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新经济文学主编：陈丽伟 责编：李勇 校对：陈超 制作：周海生6文学京津冀 2020年10月19日
星期一

芦花浅水边
■ 陈虹

黄昏，在池塘边散步，水面上金光粼粼，夕

阳把池塘边的芦苇染成一片金黄，苇叶是暖暖

的黄，芦花是冷冷的白。芦花在暮色中随风摇

曳，发出簌簌的喧响，让秋天的美不落窠臼。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

一方”这是《诗经》里的千古名句，蒹葭就是

芦苇。秋水、芦苇、寒霜、白露，几个清丽的

名词，就向人们展现了一幅朦胧、清新的河

上秋色图，让秋天有了诗意，而此刻，这遍野

的芦花则唤醒了我童年的记忆。

童年读孙犁先生的《芦花荡》，对里面每

夜撑船联络的老船夫心生崇拜，他为埋伏在

芦花荡里的游击队员运输粮草，护送干部和

伤病员，为了复仇，把日本兵引到 芦花荡

去，与他们斗智斗勇，最终把日本兵全部歼

灭。文中描绘的芦苇荡更让人觉得神秘，芦

苇荡就是最好的屏障，小船在一望无际的芦

苇里面穿来穿去，瞬间就没了踪影，风吹过

来，整片的芦苇麦浪般起伏，让人向往。芦

苇荡让残酷的抗日战争少了一点血腥，多了

些泥土和水乡的清新气息。

好在家乡也有芦苇，虽然没有白洋淀那么浩

瀚，但它们在池塘边、小河畔还是葳蕤生长着。

春风唤醒大地，也唤醒了深藏一冬的芦

苇芽，几缕春风，几番春雨，池塘边的芦苇就

变成一片新绿，让田野充满生机。芦苇荡，

从寒冬的萧瑟中渐渐醒来，各种鸟儿欢聚于

此，这里成为它们的天堂。白天，鸟儿在芦

苇丛中上下翻飞，啾啾和鸣；晚上，倦鸟归

巢，栖息在芦苇深处。

每到初春开河的时节，母亲总会带着我们

到郊外，找到水质清澈的池塘边儿，挖上一些芦

根，回来煮水喝。俗话说“春饮芦根水,夏喝绿豆

汤,百病不上身”，能不能治病不知道，但这一次

郊外踏青，让我们在春天的阳光下，奔跑嬉戏，

快乐无比。煮好的芦根水，母亲倒在一个个瓷

碗中，汤色微黄，入口甘甜清爽，唇齿留香。

春天的芦苇，苇杆纤细，苇叶碧绿，孩提

时的我最喜欢用芦苇杆做芦哨，哨音清脆嘹

亮，声音传得很远；也会和同伴去芦苇丛里

捉迷藏，掏鸟蛋，芦苇给童年单调的生活带

来无限的乐趣。

端午节前，母亲会去河边采摘宽大的芦苇

叶，清洗干净，然后放在锅里煮熟，以提高它的

韧性，用它包成的粽子有一股清新的味道。

秋天的芦花可以用来打毛窝，就是芦花

草鞋，看似笨重，穿起来却很轻，既松软暖和，

又透气排汗。芦花甚至还可以做枕头，千百

穗的芦花，做成一个鼓鼓的枕头，躺在上面，

一股芦苇的清香便会溢满房间，梦境也会变

得波光粼粼，仿佛睡在温暖的芦花里。

一株芦苇、一束芦花也曾醉倒多少文人

墨客，芦花摇曳着，走进他们的清丽诗行里。

唐人司空曙的《江村即事》“钓罢归来不系船，

江村月落正堪眠。纵然一夜风吹去，只在芦

花浅水边。”写尽船泊江湖的逍遥隐逸；杜荀

鹤的“秋风忽起溪滩白，零落岸边芦荻花。”秋

风起，芦花白，寥寥几笔就绘出秋天的诗意;南

唐后主李煜的“千里江山寒色暮，芦花深处

泊孤舟”写尽内心的酸楚悲凉，一个“孤”字，

几多沉痛、凄恻、苍凉，尽在不言中。

此时，再次漫步走进芦苇深处，我便在夕

阳余晖中，遐想着芦苇挺拔的身姿，诗意的高

贵，淡然的况味，心中仿佛被秋风缓缓吹开了

柔情，不断忆起的画面，竟找到童年的温馨，眼

前的芦花也有了温度，没有秋天的凄美、落寞，

只有风中摇曳的芦花，和一段静谧的好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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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露珠亲吻叶尖
飞鹰亲近大地
再一次贴近你，祖国！母亲

