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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时间
■ 张金富

辞别长城，走入一座搬迁后留下的村

落。已是深秋，满山皆是自然调色描摹的红

橙黄绿。沿着石板路，在依势错落而建的瓦

屋间漫步，似是穿越回岁月的深处。

谁家的狗儿厉害地叫着，主人撩帘喝

住，热情招呼我进家坐坐；谁家檐下的灶上

炖着一锅肉，香味儿搅得我不由放慢了脚

步；谁家男人正打骂孩子，女人跟孩子一起

嘤嘤地哭，怨怼着男人；村口老槐树下的石

凳上，坐着边剥豆荚边扯闲篇的老乡，你一

言我一语，与鸟儿的欢鸣应和着……我意欲

凑前，可眨眼间，一切散尽，只余枝头的鸟儿

唱着孤独落寞的歌。

与我一味叹惋村落的荒废不同，邂逅的

几位摄影师却如逢胜境般惊叹：“这简直就

是世外桃源！”长枪短炮拍摄一番，或将令藏

在深山人未识的老屋、石器、树木、花草等红

遍网络。一位摄影师说：“处处皆美景，可打

造成咱的摄影基地。”我一时兴起，“那这小

村可就复活了，不远的山上还有段明长城，

可一并打造。”从采风创作到作品展览，从配

套建设到引流营销，我们身在“画”中，聊了

不少，仿若小村又热闹了起来，不光有熙攘

的来客，更有周边的村民。

七拐八拐地还真逢着一位村民，他是回

村收核桃来了，傍晚就回搬迁小区。他抚摸

着撂在墙脚的农具说：“它们跟了我几十年，

用不着喽！”我安慰他：“要是这村改造提升，

老农具、老物件、老书报啥的，都可收入‘村

史馆’；你们垒石墙、种庄稼、做手工、做农家

饭的手艺，都会派上用场，荒废不了！”他眼

睛一亮，“对对，我们邻村搞旅游，我老伴儿

就在那儿做饭。”回望，这破落的小村在夕阳

下闪着金光，耀着我的眼。

回来，我思考着一个问题：此时荒废，就

真的荒了、废了？我看倒也未必，大可乐观

地看作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着，或只是暂时

“沉入水底”，有朝一日“重见天日”，也说不

定呢。

“半亩方塘”是闹市静隐的一家网红书

店，我也是慕名前往打卡的。房架多高，摆

满书的书架就有多高，并将楼梯、台阶也设

计成阅读空间，吸引诸多不同年龄段的读者

静坐闲读，书香氤氲，静谧舒适。听说，还会

不定期举办读书会、分享会、电影放映等活

动。最值得称赞的是，一年前，这里还是令

市民嫌恶的荒废多年、偌大的锅炉房，有情

怀的店主接手打造成书店，将其盘活，成为

一处诗意、有品的雅致之所。

不由想起由荒废工厂打造成国际文化

部落的“798北京艺术中心”，真乃“化腐朽为

神奇”。我家乡也有，新中国建设时期发挥

重要作用的三线厂——前进机械厂，迁走

后，先是成为培养人才的职教中心，现正谋

划建设“前进文旅小镇”，即将迎来荒废之后

的“第二春”。那些荒废多年的兵工厂、水泥

厂、化肥厂、老粮站、老校舍，应该也在荒凉

中静待着。

县里建设一座博物馆，向全社会征集

“文物”。数月内，县城、乡村荒废多年、无人

问津、“蓬头垢面”的“老古董”，都大模大样、

堂而皇之地入了博物馆。八仙桌、太师椅，

泥火盆、破箩筐，搪瓷缸、瓷碗碟，录像机、旧

磁带，缝纫机、老电视，还有街头被岁月遗弃

的公用电话亭、长城脚下不知谁家收藏的大

片刀……都迎来了它们想象不到的“高光时

刻”，在柔光里温和地召唤我们搭上一班“回

到过去”的时光列车，逢着了曾经火热年代

的故人、乡贤、父母、同学和自己。

我尤其钟爱在古城、古村的街路上游

走，钟爱和胡同、老屋的居民攀谈，从中看

到、寻到那些所谓“荒废”的种种，亲近苍老

的、沉淀的岁月、人文，悟出一些人生的道

理。譬如，我新近越发明白：荒废，是一段历

史的结束，更是一场新生的开始，请将一切

交予机遇与时间。

荒废与新生
■ 张金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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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不长也不短；十年，刚好见证了一

个周期。十年，是生活越来越温馨的十年；

十年，见证了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地区和

我们祖国的日新月异。十年，承载了无数人

的青春和梦想；十年间发生了多少或曲折或

美好的故事……

从 2012 年到 2022 年，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祖国发生巨大变化的十年，是中国城乡快

