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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十多天里，雨制造的雾无休无
止，冷风凝结的雾凇交替上场，已盛开
近一个月的金缕梅依然俏放枝头。赤
裸的灌木丛中，每枝鹅黄的花朵里都
亮着一枚珍珠，晶莹通透，仿佛正在将
春天的种子揽在怀里，摇动着愈来愈
近的春风，慢慢孵化。

我认识金缕梅是去年 2 月 15 日。
是的，就是这个日期，去年的这个

日子，我已在空无一人的黄山连续值
守了二十多天。寒潮和冰雪形成的

“盔甲”将我困在三尺寒舍里，每天只
能在周径不到 50 米的范围内来回踱
步。那天，走到后面的山坡上，冰雪
中，一缕冷艳的鹅黄突然跳入我的眼
帘，让我心中一惊：花开了！

花开总是让人暖心的，在那段紧
张、焦虑、无奈、孤独的日子里，这一缕
温暖的色彩，就像一张婴儿的笑脸，让
人充满欢心，充满期望，充满力量。

近日，每天漫步山中，在白鹅岭，
在始信峰，在散花坞，在清凉台，在光

明顶，在西海、天海，这一抹金色总在
不经意间吸引着我的视线，吸引着我
的脚步。

只要不在匆匆赶路，我都会驻足
片刻，像老友相遇，握手寒暄几句。

金缕梅不像山下那些野樱花，漫
山遍野，随性开放。它不在贡阳山密
集的松树林里，也不在天海墨绿的杜
鹃丛中，只有灌木林边，森林尽头，才
有她婀娜的倩影。

在岁月深处，植物有自己的生存
法则，它们的根在泥土中无休止地扩
展与缠绵，当其种群密度超过一定极

限时，就会分泌一种抑制物质，以限
制同类生长，植物学上将其称作“自
毒 ”。 我 想 ，它 们 应 该 还 有 一 种“ 他
毒”功能，像猴群捍卫各自领地那样
的力量，比如，在种群庞大的松树、杉
树、毛竹林中，其它物种是很难肆意
扩张的。

植物为土地而斗争，但我宁愿相信
金缕梅的孤傲，它不屑于纠缠在稠密的
森林中，不露声色地冲破冰雪的束缚，
绽放在一片尚未吐绿的灌木丛边，带着
春的使者，去点亮一个新的季节。

梅花报春，我自然想到蜡梅。但

在黄山之巅，却未见过一株自然生长
的梅树，查阅《黄山志》，找到一种叫

“黄山梅”的植物，分布在海拔 1700 米
之上，但这却是虎耳草科的多年生草
本植物，3-4 月开花，5-8 月结果，与传
统意义上的梅相去甚远。在黄山古树
名木记载中，也只有海拔不足千米的
松谷庵有一株梅树。在明清时期的黄
山，那些遁入云端的释徒画僧就没一
个植梅明志的吗？我今天路过北海云
亼，看到那几株近年移植来的老梅桩，
也没挺过去年冬天，所有的花苞均凋
零在“极寒”的那几天里，遗憾地缺席

了今年的迎春花季。这或许间接证明
了蜡梅难以在黄山自然生长。

连“香自苦寒来”的蜡梅都无法抗
拒的寒冷，金缕梅竟在冰雪中笑傲吐
蕊，这让我心生几分敬意。从北海返
回途中，我禁不住折了一枝金缕梅，几
朵金缕飘绕的花儿，拿回了房间。我
知道，将它从枝干上折断，放进室内，
没几天就会枯萎凋落，但我还是忍不
住采了这一枝，仅这一小枝，插在矿泉
水瓶里，放在书桌前的窗台上。在这
三尺斗室里，不管白天和黑夜，疏梅灯
影总是一份暖意。

我出生皖中一个偏僻的小村庄。
记忆中，儿时的春节总是那么美好，每
到腊月村中就开始洋溢着喜庆的氛
围。杀鸡宰猪，打糖果、做粑粑、磨豆
腐、炸圆子……香香的、甜甜的，整个空
气到处充满年的味道，让人回味无穷。

这是一条刚修好的村村通水泥路，
可平常却少有车辆往来，每次看到村中
进来车子，屋檐下甚至房子内的老人们
都会探出头来看看，希望是自己的儿女
归来。到了春节，这条路上车子明显多
了起来，村庄也热闹起来，车来车往大
家都不会觉得稀奇，也不会留意。

