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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牛
□ 李汉荣

卧云弄月解红尘
□ 刘 勇

冬季的水墨画
□ 王淑芹

晒 日 头
□ 伍劲标

约六岁的时候，生产队分配给我家一
头牛，父亲就让我去放牛。

记得那头牛是黑色的，性子慢，身体
较瘦，却很高，大家叫它“老黑”。

父亲把牛牵出来，把牛缰绳递到我手
中，又给我一枝青竹条，指了指远处的山，
说，就到那里去放牛吧。

我望了望牛，又望了望远处的山，那
可是我从未去过的山呀。我有些害怕，
说，我怎么认得路呢？

父亲说，跟着老黑走吧，老黑经常到
山里去吃草，它认得路。

父亲又说，太阳离西边的山还剩一竹
竿高的时候，就跟牛下山回家。

现在想起来仍觉得有些害怕，把一个
六岁的小孩交给一头牛，交给荒蛮的野
山，父亲竟那样放心。那时我并不知道父
亲这样做的心情。现在我想：一定是贫困
艰难的生活把他的心打磨得过于粗糙，生
活给他的爱太少，他也没有多余的爱给别
人，他已不大知道心疼自己的孩子。当时
我不懂得这简单的道理。

我跟着老黑向远处的山走去。上山
的时候，我人小爬得慢，远远地落在老黑
后面，我怕追不上它我会迷路，很着急，汗
很快就湿透了衣服。

我看见老黑在山路转弯的地方把头

转向后面，见我离它很远，就停下来等我。
这时候我发现老黑对我这个小孩是

体贴的。我有点喜欢和信任它了。
听大人说，牛生气的时候，会用蹄子踢

人。我可千万不能让老黑生气，不然，在高
山陡坡上，它轻轻一蹄子就能把我踢下悬
崖，踢进大人们说的“阴间”。

可我觉得老黑待我似乎很忠厚，它的
行动和神色慢悠悠的，倒好像生怕惹我生
气，生怕吓着了我。

我的小脑袋就想：大概牛也知道大小
的，在人里面，我是小小的，在它面前，我
更是小小的。它大概觉得我就是一个还
没有学会四蹄走路的小牛儿，需要大牛的
照顾，它会可怜我这个小牛儿的吧。

在上陡坡的时候，我试着抓住牛尾
巴，借助牛的力气爬坡，牛没有拒绝我，我
看得出它多用了些力气。它显然是帮助
我，拉着我爬坡。

很快地，我与老黑就熟了，有了感情。
牛总能找到草色鲜美的地方，即使在

我眼中到处一片荒凉，牛也能发现隐藏在
岩石和土包后面的草丛。我发现牛的鼻
子最熟悉土地的气味。牛是跟着鼻子走
的。

牛很会走路，很会选择路。在陡的地
方，牛一步就能踩到最合适、最安全的地

方；在几条路交叉在一起的时候，牛选择
的那条路，一定是到达目的地最近的。我
心里暗暗佩服牛的本领。

有一次，我不小心在一个梁上摔了一
跤，膝盖流血，很痛。

我趴在地上，看着快要落山的夕阳，
哭出了声。这时候，牛走过来，站在我面
前，低下头用鼻子嗅了嗅我，然后走下土
坎，后腿弯曲下来，牛背刚刚够着我，我明
白了：牛要背我回家。

写到这里，我禁不住在心里又喊了一
声：我的老黑，我童年的老伙伴！

我骑在老黑背上，看夕阳缓缓落山，
看月亮慢慢出来，慢慢走向我，我觉得月
亮想贴近我，又怕吓着了牛和牛背上的
我，月亮就不远不近地跟着我们。整个天
空都在牛背上起伏，星星越来越稠密。牛
驮着我行走在山的波浪里，又像飘浮在高
高的星空里。不时有一颗流星，从头顶滑
落。前面的星星好像离我们很近，我担心
会被牛角挑下几颗。