这一天
将脚步放慢
在辽阔与无垠的视野中
细数你每一寸土地
触摸你万里河山

我开始想要坐下来
孩子般安静
蓝天，白云，五星红旗
鲜红的血液在流淌，金色的叶子在飞舞

我是你泥土里的一颗胚芽
我是你额头的一根白发
我是你大海里的一滴水
我是你怀里飞出的一首歌

我是轻薄，我是厚重

我是贫穷，我是富饶
我是你千百年来痛苦的希望和失望啊
是无数个黑暗破碎后喷薄的黎明

我如此弱小，又如此单薄
我如此强大，又如此势不可挡
瘟疫，战争，洪水
饥饿，灾害，诽谤

祖国母亲历尽沧桑
依然长城般屹立，挺直脊梁

黄河水呦，你日夜奔流，滔滔不绝
你是民族魂魄，喂养了五千年华

夏子孙
我生生不息的泱泱大国

十月，我已化作清晨里的一滴露水
蓝天里的一只白鸽
土地上的麦穗，五星红旗上的星

星一颗

十月礼赞
■ 罗占艳

“纷纷坠叶飘香砌。夜寂静，寒声

碎。”秋风阵阵，落叶飘飘；秋声碎碎，离

绪怯怯。

秋叶枯黄，恰似一张年深日久的老

照片，突然从相册中遗落。它泛着微黄，

却清晰地记载着冬春夏秋；虽是黑白，却

能讲述一个五彩缤纷的故事；虽模糊不

清，但可勾起一段一段令人难忘的记忆。

昨夜，风吹竹林，秋叶萧萧，嘈嘈杂杂，

每一片叶子都在诉说着自己的离愁别绪；

雁声悲鸣，情深意切，不知是留恋北土的爱

意小屋，还是在思念南水的故土家乡。

秋声难禁，扰乱了思绪，但打不断旧

日的陈年旧梦。秋叶声声，如同一台岁

月久远的留声机，虽然漆片斑驳，却依旧

能清清楚楚的播放残缺的老唱片。

秋叶难忘春天的萌发与灵动，它无

忧无虑地快乐成长，无牵无挂地沐浴阳

光。曾与春花为伴，沉醉花香；曾与蜂蝶

为伍，嬉戏春风。

秋叶眷念夏日的葳蕤与浓重，它毫

无顾忌地展现青春，神采飞扬地绽放芳

华。曾与夏果相依，青翠欲滴；曾与翠鸟

相拥，淋沐夏雨。

时光飞逝，人到秋年。虽离开家乡

已经多年，我却依稀记得儿时的杨树

林。我期盼秋天，可用一根铁针，系一条

麻线，站在杨树林里，仰望湛蓝深远的天

空。黄与蓝相映，恬静而又温柔，淡雅而

又素美，静待一阵秋风，枯黄的树叶纷纷

飘落。怜爱娇小的叶片，任由它们在风

中飞舞；捡拾手掌大的杨叶，把它们串到

麻绳上，然后背起这沉甸甸的秋黄，饲喂

院落中的小羊羔。

落叶不是凋零，它是飞花般的美丽；

秋叶不是凋落，它是壮士般地离去。

秋叶是思念，思念本身就是一种美

丽，正因为有所牵挂，你才会幸福满满，

快乐多多，才会感觉意义深长；正因为心

有所念，你才不会虚度年华。秋叶是勇

敢，是敢于面对现实，把眷恋藏在心中，

昂首阔步地离开；你不用回头，不用挥手

道别，如在易水江边，把剑壮美前行。

秋霜寒，秋月明；秋景美，秋意浓。

红枫满山，金黄遍地，梧桐销翠，荷叶枯

塘。声声秋语话寒意，片片落叶能知秋。

千里清秋，又是一阵寒风，秋叶纷

飞，散落满地枯美……

秋叶枯美
■ 崔忠华

门环的记忆
■ 卢静云

已经有许多年没有听到门环叩在门板上的

声音了。而今，谁还能记起那往昔的余响，如同

记起一封手写的书信，记起一个远去的故人。

那一天，必定是初春的时节，一场春雨

过后，悄悄然地便绽放了几抹新绿。湛蓝的

天空纤尘不染，四处浮动着清润的气息，尤

其那来自泥土的芳香，被行人的脚步扬起，

缓缓淌入心扉。

是谁，在盈盈的春光里，走了许久的路，

为赴约而来。走着，走着，就把昨日的别离，

走成了今日的欢喜。

而所有殷殷切切的期盼也就定格在举

手触碰门环的刹那。你是否知道，这一对门

环，代替主人守候了多少个日子？等到锈迹

渐起，等到物事渐凉，只想为那久别的人重

沏一壶茶，仅此而已。

旧时候的情谊，竟然那么的缓慢，慢得那么

的美好。为了去见一个人，背着行囊要走很远，

走很久，直至拿起门环的时候，一颗心才安定下

来。如此，还有什么理由不去珍惜，不去怀念？

读白居易的诗：“携觞懒独酌，忽闻叩门

声。闲人犹喜至，何况是陈兄。从容尽日语，

稠叠长年情。勿轻一盏酒，可以话平生。”此情

此景，仿佛就在眼前。太安静了，可以听得到

门外风吹叶子的声音，听得到鸟儿在空中飞过

的声音，甚至听得到门环的呼吸声，它还在等。

就在那寂寂独酌的时分里，忽而，恍恍然

听到有脚步声由远及近。随后，有“啪、啪、啪”