沿途的村庄、田野、树木，那么熟
悉，那么亲切，不禁让我想到那些年年
过年，却又匆匆而过的年。我在不断成
长，父母在不断变老，可记忆仿佛就在
昨天，如梭的时光，尽在弹指一挥间。

1991 年春节，我是迎接高考的学
生。那一年，父母正如我现在之龄。过

年了，在到处漏雨的三间泥
巴茅草房中，对着一
台 14 英寸的黑白电

视机，一家人围坐
一起，一边吃着
年夜饭，一边看
着 因 电 压 过 低
图 像 只 能 显 现

三 分 之 二 的 电 视
屏 幕 。 地 上 ，小

猫、小狗、小鸡在桌子下面
不停地穿梭，时不时被我晃

动的双脚踢到。在其乐融融的氛围中，
父母开始为我规划人生，父亲勉励我努
力学习争取考上大学，母亲则说，其实
去当兵也行！

2001 年春节，我是守卫边疆的军
人。那一年，父母年过半百。为了在仅
有的一个星期假期中能够回家过个年，
我第一次坐上飞机。在当时工资只有
1000元左右的境况下，我不惜花了三个
月的工资购买往返飞机票，回家过年成
为我这一年最大的开支，向来舍不得花
钱的父母，却丝毫没有责怪我，相反还逢
人便说自己儿子是坐飞机回来的。过年
了，四间砖墙瓦屋内，说到我在部队的发
展，父亲问我将来能否提拔，母亲则说一
个人在外要学会照顾自己。

2011 年春节，我是工作在内地的
副团职干部。那一年，父母年过花甲。
从云南边陲到雪域高原，在经历三年援
藏后，我有幸回到江淮大地，并在省城

合肥安家，回家的次数明显增多，但回
家过年的期待却不减当年。过年了，虽
然老家房屋破旧，屋内却充满欢乐。电
视还只能播放三四个台，但已由黑白换
成了彩色。我们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一
边吃年夜饭，一边分享彼此快乐。父亲
夸我超出预期提了副团，母亲则说当领
导就更要老老实实做人。

现在，我已转业成为人民警察，而
父母已年过古稀。经过几次洪水侵袭
后，家中老屋已成危房，今年父母搬进
了新屋，家中用上了自来水和冲水马桶，
家电家具也都焕然一新。这次回家，翻
开十年前的照片，对比十年前的记忆，父
母真的明显变老，头发白了，耳朵聋了，
眼睛花了，步伐慢了，身躯驼了，不免让
我在过节喜悦中多了些许伤感与酸楚。
相比以前，父母现在更加关心我生活上
的事，当听说我们系统颁发了禁止违规
饮酒八条铁规，父亲非常高兴，连声称赞
这是好事，对身体对工作都有利。母亲
则反复叮嘱我要常回家看看！

这么多年，当我遇到困难时，父亲
是坚强后盾；当我开心快乐时，父亲则
甘为远处角落里那孤独的身影。父亲
爱唠叨，喜欢问这问那，特别是酒过三
巡，总会一边用不停颤抖的手执意帮我
倒酒，一边对我教育一番。可这几年他
耳朵越来越聋，即便多次重复也难以听
明白。可是看着我们姐弟一起有说有
笑，他也会在边上凑热闹，虽然听不清
楚，却假装听懂了，跟着我们一起笑。

作为父亲，他的笑不是来自我们好笑的
言语，而是感受到了子女们的快乐。

母亲现在记忆力不好，烧菜时经常
不记得是否放了油盐，做的饭菜口味明
显不如以前，咸了淡了是常有的事，为此
她时常自责。她不知，在子女心中，只要
是母亲做的饭菜，就是年味、就是美味，
就会爱吃！可是从小在城市长大的孙子
辈，就少了这份乡愁乡味。春节前，母亲
做了很多她的孩子小时候喜爱的糖果，
可是当她大把大把拿给我的孩子吃时，
却被孙子告知不好吃。明明是孩子们的
口味变了，母亲却责怪是自己手艺不好。

与父母相聚两天后，因工作原因我要
提前返回单位。出发前，父母恋恋不舍，
巴不得把家中所有能吃的能用的都让我
带走，即便是还有一把瓜子，哪怕是剩下
一棵青菜，也要往车后备厢放，母亲说家
里种的总比市场买的好。母亲还说要送
我到村口，被我劝阻。可是当车驶离村庄
后，我通过倒车镜，看到她站在村口的老
树下，正在向我挥手告别！