牛把我驮回家，天已经黑了多时。母
亲看见牛背上的我，不住地流泪。当晚，
母亲给老黑特意喂了一些麸皮，表示对它
的感激。

秋天，我上了小学。两个月的放牛娃
生活结束了。老黑又交给了别的人家。

半年后，老黑死了。据说是在山上摔
死的。它已经瘦得不能拉犁，人们就让它
拉磨，它走得很慢，人们都不喜欢它。有
一个夜晚，它从牛棚里偷偷溜出来，独自
上了山。第二天有人在山下看见了它，已
经摔死了。

当晚，生产队召集社员开会，我也随
大人到了会场，才知道是在分牛肉。

会场里放了三十多堆牛肉，每一堆里
都有牛肉、牛骨头、牛的一小截肠子。

三十多堆，三十多户人家，一户一堆。
我知道这就是老黑的肉。老黑已被

分成三十多份。
三十多份，这些碎片，这些老黑的碎

片，什么时候还能聚在一起，再变成一头
老黑呢？我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

人们都觉得好笑，他们不理解一个小
孩和一头牛的感情。

前年初夏，我回到家乡，专门到我童年
放牛的山上走了一趟，在一个叫“梯子崖”的
陡坡上，我找到了我第一次拉着牛尾巴爬
坡的那个大石阶。它已比当年平了许多，
石阶上有两处深深凹下去，是两只牛蹄的
形状，那是无数头牛无数次地踩踏成的。
肯定，在三十多年前，老黑也是踩着这两个
凹处一次次领着我上坡下坡的。

我凝望着这两个深深的牛蹄窝。我
嗅 着 微 微 飘 出 的 泥 土 的 气 息 和 牛 的 气
息。我在记忆里仔细捕捉老黑的气息。
我似乎呼吸到了老黑吹进我生命的气息。

我忽然明白，我放过牛，其实是牛放
了我呀。

我放了两个月的牛，那头牛却放了我
几十年。

也许，我这一辈子，都被一头牛隐隐
约约牵在手里。

当我再次抚摸到斑驳城墙的
时候，听到不仅是春秋驿的风雨，
还听到了古寿春的大地脉动，带
着铿锵的呐喊，由远古出发，落入
红尘之中。而此时的我只好远远
地守候，况且还有八天的静守。

夜晚的城墙是安详的，虽有
广场舞的乐曲点缀着薄雾一样的
流光，溢着彩伴着影，如和弦上跳
跃之音符，率性而古朴。这种古
朴多来自古城的久远，苍凉而旷
达，厚重而绝傲。远不如丽江、大
理的喧嚣，但守卫着一个千年的
使命，足以撼动世人。我如一个
游客，站在光影里任匆匆行人闪
烁，望着青石板上的车辙，延伸到
春秋，走进战国。楚之大地上，历
史的故事不乏战争的洗礼，战马
嘶鸣，荆歌巨野，战鼓雷鸣。一场
又一场的讨伐，一场又一场的争
盈，有了草木皆兵，有了风声鹤
唳，让淝水之战走进历史，走进寻
常百姓的心中。有作者曾说，这
是一座疼在心头上的小城。当
初，二十年前急匆匆的一瞥，竟没
有那样的感觉。

现如今守护在此，心疼确越
发强烈了。

踱步古城之上，天气不是那
么配合，总是阴翳着，带着初冬的
张扬，卷着风把路边的树叶刮得
哗哗纷落。一直不喜欢这样张扬
冬季，但没得办法。气候的来临，
有时很霸气，伴着倔强。正如古
城的霸气，盘踞寿州腹地。一代
代王侯将相大多都是守着这个

“固城”而爱江山更爱美人的。城
墙的军事功效自然发挥着天然屏
障的作用，且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这样的保障是千载难求的，况且

是在诸侯争霸的年月。我迎着
碎片化的风，悠古而缠绵，像楚
国久远的历史，一段段都写进古
城的青砖里，走进线装史册中。
这些历史大多都会在一个有风
夜晚，从砖缝里透出，穿过城门
的桎梏走进新时代，走到游客们
的面前。