的叩门声，惊醒了酒盏中几许微醺的身影。

谁会在此时来安慰独处的静寞，诗人喃

喃询问。

再次“啪、啪、啪”的轻轻三响，门环对主人

如此回答。访者是他，是那个可以共饮一樽酒

的人，是那个可以彻夜话平生的人，是那个不

论相别多久、不论相隔多远，都知心如故的人。

在门环斑驳的记忆里，有着曾经发生的

一切。人世迁徙，聚散无常，愈是年久月深，

素日里的缘分便更显珍贵。它就在那儿，看

着他来，无论是初见还是重逢，又看着他去，

无论是再见，还是再也无法相见。它愿意这

样送往迎来，在时光的罅隙中捡拾一道道往

事，固执地要代替主人，珍存下所有不该丢

失的片段，收藏起那些柔软的感动。

终有一天，风雨春秋倏忽而过，当重门

深锁时，门环记忆中的那位故人啊，现今又

在哪里？

你从七峰山下来
你从太行山深处来
你从道人的马鞭中来
你从美丽的传说中来
你的源头体温常年7℃
你的身世充满传奇色彩

你一出生下来就注定
你的命运会经历多少
坷坷坎坎和曲曲弯弯

你的四周都是高高的山壁呀
全都是你行动的障碍
要有发展你必须从这太行
山脉之间 闯出自己的路来

你左冲右闯
撞到云头雾里
观音为你祈福
仙人为你指路

你敞开本来就单薄瘦小的胸怀
以一颗博大的心胸和壮志
收养那些无家可归的溪流做孩子
一路前行一路壮大

弯弯曲曲 曲曲弯弯
你让势单力薄的刘琨以逸待劳
你把那恃强凌弱的石勒
连同他的千万大军一口吞下

坎坎坷坷 坷坷坎坎
你让那外表丑陋
心灵美好的人儿
在这里变美

你流经涞水野三坡
北京房山十渡 张坊
涿州 高碑店
每流经一处都亲吻着那里的大地
你养育着那里的劳动人民
三省市上千万人口的生活

因此你的名字一路叫泉
叫溪 叫峡 叫坡
叫渡 叫河 叫沟
叫淀 叫海河

你的一生就是你的一身
少年洁净纤瘦秀美
中年丰满圆润壮硕
老年富态宽广平和

你是一条感恩的河
你是一条包容的河
你是一条生命之河
你是一条美丽的河

牵着永定河的手

你 从周口店的几个洞中走来
走了几十万年 走了千世万代
牵着永定河的手 走进了新时代
你 从多少个山峰山谷一样的
历史波澜中走来 你从
蓟燕的纷繁与平静中走来 你从
宋与金的拉锯战中走来 你从
成吉思汗的弓箭队中走来 你从
山西大槐树下走来 你从
康乾盛世的满清中走来
你从中国化的马列主义中走来
你从战争中走来 你随着父母而来
随着太行余脉而来 牵着永定河

的手
一步步地走来 步入了新时代

我从河北来 我从山东来
我从贵州来 我从云南来
我从南方来 我从西部来
我从北方来 我从农村来
我从学校来 我从工厂来
我从雄鸡唱晓型的版图内外来
我的名字叫京漂或北漂