父母已老，却永不服老。与我一起
行走，明明步履蹒跚，却在竭力追赶，怕
拖我后腿；与我一起聊天，明明没有听清
我说的话，却不愿多问，怕扫我兴致；与
我一起出门，明明行李不多不重，却坚决
要提上几份，怕添我负担。虽然他们已
经没有多大能力帮到我，但他们还是在
尽己所能，哪怕是为我种上一篮蔬菜，弹
上一床棉被，洗上一件衣服！

匆匆这年，悠悠此情。

悠悠心曲匆匆这年 悠悠此情 徐红云 文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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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遇 炊 烟又 遇 炊 烟

茉莉这二个字，读起来清新淡雅
还有点小调皮的味道。视觉中的白
色，通常带寂静的韵，茉莉的白色不
一样，晨风中的茉莉，穿过黑夜，开出
黎明的白，软软、小小的花瓣，有它与
众不同的魅力，站在绽开的茉莉花身
边，柔软、芳香、坚强是我对花朵的心
理感觉。总是选择在清晨，亲近茉莉
花，采摘茉莉花，一帘幽梦，被一朵开
在清晨的茉莉打开，帘中人，抚琴，读
书，喝茉莉花茶，公子颜如玉，美人诉
衷肠。

某日，我去云儿家玩，云儿家的
宅子古老，朴素，是徽派建筑的样
式。外院墙用山竹一根根编制，爬满
了带刺儿的花，粉的花，白的花，大红
的花，紫色的花，蔓延到院内，爱花的
女子，常常要在院外待好久，以微醉
的状态进屋。云儿家的窗户纯木制
作，简单的花雕图案，鸟儿可以站在
窗衬上，墙体用灰色的砖块砌成，纸
片一样的窗帘，偶尔吸附在窗衬上，
风一吹，窗帘像花瓣一样随风摆动。

云儿和我一样喜欢茉莉花，她用
瓦片盆种茉莉花，搁在窗台上，灰色
的砖头，白色的茉莉，淡淡的色调搭
配，像我和云儿淡淡的性子。有时
候，去云儿家玩，一天到晚说不到几
句话，我们总喜欢沉浸在自己的世界
里，有时闭眼小憩，有时呆坐，听鸟
声、人声、车子的声音断断续续划过
耳边，一天就那样闲过去了。茉莉也
闲着，花苞一点点开，花朵一点点老。

那日，夕阳斜射院子里，我伸了
个懒腰，不经意间回头，想看搁在窗
台上的茉莉花夕阳中的样子，猛然间
看到一位女子，穿棉衫，站在窗户后
面。素到极静的一张脸，没有光泽，
比茉莉花还白，满脸皱纹像是用刀雕
刻上去的一样，雪白的长头发，扎着麻
花辫，搁在胸前。她正对窗台上的茉
莉花微笑，满目含情。我以为自己的
神志出了幻觉，定睛仔细看，眼前画面
依旧，人，花，夕阳中的微笑。我呼吸
急促，云儿感觉到我的呼吸不对劲儿，
顺着我的眼神看，片刻，我看到云儿的
眼泪流出来了，一直流一直流的眼泪，
吓坏了我，我拉着她的手，慌得用另一
只手不停帮她擦眼泪，怎么擦也擦不
完的眼泪，打湿了我的衣衫。

等了好久好久云儿才平静下来，
天黑了，花香格外浓郁，花香掩盖不
了忧伤，我的心如夜色，沉甸甸的。
站在窗户后面的是云儿的妈妈，她得
了抑郁症，长期呆在疗养院里，最近
才回家。云儿家境特别优越，父亲做
食品生意，国内开了好几家连锁店。

可是和云儿相处，我总觉得她有心
事，没见到过她特别开心的笑容，许
多她的家事，道听途说了一二，云儿
没亲口对我说，我也不想深问，总是
和她一起守候一份世间的安静或者
繁华，把我的心事孤独与她的心事孤
独连在一起，度过一天又一天。

那天晚上，云儿终于将她的家事
告诉我。云儿父亲只做小本生意的
时候，全身心爱母亲和她，一家三口
其乐融融地生活。云儿母亲喜欢养
花种草，尤其喜欢茉莉花，她用茉莉
花做的食品香甜可口。干干净净的
茉莉，搭配母亲清丽的容颜，是云儿
记忆里母亲最美的样子。那时候，云
儿父亲经常送母亲茉莉花，因为家里
住房面积小，没有院子，花花草草和
茉莉花最后搁不下去了，父亲对母亲
承诺以后一定买个带院子的大房子，
那样母亲就可以收获无数朵茉莉花
香和快乐。