我喜欢坐在城墙的一角，躲
着城市喧嚣和繁华，淡去一日看
尽长安花的奢望，望着威严的城
墙、青幽幽的城垛门楼发呆。战
争的割据，延伸出城池的建立，用
护 城 河 做 隔 断 ，让 敌 军 攻 城 不
易。这样的古城格局被纷纷效
仿，大到西安、小到襄阳。这种城
池的格局是多，能留下来保存至
今的偏少，这就彰显古城优雅至
贵。这种至贵随着城市滚动发
展，而没被城市建设浪潮淹没，更
为至贵。所以，寿县人守着至贵，
精彩纷呈，传承着楚之大国的遗
风，淡然志远，汪洋恣肆。

择一个晴朗的瞬间，我站在
城下仰望。层层青砖累起的历
史，一时难以读完。此时，我如隐
于老街中的贤者，站在堤坝上聆
听淠河的欢腾，伴着悠悠的风，去
安丰塘边寻一缕哀愁，正阳关古
镇的锣鼓伴着铁匠铺的锤声走进
久远，落进迎河镇的初冬里，迎风
而歌，撼动深深。

风止时，天蔚蓝。此时，用衣
角擦拭掉眼中泪水，多想像当年
庄子一样，孤独地在一株老树下
守一枚明月。而我想做一名侠
客，端坐在城垛上，吟风端月，了
然红尘，守卫千年的古城，任逍遥
的铃声渐行渐远，化作彩蝶翩跹
于红尘之巅。

在徽州的很多地方，人们不说晒太
阳，而说晒日头——红日当头，浑身暖洋
洋，晒日头比晒太阳更加贴切。

现在的冬天，似乎没有我小时候那么
冷，现在的人也没有我小时候的人那么有
闲暇，所以，说到晒日头，还是小时候的气
氛壮观，难忘。

小时候，皖南的冬天，似乎有下不完
的雪，常常是头一场雪还没化尽，下一场
雪又来了。

冬天的晚上，隔着浑浊的窗户玻璃，
昏暗的灯光下，能够看到大雪纷飞的雪
影。

下雪的晚上，天地之间一片宁静，小
猫小狗都缩着不动了。大雪过后，第二天
天空放晴，大家都不干活，早上起得迟，晚
上睡得早，一天吃两顿，两顿饭之间的漫
长白日，就聚在一起晒日头。

我曾经在课堂上给我的学生们模仿
当年晒日头时候的样子：双手相互参合，
拢在袖中，耸肩、缩头，脚架在火篮子上，
有时候双腿合拢之下，还夹着一个火篮
子。顺带着又给学生讲路遥《平凡的世
界》，我说，那本书上有个农民叫王满银，
整个冬天，只要有日头，他都躲在墙根下
晒日头。他的小舅子时常嘲笑他，说他好
吃懒做。王满银也不生气，他生活潦倒，
但是他晒日头时候的样子，看上去很亲
切。

我说我们小时候，都像王满银，对于
美好的未来不怎么向往，却总是喜欢跟着
村里的成年人踱到向阳的墙边晒日头，穿
着差不多可以包裹住大半个身体的臃肿
的厚棉袄，双手都拢在袖中，脑袋都缩进
棉袄的领子里头，要擤鼻涕了，才把脑袋
伸出来。

有时候，墙根下人多了，没地方坐，就
要把身体蜷缩着蹲下去，就像把自己当作
一粒黄豆种子或是玉米种子，种到墙根
下，养料就是阳光。这样蹲着，脚背和脚
尖支撑着全身的重量，时间一长，脚尖就
发麻，赶快站起来，跳几下，脚背麻麻的，
好像有很多麦芒在扎着。

那时候的人，都爱晒日头，很多文学
作品里，都有晒日头的情节。《红高粱》里，
九儿穿着大花袄，梳一根垂到尾椎的大辫
子，优优雅雅地晒日头，和罗汉大哥说酒
坊里的情况。一个人的时候，她就一边晒
日头，一边把坏小子余占鳌跟县长朱豪三
做一个对比。这两个男人都有点坏坏的，
又都有点可爱，不过九儿还是更爱余占
鳌，因为余占鳌比朱豪三年轻，比朱豪三
多了一身九儿喜欢的匪气。