牵着永定河的手 融入了新时代

他从北大来 她从清华来
他从博士来 她从博士后来
他从地方来 她从部队来
他从美国来 她从英国来
他从非洲来 她从欧洲来
牵着永定河的手
首都北京越来越精彩
你 和我 和他
都牵着永定河的手 眼前就
敞开一个 无比瑰丽的未来

拒马河（外一首）
■ 黄长江

那个周末妈妈带我去牟平的渔村玩耍。碰

到我的同班同学小萱，我们一起上了船。小萱的

爸爸那天来给朋友帮忙，在我们上船的那片海

上，小萱的爸爸和朋友在一艘蓝色的船上“漂”，其

实是在收网。等我们两艘船靠得比较近了之后，

他们就把捕到的一些小海物扔了过来。

第一次是一个迷你八爪鱼，在我们手上

蠕动。第二次是一个迷你海星，被一个叔叔

接住了。第三次飞过来的是一个迷你海参，

软绵绵的，太可爱了！大老远儿看不清是个

什么东西又飞了过来。这是第四次，对面的

人对我们喊：“这次给个好东西！”那个叔叔还

盲目去接，只听“啊——”的一声，我们把目光

都投了过去。“这次是个什么？”

“是个什么东西啊？”迷你海胆，扎着手不

怪疼的吗！好心的同学把这些都送给我，说

留个纪念。我用它们拼了一个笑脸。

当我们的船往回走的时候，那条捕鱼的

蓝色船紧随其后。那条船没有被拖拉机拖

到沙滩上，而是径直拉到了大院里。一个人

抛下一个个笼子，八十多个笼子里装着不同

的海鲜，大小不一。我和小萱拿着夹子，帮

他们人工分类。海星、螃蟹、八爪鱼，黑鱼、

鲫鱼、片口鱼，各种各样的鱼。经常，软软的

海参和八爪鱼被螃蟹的大钳子夹得稀巴烂，

我们舍不得拽开，而那里的工人却把它们的

头或腿直接拽断。鱼都被剪掉头！不停地

敲击坚硬的螃蟹壳，“刨”出一些东西……太

可怕了！这完全就是个“屠宰场”。

在分类的过程中，小海星、小螃蟹、小鱼，

凡是一切小的东西他们都不要！我时不时捡

个海星作为纪念。无数的小螃蟹被随处乱

扔，有的被扔到地上，有的被扔到水流里，还

有一只挂在别人身上。小螃蟹很多，满地爬，

夹着手可疼了。我找来一个雪碧饮料甁子，

里面装了蛤、鱼、水草、螃蟹、海星、海螺，全是

活的，还有一片橙色到粉色渐变的贝壳。

我和小萱撸起裤腿，直奔沙滩，冲向海

里。当我们捡了一把又一把的水藻时，海水

已经没过了我的膝盖。“嘿！要不我们来钓鱼

吧，我有鱼竿。”小萱出主意说。

投出鱼竿不到5分钟，凭着直觉，我们把

竿收了起来。“啪嗒！啪嗒！”只听见有鱼离开

了水后拼命挣扎的声音，然后听人喊道：“有

鱼！有鱼上钩了！鱼……”那一刻，我想到了

刚读过的一本书《寻找鱼王》。

“快看看这是条什么鱼？”