多年以后，云儿的父亲生意做发
达了，他实现了自己对云儿母亲的承
诺，购买了一座带院子的大房子，室
内室外的装修按照云儿母亲的意愿
来，简单大方优雅，浓浓的中国式家
园味道。可是，云儿父亲身边的女人
却换了。云儿的母亲刚开始接受不
了这个事实，尝试挽回从前和丈夫的
感情，弄得自己心力交瘁，容颜苍老，
却没有找回丈夫的心。最后，云儿母
亲得了严重的抑郁症，屋内的茉莉
花，成了摆设，成了纪念从前感情的
标志，云儿的母亲再不去碰茉莉花，
她长时间沉默不语，吃了治疗药物后
就睡觉。没想到，多年后云儿再次看
见母亲亲近茉莉花，原来藏在母亲心
里的爱情一直没有走远，母亲一直渴
望爱情再回来。她傻傻地看茉莉花，
是又想起了从前吧，如茉莉花一样，
简单洁净欢快的从前时光。

我的意识里，花儿，带给世间的
总是美好，我总是不厌其烦地观赏、
栽种喜欢的花儿。有一天，花儿带来
了重重的伤感，晨光中，茉莉花洁白
如往日，可往日，再也回不去，失去了
往日，往日的茉莉花没有失去。云儿
继续栽种，打理一盆盆茉莉花，与茉
莉花相依相伴，花儿有感知，有灵气，
人也有。呼唤，有时候是无声无形
的，待你万水千山走遍，仍旧会归来，
归还她们一个从前的，美好的天上人
间。

一缕炊烟，淡蓝色，像一条薄薄的纱
巾，飘忽不定；又像是一笔随意而书的狂
草，飘逸洒脱。在一座盖着黛瓦的屋顶
上空若隐若现。

一个午后，我们散步在湖畔的乡间
小路上。走在后面的我，无意中回头，望
到了这缕炊烟。好像是与久违的老友打
了个照面，我猛然一愣。

是啊！很久没有见过炊烟了。
曾经，炊烟是那么的熟悉、亲切、温

暖……
儿时，小学在村子对面小山顶上。

每逢放学，背着书包，饥肠辘辘地走出校
门，就能望见安卧于风景秀丽的莲屏山
脚下的村庄，村庄屋顶上正缓缓冒着缕

缕炊烟，便来了劲头，向那炊烟袅袅飘起
的地方奔去。

那年代，时常闹柴荒。要想保证炊烟
不断，我们放学后的劳动任务之一是，拾
柴。生产队的山场是封的，严禁私自上山
砍柴、拾柴。我跟在三姐后面，带着竹篮、
柴刀、竹筢子，去田间地头，筢荒草、枯叶，
或者砍荒草、刳草皮，甚至拔麦蔸。草类
的不经烧，点燃后“呼啦”一下，火就熄
了。熬火的是松毛和一种叫“鹁鸪网”的
植物。最好的是松果，不仅能当柴烧，冬
天还能烤火。于是，我们经不住诱惑，常
常“游击”于生产队的山林，捡拾一些落地
的松果或松毛。这得保持高度警惕，时刻
提防护林员的轻则喝止，重则罚没柴篮。

至今记得，队里的护林员叫陶兴旺，
是位光棍汉，常穿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
装，长得威猛彪悍。他发怒时，一双铜铃
大眼泛起眼白，吼声如雷，令人发怵。当
我们忘情地拾柴时，猛听到一声断喝，仿
佛炸雷，顿时魂飞魄散，四下逃窜，哪里
还顾得上柴火散失、柴篮滚落？

若干年后，山场承包到户，陶护林员
流落到长江边的一个小码头，靠替码头
维护秩序谋生糊口。有几次我路过时，
他见到我非常亲热，有种“他乡遇故知”
的感觉。硬拉着我到他简陋的小屋，备
几样小菜，喝两杯劣质白酒。其情、其
景，令人唏嘘，感动。

尽管这样努力地拾柴，到大雪封门

时，还难免闹柴荒。好在乡下的冬天人
们比较闲。天寒地冻，一家人尽量早睡
晚起，窝在被里，一天只烧两顿锅，既省
粮食，又省柴火。萧索的村庄上空，也就
少了一遍温暖的炊烟。

有年冬天，大雪纷飞，家里来了客
人。大姐将午饭做到一半时，没了柴
火。大姐急中生智，在大门后面找到一
副我用树干制作的高跷，说穿了也就是
两根手腕粗的木棍。大姐将它烧着，终
于凑合着做熟了那锅饭。我放学回来，
知道后心疼得大哭一场。