《白鹿原》里，白嘉轩没事也晒日头，
鹿子霖没事也晒日头。那么好的风水宝
地，白鹿两家的当家人，一边晒着日头，一
边思考着家族的命运。后来，晒日头晒着
晒着，家族命运就和国家命运熔合在一起

了，晒日头晒出了国家民族大事。
当然，人家莫言、陈忠实文字里晒日

头的场景离我们有大半个世纪了，我晒日
头的童年离现在也有四十年了。我永远
记得童年的冬日，太阳一出来，我就这么
贴在墙根，这个时候眼前很干净，没有太
多动静。

冬天的太阳太暖和，那是下雪的前
奏，老辈人说那叫“烧雪”“焐雪”。果然是
的 ，冬 天 暖 阳 之 后 ，往 往 就 会 有 一 场 大
雪。那时候肚子饿，真希望老天爷下下来
的是白白的面粉，那就可以有吃不完的包
子和馒头了。更希望，老天爷下雪的时
候，能够下一阵白砂糖，那日子该有多么
甜啊。

我不能肯定村里的成年人晒日头的
时候，会不会和我一样有许多不切合实际
的臆想，估计不会，因为那时候，他们都说
我是一个头脑有问题的孩子。从他们晒
日头的样子看得出来，他们晒日头的时
候，心里比我要纯粹得多，因为他们几乎
都是眯着眼睛，懒洋洋的，有一句没一句
地闲扯。

周末那天，下午有太阳，我回老家的
村庄去走了一趟。老家的许多田园，都租
给了外乡人养羊了。半下午的时候，外乡
人的羊群在小山坡上啃着半枯半黄的草
皮，冬日的阳光从山坡顶上斜射下来。老
家的山坡在我面前幻化成爱尔兰的草原，
风吹来，树木唱着好听的《牧羊曲》。我的
身体一下子感到很软很软，随便找了一个
高坎，席地而坐。那些羊慢慢聚拢到我的
身边，它们很友好地看着我，嘴巴柔和温
暖地呼着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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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里的村庄，静谧而温馨。雪花
飘落的声音是对冬天最好的问候。一片
片丰收的庄稼已经走进农家幸福的粮
仓。红叶对秋的恋情，在季节与季节交
换之间传递着。被月光抚摸的夜晚，清
新而亮丽，如银的月光，将我的乡情一缕
一缕地散在故乡的夜晚。雪花飘然来临
的日子里，晚风捎来了一阵阵的故乡泥
土的清香。

村庄是冬季的水墨画，水墨画里珍
藏着我许多欢乐的童年。故乡的荷塘，
故乡的山坡、田岗里有我们的乡情在随
风荡漾。冬天的田野上，父亲赶着牛车
拉着冬日的光阴，在田野里送农家肥时
忙碌的身影，仿佛是一幅美丽的乡村木
版画，是我最爱看的风景。如今，这些，
早已经成为温馨的记忆了。在逝去的光
阴里，被永久地封存。

村 庄 是 冬 季 的 水 墨 画 ，草 木 在 风
中，传递着自己的暗语，一朵云不小心
泄露了天空的秘密，被流放到他乡，我
的情思也随着那一片云，四处地游走，
想家的时候，就看看天空中那些飘舞的
雪花。冬天里的村庄，是被白色围裹的
诗意，我的诗句是一片片的冰封雪裹的
世界，一片片翩翩起舞的雪花上，跳跃
着我无悔的乡情。那些站立在村口的
老榆树，总是不离不弃地守卫在村庄的
身旁，为村庄孕育灿烂而温馨的希望。
在秋天来临时，丰收的意象为村庄铸造
永恒的诗章。

在思念与怀想之间，带上我的乡情，
整装待发，等待幸福莅临，等待与故乡的
再次相逢。

冬天里的村庄里，我仿佛听见老家
村口老榆树上传来的鸟语。冬天的村
庄，父亲随手磕落的烟灰，成为我想家的
夜晚的那几颗星星，照亮了在夜晚里还
在忙碌的母亲的发髻。

冬天的村庄的夜晚，写着我不尽的
乡愁，故乡的狗吠、鸡鸣，连同清风一样
纯粹的乡音，总是令我沉醉不已，总是在
想家的夜晚，送去我最诚挚的问候。

冬天的村庄里，我的思念与问候叠
加，我多么想化作一段月光，悄悄地出
行，去看看久别的故乡。冬天的村庄里，
我多想化作一缕温馨的风，带去我对故
乡最诚挚的问候。冬天的夜晚，我的想
法很多，我的思念更多，我多想将我的思
念化作故乡身边，一条思乡纯净的河，与
故乡不离不弃，温暖如故。