“这是……片口鱼！”这么浅的水也能钓

上鱼？怪不得我们在海滩上捡了一个活的大

海参呢！这条鱼在吃鱼食时，吃得有点猛，猛

到鱼钩都卡到了嗓子那里。

傍晚，小萱回家了，我妈妈和她的城管同

事一起在烧烤。我自己动手烤了个大饼，实

在是太好吃了！那气味诱人，那个酱可口，软

硬程度适中，我有点佩服我自己了。

她们烤的“1号”猪肉也很好吃。一位城

管阿姨问道：“你知道城管是干什么的吗？”

“烧烤！”我答道。她们笑弯了腰。

渔村的下午
■ 王语宁

民以食为天，这对于我们每个人都概莫能外。

说起吃，我还记得当年父母商量是否从甘

肃往华北油田调动时，去留的问题讨论到半

夜：留下，是熟悉的工作生活环境和多年相处

的同事；去，一切都是陌生的，全部重新开始，

的确难以取舍。父母把已经进入梦乡的我叫

起来征求意见，当时睡意朦胧十几岁的我能有

什么意见，但昏暗灯光下，父母眉头紧锁郑重

其事的样子还是让我严肃认真起来，毕竟这是

我第一次参与家庭搬迁的重大事件啊，强打精

神迷迷糊糊思考一番，用那时候我所能调动的

全部智商想出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个什么

油田，一个星期能吃一只鸡吗？能，就去。”