近些年，我清明时回老家祭祖。山上
的树木柴草密不透风，枯树残枝挡住了上坟
的去路，满地荒草腐叶厚如棉被，也无人问
津。原来，村庄里青壮年都纷纷外出打工，人
口日渐减少。再者，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即
便是留守村庄的，也大多数用上了液化气做
饭，谁还愿意去累死累活地拾柴呢？尽管“柴
锅饭”是那样的诱人。我在山上转悠了大半
天，临近午时，也很难见到一缕炊烟，在故乡
的上空飘荡。哪怕是淡淡的一丝丝，多少也
能有所慰藉啊！可惜没有，不禁有些怅然。

说起回力鞋，我想，没有一个
“7080 后”是不知道的。

白的鞋面、白的鞋带，再配上红
的鞋底，显得简约、大方。鞋底很
厚，弹性好，韧性强，即便使劲弯曲，
都不会断。鞋跟的外围有一圈隐形
的花纹，流动着花纹，充满活力。最
跳跃眼球的，还是那鞋面的“F”似
的 logo和“回力”二字。

回力，回力，回天之力。我想，
这应该是“回力”之本意吧。

在外地读中专时，我家境不好，
除了一直穿着母亲在灯下千针万线
缝制的布鞋外，买的鞋都是普通的、
叫不上名的塑料鞋或是胶鞋。看到
人家穿回力鞋，只有羡慕的份。

读二年级的时候，我总算是如
愿以偿了。学校举行秋季运动会，
我参加了长跑项目。为了提高成

绩，为班级争光，在室友的怂恿下，
我咬咬牙，破天荒地买了一双崭新
的回力鞋。

钱当然是在我微薄的伙食费里
“强抠”下来的，花了多少钱我已记
不清了，反正有两个月左右，我的菜
谱里没有一丁点荤。

试过脚后，我就没有舍得穿。
就连平时的训练，我也是穿着布鞋、
胶鞋跑。

运动会那天，我头一次穿上心
爱的回力鞋。站在起跑线上，我甭
提有多兴奋。

发令枪一响，我一马当先。毕
竟是长跑比的是耐力，由于体力不
支，渐渐地落在对手的身后，最终获
得了第七名。

从那以后，我几乎天天穿。
脏了，趁晴好天气，洗了，晾晒在寝

室的走廊上。黄昏中，等我去收拾时，
鞋子却不见了。我到处找寻，无踪影。

失 去 了 回 力 鞋 ，我 不 想 再 买
了。我不能再省两个月的伙食费，

“快活”了别人，委屈了自己。
毕业后，我回到乡村校园，做了一

名教师，脚下穿的也换成了皮鞋，西装
革履地站在讲台上给孩子们上课。

农村学校的生活比较单调，平时
没有可娱乐的。要找乐，只得上操场
打球。我的运动天赋一向糟糕，为了
不甘于寂寞，也加入了校篮球队。

入队了，球技差点无所谓，球衣
球鞋等运动装备绝不能含糊，外出
切磋球艺，是要给学校“代言”的。

于是，回力鞋又穿回来了。乡
村校园十来年，不知穿坏了多少双
回力鞋，反正“两年一双”的“标配”
还是有的。

六年前，我回到县城工作了，办
公室坐多了，运动少了，人也发福
了。手头的事情总是做不完，尽管
有了“完美瘦身计划”，但还是“想起
来激动，做起来一动不动”，就连走
路都是一种奢望。

去年夏初，我骑摩托车回家，在
下坡转弯处，被上坡急转的面包车
碰倒。车子的保险杠撞歪了，脚刹
撞弯了，一只后视镜玻璃碎了一地，
我的裤子也摔破了一个大洞。所幸
的是，除了左脚弓背有点骨裂，其他
的都无大碍。

到医院打了石膏，只得靠拄拐移步
了。于是，和单位请了假，居家静养了。

每天晨起和日落，我都会站在
窗前，看看楼下来来往往的路人。
他们有的缓步代车、闲庭信步，有的
大步流星、健步如飞，而我只能望而
却步、寸步难行。

这一切，都是身体素质下降、缺
少运动锻炼种下的因，我决定不再
吞下种下的果。

打从康复的那时起，我把多年
未穿的回力鞋又穿回来了，坚持“日
行万步”，每天早晚各走个把小时，
走出一片属于自己的艳阳天来！

 谢世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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