冬天的村庄里，故乡的田野里诗意
般晶莹的白雪，伴随几声鸟鸣，整个村子
被我的乡情与思念紧紧地围裹，故乡就
像我心中的一幅画，打开一遍又一遍的
往事，在我的思念中恒久。

村庄是冬季的水墨画，炊烟总是成
为一种图腾，有了云的想象与思维，成为
我们童年最爱看的那朵云。冬天的村庄
里，阳光携手雪花登场，成为我诗词里最
感情最丰富的动词。曾经，为了写一首
思乡的诗歌，我动用了所有的词语，却发
现总表达不出我对故乡的思念。我只能
将自己化作一缕月光，悄悄地向着故乡
的方向铺洒自己最诚挚的情感，把祝福
沿着村庄的窗棂，送进每一个甜蜜的梦
境。

故乡啊！我回来了，你是我心中一
道永恒的风景。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由黄山日报社、黄山市文学艺术界
联合会、黄山市作家协会联合开展
的“我和我的祖国”主题征文活动自
今年 2 月启动以来，受到社会各界
的关注，截至 9月 30日，收到征稿总
数逾 600 篇。本着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征文活动组委会制定了客
观、严格、科学的评审办法，组织权
威专家和学者，经过初审、初评、复
评、终评等环节，评出一等奖 3 篇，
二等奖 6 篇，三等奖 10 篇，优秀奖
20篇，获奖作品名单如下：

一等奖
跨越时空的提案办理结果报告 （作者：王建屯）
我和我的祖国——本命年篇 （作者：项慧玲）
在新中国宪法的阳光下 （作者：吴宪鸿）

二等奖
左手乡村右手城 （作者：方鸿惟）
一分五十秒（小说） （作者：沈 燕）
故乡，那一抹霞光 （作者：汪少飞）
27年，想说爱你不容易 （作者：徐红云）
老街·小巷·旧事 （作者：许若齐）
讴歌时代新风采 （作者：张联辉）

三等奖
字里行间写人生 （作者：李月军）
黄山画卷（诗歌） （作者：田 斌）
黄山，形而上的含义（诗歌） （作者：祝宝玉）
开满鲜花的家乡路 （作者：叶永丰）
小人物的大中国 （作者：谢光明）
家国清明慰英魂 （作者：张玉有、程亚星）
屯溪人 （作者：杜和武）
那些关于屯溪“水上人”的记忆 （作者：郑宇光）
村里有了公众号 （作者：潮 蒙）

“台湾爷爷”返乡记 （作者：舒敬东）

优秀奖
茶叶青青又一年 （作者：江红波）
父亲的家国情怀 （作者：张全胜）
我的三部收音机 （作者：储正茂）
三代人的夏天 （作者：章卫群）
一抹红云 （作者：洪 波）
走狮石：武强溪畔话英魂 （作者：江伟民）
寄往老山 （作者：吴晓雪）
我与祖国共成长 （作者：杜 鹃）
从见字如面到万物互联 （作者：母宗美）
和解 （作者：程婧铭）
中国梦，我的梦 （作者：王青华）
从“军训小标兵”说起 （作者：侯 晏）
好家风育出栋梁材 （作者：江永年）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作者：王新宽）
与梅有约 （作者：汪玉霞）
书梦 （作者：崔志强）
山路弯弯 （作者：杜德玉）
我家上学路的变迁 （作者：林盛华）
伴随成长的记忆 （作者：庄一心）
报春的使者 （作者：汪燕燕）

主办单位：

黄山日报社

黄山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黄山市作家协会

黄山市“我和我的祖国”主题征文
获 奖 作 品 名 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