一个星期吃一只鸡，是我一个少年能想

出的最难以做到的事情了，比看一场电影比

穿新衣服比得压岁钱都要困难得多得多。父

亲是1960年大学毕业生，工资在地质队大院

也是较高的，加上母亲在学校教书，我家属于

高收入家庭。可每月工资一到手，先被母亲

分别给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寄去一部分，再

把每月定量的粗细粮从粮站买回来，剩下屈

指可数的薄薄几张钱币和一摞钢镚，就是全

家的日常开销了。想吃一只鸡，那得逢年过

节，或红烧或清炖，油汪汪香喷喷的一大盆，

引得我们这些平时很少见荤腥的孩子口水涌

动，赶紧洗手，规规矩矩坐在餐桌边上，等着

母亲分配。一年之中能吃二三次就不错了，

寻常日子根本就吃不着。

父母一起望向我的脸转动了一下，他们

面对面互相望着。那时，一阵困意袭来，我强

睁着双眼，用一只拳头堵住嘴里一个接一个

的哈欠，等答案。

“能！”父母再一起望着我时，异口同声道。

“好……”我倒下，继续睡觉，梦里居然吃

到了一只烧鸡。虽然只是一个梦，醒来时，枕

巾被口水洇湿了一片……

母亲果然没有食言，全家搬迁到油田后，

从勘探二公司招待所结束吃食堂的生活，搬

到新家第一次开伙，就去集市上买了一只大

肥鸡炖上了。

在物探公司北侧和勘探二公司家属区南

侧，中间有一段长几百米、宽几十米的狭长地

带，形成一个热闹的集市，几十个摊位一个挨

着一个，卖菜和卖些针头线脑的小商小贩掺

杂在一起，四季时蔬、日常用品均有迹可循，

职工家属前去购买十分方便。

后来，横亘在集市里面的一条水沟被填

埋，道路拓宽了，雨后春笋般长出许多井队淘

汰下来的铁皮房子，一些调料店、水产店、熟

食店、菜店、水果店应运而生，阴天刮风下雨

也不耽误做买卖。

菜市场菜品丰富，母亲认识了很多以前

没见过的青菜，还跟对门邻居江西来的阿姨

学做了肚包鸡、炝炒空心菜、清蒸鲈鱼、鱼香

肉丝、魔芋鸭等等。

白洋淀——华北明珠，就在油田西北外

二十余公里处。那些年，水资源枯竭，但在油

田菜市场偶尔也能买到藕、莲子、白洋淀的

鱼、野鸭子和红心咸鸭蛋。第一次吃藕，我举

着母亲切好的一片藕，对着阳光看了半天那

些小小的圆窟窿，惊诧于大自然这个造物主

的神奇，不知道用什么工具在里面钻了那么

多空洞的“迷你隧道”，使得原本外表憨厚老

实的藕变得灵秀俏皮起来。

更让母亲高兴的是，这里离渤海湾近，市

场上海鲜丰富，可以吃到很多新鲜的海鱼、

虾、螃蟹、贝类了。记得一次母亲油炸了一盆

带鱼，我一吃，说不是那个味儿。母亲笑起来

说，以前在甘肃偶尔吃到的带鱼，不知道在路

上运输了多长时间，都有些变质了，鱼身子上

都长出了铁锈色，所以做出来很腥还有些微

臭，而现在能吃上新鲜带鱼，肯定跟以前吃过

的带鱼味道不一样。我这才恍然大悟。

由此可见，先入为主的印象难免喧宾夺

主，会对认知事物的本质真相有巨大影响，甚

至完全黑白颠倒。

油田职工来自五湖四海，把各地美食也

带到了这片平原。原先节假日请客吃饭都在

家里做，大家各显其能，做一桌子家常菜，少

不了鸡鸭鱼肉，再来几瓶啤酒更助兴了。现

在翻看家里的旧相册，有不少照片是在餐桌

边的合影。母亲看见了说，可见物质匮乏时

候的“吃”是多么重要，吃点好东西就拍照留

念。仔细观看，那些餐桌旁少不了我的身影，

而手里那只或高举着或在嘴边撕咬的鸡腿，

成功记录了我是打心眼里爱吃鸡啊。

等到油田商业街、购物中心相继落成，小

吃摊点、各种快餐店更加随处可见，北站路两

侧冒出很多大小饭店，我们也从家里的餐桌

走到外面去吃。再想起当年每周吃一只鸡的

梦想，禁不住哑然失笑又鼻子一酸。现在只

要吃得下去，天天一只鸡也不是啥大不了的

事情了嘛，来来来，火锅鸡、重庆鸡公煲、猪肚

鸡、盐焗鸡、豉油鸡、白切鸡、麻辣鸡丝，管够。

油田川菜馆最多，得益于勘探二公司四川

籍的职工家属多，他们带来一些亲朋好友到油

田发展，开间川菜馆最受欢迎。其余如东北菜、

湘菜、粤菜、烤鸭店、朝鲜菜、狗肉馆、火锅店、涮

羊肉、烧烤店、西餐厅也比比皆是，风水轮流转，

这家火几年、那家火几年，有的餐馆从路边摊做

起，坚持多年成了大饭店，有的餐馆流星一闪。

反而是一些小店常年开着，比如凉皮店、面店、

熟食店、羊杂汤店、驴肉火烧店、大饼驴肉店、饺

子馆，就像白洋淀的芦苇似的生命力极强，一开

就是几十年，滋养着油田人挑剔的胃。

北站路修整完毕，那些在夜半慰藉了无

数油田人的小吃店、烧烤店都转移了位置，曾

经人头攒动喧嚣火红人声鼎沸的场面永远留

在了油田人记忆深处。

夜色阑珊下的东风美食街，闪烁着迷人

的五彩霓虹，成为油田人新的美食地标。周

末、假日，电话微信招呼一声，走，东风喝酒

去！保不齐还会在那里遇到那些在北站路一

起干过杯和扛过钻杆的、豪情万丈赤膊拥抱

过的、酒后面红耳赤争着付账吵吵嚷嚷闹翻

又和好的新朋旧友，或者几十年没见面的曾

经看一眼就脸红看第二眼就心慌的那个有两

个小虎牙的大眼睛初中女同学。

人间有味
■ 李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