们
家几次搬迁，这支枪始终未丢掉。

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我去北京上
大学，有一次到王府井逛商场时在玩
具柜台忽又看到跟父亲买给我一样
的驳壳枪，那时这种手枪还在卖，十
几年都未做过改进和变化（只是扳机
收窄了一些），在我的心里油然升起
一股久违的亲近感。

在我们院子的北边就是大召前
街 12号院，那也是一幢临街的青砖大
院，门庭似乎比 11 号院还要高大一
些。传说解放初期这个院子曾做过
呼和浩特市的郊区法院，审判过不少
案子。法院迁走之后，院里的住户也
大部分来自郊区，比较杂乱，后来大
多数人家还在自家的门前用砖头土
坯等盖起一些小凉房，用来储存杂
物；从此就使每家之间自然形成隔
离，院子里的完整性也遭到破坏。我
们和他们来往不多，所以跟大部分人

家并不熟悉。
但住在院门口的英海家却和我

们家走动很多，长大一点的时候，我
也经常跑到他们家里玩。听母亲说，
我们两家之所以亲近，主要是投缘；
英海的妈妈常觉得我们家生活困难，
总想给帮点忙；这样母亲外出时就经
常把妹妹放到他们家看管，叫做“看
孩子”。母亲也常给他们家的孩子做
双鞋或买点什么小东西，作为人情往
来。

他们家有五个孩子，其中英海和
狗狗兄弟俩排行老三老四，上边是两
个姐姐，下边还有一个妹妹。英海与
我同岁同年级，狗狗比我小 2 至 3
岁。他们家的孩子都有个特点：嘴唇
厚，说话时容易把大板牙露出来；但
每个人都很淳朴。他们家的屋子也
不大，但人丁兴旺，所以总是感觉家
里很热闹；并且，他们对我也十分热
情，无论见到谁，都会露出笑容和我
打招呼。

（未完待续）

清明之后，紧跟着而来的节气
便是谷雨。

它像是春日长跑赛中的一位
接力者，趁着人们还醉心于清明时
节的杏花烟雨的时候，就悄悄地接
过了清明的接力棒。春日，因为一
场雨的来临，也渐渐地走向了深处
和尾声，变得更加充满了诗情画意。

谷雨，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 6
个节气，也是春天的最后一个节
气。此时节，算是较为忙碌的，农人
忙着播种移苗，种瓜点豆。种子在
土壤里酝酿着一个个甜甜的梦，因
为有了雨的滋润，也就醒了过来。

雨生百谷，便是对谷雨时节一
种最为贴切的形容。气温是暖暖
的，天地清明，物候生发，这无疑为
谷类作物的生长提供了有利条件。
水的厚重，在于一种无形的润泽，恰
好，谷雨时节，雨水丰沛，气息清
新。田里的禾苗喜欢这样的时节，
躬耕的农人也喜欢这样的雨季。有
了雨，谷雨的生发便有了希望，有了
雨，农人的辛苦才有了一种不被辜
负的释然。

从小在乡间长大的我也同样
深有体会。

记得儿时，随着一缕和煦的
阳光射进了窗户，一缕炊烟的升
起，爷爷便早早地扛着锄头赶往
田里劳作了。耕种的人很多，布
谷鸟的歌声回荡在周围的空气当
中，像是一支寄托着希望的曲子，

“布谷—布谷—”，好像就是在说，所
有的谷物呀，你们快点生长吧！

我坐在田埂上，爷爷在田间锄
草，他弯着身子利索地翻拾着土地，
熟练地拔草、施肥、浇水，躬耕着的
身体便是对大地的一种虔诚的敬
畏，背朝着天，有时候，你定然还能
看到他面颊上流淌着的汗珠。农人
的愿望，其实很朴素，在春天里种下
一颗种子，于是，也就期待着“秋收
万颗子”的喜悦和安慰。雨滴，于
是，在这个时候也就变得亲近，变得
有意义。

谷雨的美，是一种静谧的美。
你从它的名字中，就能真切而深刻
地感知到它的意义。谷雨，谷雨，那
分明就是所有谷物的生命啊！

周末的早晨，我喜欢睡到自然醒。
对于酷爱“夜车”一族来说，一定深刻理
解我此嗜好！所以，到了午饭后，我是全
然没有倦意的。

小区里人迹阗无，空朗静谧。泡一
杯清茶，捧一本长卷，缱绻在阳台的躺椅
上，徜徉在时间的细支慢流中……

然而，这个周末的午后，洗杯泡茶之
际，我心中却骤涌万千感慨，淡了悠然，
多出了许多丝丝缕缕的沧桑。——打开
我厨房的吊柜，从琳琅满目的各式茶罐
中间，我取下的却只能是普洱，尽管这已
是北方阳光明媚的晚春！已经第五个年
头了吧？不管春夏秋冬，我能喝的茶水
只有暖胃的红茶了！对于一个嗜茶到不

可理喻者而言，我曾以为自己会痛苦很
久很久。事实却是，在医生警告我之后，
虽然千般不舍万般无奈，但第一时间，我
竟然便是坦然去收拾茶柜，将各款档次
不一色泽各异的绿茶、花茶及乌龙茶统
统打包送人或作其他处理，一撮也没给
自己留下。剩下的是一柜形态迥异年份
不一的茶桶茶罐茶匙，我还着实不忍遗
弃，只好放任它们腹囊空空站立至今。
也许它们翘首的姿势中都是我潜意识里
满满的期盼？期盼某一天它们重新凯旋
归来，再次绚烂我的日子，淋漓我杯中春
夏秋冬的世界！

其实，在我与自己钟爱的茶世界作
别之前，我已经舍弃自己的另一至爱饮

品多年！对，它就是咖啡。浓浓的苦咖
啡，我一饮倾心，再饮钟情的爱恋，曾几
何时我为之癫狂！

从速溶、瓶装到咖啡豆现磨的各种
咖啡，我都喜欢。说不清为什么，我对咖
啡缘何如此情痴意癫？我只知道在商店
一看到咖啡饮品系列，我就迈不动腿
了！咖啡杯我更是买了一套又一套。然
而，放弃咖啡这个至爱却不是因为我“过
足了瘾”！同我现在不得不离开各款绵
厚美味的茶品一样，不是我不再珍爱它，
而是我的身体已不允许。说白了，就是
我已没有能力去承担这份至爱之情！我
也曾不甘心，与书卷相拥的夜晚盛邀它
来作伴。结果是入睡时便有些微微头

疼，凌晨更是被折磨至醒，再也没能入
梦。

不过十年光景啊，我已决诀了咖啡，
挥别了茶品，搁置了为你写诗的那只狼
毫。曾经以为每一种分手都不过是从此
一别水火两重天，现在我却知道咖啡的
甘苦，品茶的禅味，还有为爱深情吟咏的
心声始终没有远离，它们已在我的身体
里生根发芽，弥漫氤氲！

就像今天的日头，不知什么时候已
然偷偷疾走到西山顶上去了？一部长篇

《遍地月光》被我摊在茶几上，顾影自怜
着。然而，我相信，这个午后被我消解放
飞的时光却不会在岁月的流逝中走得无
影无踪，了无屐痕！

记得少年时期，父亲给村里放闲牛，
我在村小学读书。每当星期天或暑假，
父亲就将牛鞭递给我，腾出他参加生产
队的其他劳动，为的是多挣工分多分
粮。闲牛形形色色：拉不动犁的老牛、将
要分娩的乳牛、牛犊子。头数只有七八
个，但脾性各不相同，很难步调一致。

放牛出发时，我用一个布袋装着的
山药丝丸丸、谷面窝窝、高粱炒面等干
粮，不等晌午就底朝了天。口渴了就在
山沟沟里找洪水过后留下的水坑，爬下
身子像狗一样伸长脖子喝。

牛鼻子很尖，能闻见哪里有它们喜
欢吃的嫩草。即使是一片荒凉的莽原，
牛也能找到隐藏在岩石或土包子后面的
草丛。牛喜欢钻沟蹓洼，因为沟洼里的
草总比山峁上的草茂盛。

有一次中午给牛饮完水，我把它们

拦在一个浅壕里，它们大都卧下倒嚼。
我半躺在沟沿畔盯着，结果睡着了。一
觉醒来，牛早四散到附近的沟岔里吃
草。数来数去缺一头老牛，怎么也找不
到。猛然间望见在另一座山的半腰处，
有收割后的莜麦笼子，这家伙奔过去正
偷吃呢，我翻山跨沟才把它追回来，累得
上气不接下气。

牛是一种温驯的动物，尤其是从犁
杖上退役下来的老牛，总是任人摆布。
每到爬坡的时候，我就拽住其中一头的
尾巴以图省力，被拽的牛毫无怨言。这
种情况有时会闹出笑话来：如果它猛不
防拉出稀屎，会喷你满头满身。

放牛最大的乐趣，是能接触自然界
的千奇百怪。初夏，地埂上有一种茎叶
里含有“奶汁”的草，开花后结出两头尖
中间圆的果实，叫“沙奶奶”，运气好的

时候一次能摘半帽壳，吃在嘴里甜津津
的。秋天，收割倒的庄稼铺下面，不久
就出现了田鼠窝，用锹掘开，宽敞的鼠
洞里垛着庄稼穗，那是田鼠储存下过冬
的粮食，反被我不劳而获。在隐蔽的草
丛里，经常能碰到鸟窝，有一种淡蓝色
的鸟，人若走到窝的附近它就边飞边
鸣，颇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不打自
招。狐狸是一种狡猾的走兽，深秋是它
上膘的季节，远远望见它在荒草坡上一
纵一跃逮蚂蚱，毛茸茸的大尾巴舞来舞
去煞是好看。

在我的放牛记忆中，有一件事情特
别冤枉。那天，牛在三面土崖下的缓坡
处吃草。这个缓坡是前几年土崖崩塌形
成的，全是新草，牛吃得很香。一头母牛
正要挪步，前侧一头两岁多的小公牛背
上有牛蝇叮咬，它甩头赶牛蝇——结果

“嘎巴”一声，犄角横扫在母牛提起的前
腿棒骨上。母牛的那条腿当下就疼得不
能着地，只能用其余三条腿走路。

正好有赶毛驴驮田的叔叔经过，我
让他捎话给父亲。父亲赶来摸了摸，摇
着头说“断啦”。没等天黑我们就把牛群
赶回了村。人们私下议论：肯定是牛不
听话，那小子用石头给打断的。队长也
似乎认可这一判断。我是跳进黄河也洗
不清啊！

我几天不说话，母亲安抚我说：“这
不是你的错！”至今我也想不通，牛的腿
棒骨，就是大人用铁锤也不会轻易敲断，
怎么会被小公牛甩头的犄角击折了呢？

回想少年放牛的经历，有苦有乐，是
我人生的一门独特课程。我在这门课程
里，学会了吃苦，学会了担当，学会了应
对各种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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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雨是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也是春
天的诗意收尾。立春、雨水、惊蛰、春分、
清明，这些节气把浪漫春光演绎得多姿多
彩。人们沉浸在美好的春之盛况中，沉醉
不知归路，不经意间，已然到了谷雨时节。
春来有诗意，春归亦诗意。谷雨为春天收
尾，也开启了夏天的门扉，是一个承前启后
的节气，有着独特的风采和魅力。

谷雨的雨，是一首明快活泼的短诗。
谷雨的雨，稍稍有了点规模，不再像初春时
候那样沾衣欲湿，润物无声。谷雨的雨，变
得有了些许声势，大概是因为要与夏日雨
季衔接，先得有个过渡才够自然。天地之
间，雨线交织，密密麻麻，雨有了淅淅沥沥
的声响，如果你闭了眼睛听，会觉得耳边响
起的是动听的音乐，那种悦耳的声响能让
人的心静下来，觉得那连接天与地的雨成
了世界的全部，其余的嘈杂之音全都消
失。雨声淅沥，断断续续，仿佛是一首平平
仄仄的诗，吟唱出春天最后的美丽。屋檐
下，雨水滴滴答答，大珠小珠落玉盘，嘈嘈
切切错杂弹，仿佛是吟唱一首《琵琶行》。
不过，谷雨的雨格调是喜庆的，雨润大地，
雨润禾苗，万物都在欢腾。雨水绵绵密密，
就像深情款款的人一样，把自己的一腔赤
诚奉献了出来，惠及万物。谷雨的雨，有时
候还像有点小暴脾气，来上一阵猛烈暴击，
但很快又恢复了淅淅沥沥。谷雨的雨，如
诗如歌，润泽世界。

“雨生百谷”，因为雨水的滋润，田里的
各种庄稼能够茁壮成长。“谷雨，谷得雨而
生也。”谷雨时节，更是谷物生长的最佳时
期。所以谷雨这个节气，对农业生产非常
重要，也是农民们非常重视的节气。俗话
说：“谷雨前后，种瓜点豆。”“谷雨种棉家
家忙。”“过了谷雨种花生。”因为雨水的增多，正是种植的好时期。
种子落地，一场雨便可催生万棵苗。播种的期许，发芽的快乐，生长
的喜悦，谷雨见证了人们耕种的乐趣。在我的家乡，谷雨正是种植
棉花和花生的好时期。父亲翻着日历，开始着手准备一场大规模的
种植。棉花的育种工作是在家中悄然进行的，到了种植的时候，父
亲一定要找几个邻居当帮手。种植场面很有气势，大家散落在田
间，有说有笑地忙着。种下去的是希望，所以种植的过程虽艰辛却
也乐趣无穷。播种本身就是一首诗，把种子播撒到田地里，谷雨就
是为春天做了一个完美的收官仪式。春种、夏耘、秋收，接下来的日
子，人们辛勤耕耘，期许收获。

谷雨时节，春天的意趣依旧盎然。谷雨是春天的诗意收尾，这
个收尾美好而充满正能量。

在我看来，谷雨完全没有“落花流水春去也”的感伤，没有“长恨
春归无觅处”的失落。惜春最好的方式，就是投入到劳动和创作中。
投入到劳动和创作中的人们，感受到的永远是奋斗的乐趣。古人把
谷雨分三候：一候萍始生，二候鸣鸠拂其羽，三候戴胜降于桑。意思
是说，谷雨后浮萍开始生长，布谷鸟催促人们播种，戴胜鸟开始落到
桑树上。谷雨时节，盛春的气韵还在，虽然是绿肥红瘦，但大自然反
而更显得生机勃发。庄稼和草木一起生长，鸟类继续欢喜歌唱，世界
一派生机勃勃。

谷雨是春天的诗意收尾，春天即将完美谢幕。愿我们珍惜春
光，不负韶华！

烛影深深深几许

灯灯
下漫笔下漫笔

■■ 薛宇琴薛宇琴

午后时光
■■ 文茹潇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