速成长的又一个十年。这十年祖国发展强

大，各项事业飞速发展，人民生活也迈上了

一个新台阶。作为普通大众中的一员，也是

我成长的十年：每天为了生活打拼，每一步

走得辛苦而执着，但每一步都走得幸福而喜

悦。想想自己这十年那些令自己感动和温

暖的事件，感慨自己虽然这么普通，却这么

执着和勤奋，伴随着祖国一起成长。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烙印，十年，从饭

桌上最简单的幸福到居住和生活环境的改

善，对于很多普通家庭来说，就是实现了“质

的飞跃”。

这十年，我生活的城市有了绕城高速，

有了高架，我的住房从城市边缘的 80 多平

方米搬进了中心城区的三室两厅 120 平方

米；这十年，家里的汽车从十几万的手动挡

换成了二十几万的油电混合自动挡；这十

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观念已经刻

进了每个人的心里，城乡越建越美；，共享单

车出现在中国大小城市的街头，已和地铁、

公交、出租共同成为四大公共出行方式。这

十年，智能支付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生活消费

方式，如今，不仅是购物，从餐饮到医院挂

号再到公共缴费，几乎日常生活的全部领

域都支持手机下单和支付。这十年，抖音、

快手、视频会议，越来越多的新鲜事物进入

老百姓的日子。

十年，那些变迁的细节既牵系国家大

计，又连接百姓生活；十年，那些变迁的细节

开启了幸福之门，聚合起亿万颗心。

我知道我的生活如同大海里的一滴水，

但也一样精彩在人民生活改善、命运转折、家

庭变迁的万千故事中，每个人、每个家庭的幸

福和温馨都有这个时代值得书写的民生进

步，有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的时代足迹。

我的母亲是一位退休教师，老人一直有

着记录工资收入和生活开支的习惯。翻开

母亲这十年的记账本，记账本那些密密麻麻

的数字里，是从精打细算到逐渐富足，时间

的长轴里，账本成为了母亲这十年的一部生

活的史书。母亲常说，现在生活好比芝麻开

花节节高，小家的生活变化折射的是中国经

济社会的大发展，也是老百姓日子蒸蒸日上

的一个缩影。

历史，会记住这个十年，回望，十年的奋

斗路上有汗水有泥泞，但展望未来，好日子，

正一步一个脚印地走来，越来越多的人的梦

想在实现……

变化，总是在点点滴滴中积聚能量，最

终裂变。我们的生活，也是在一天天的潜移

默化中，沧海桑田。对于普通百姓而言，这

十年的变化太多太快，车多了、路宽了、住房

大了、收入增了……越来越多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让百姓感受到了生活的美

好。十年转瞬过去，日新月异的生活也不断

打破我们的认知。

都说一叶知秋，这十年，我生活的城市

许多老旧小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进行

了绿化改造，还对楼体外墙进行了重新刷

洗，环境一下子就优美了，走进小区，心情就

特别舒畅。很多小区内还专门增设了儿童

游乐场所，还有老人休息的地方，让住在这

里的居民都感到幸福、快乐。

十年，跳动着时代的脉搏；十年，回荡过

历史涛声；十年，绚烂着美丽的风景。

十年，民生连起中华民族世代渴求的复

兴伟业，印证赶考路上的赤子初心。那些幸

福花开的故事，已经写进亿万人民的心间。

走过十年，三千六百五十多个日日夜夜后，

蓦然回首，你定会发现：这巨变，就是你一天

天亲身经历的。

见证十年
■ 胡庆军

是谁不小心打翻了油画颜料，流淌

在田野上，漫成一片汪洋？是谁用灵心

巧手编织的壮锦，铺在天空下，变成绚

丽的云霞？是谁散尽千金，舒展一地灿

烂辉煌？

稻子归仓后，田野满目疮痍。铁

牛唱着浑厚的牧歌在稻茬地里来回穿

梭，农田泛起阵阵涟漪，耕耘的小锛

划出道道诗行，一把把肥料从粗糙的

手掌滑进湿润的泥土，一棵棵鲜活的

菜苗被植入其间，扎根、生叶、吐绿、延

伸……菜苗像憨厚的农人循规蹈矩，

开启生命之旅。

空旷寂寥的原野上，除了清新脱俗

的麦子，就是大片的油菜。漫长的冬季

里，它们饱受凄风苦雨的煎熬，历经冰冻

霜雪的磨练，一同仰望寒星冷月，鼓劲加

油，静待春暖花开。

乍暖还寒的天气，蛙还在土壤里冬

眠，油菜忙着深根、拓叶、提升。农家紧

跟着锄草松土、施肥打药。春雨来来去

去，油菜像麦子拔节，树起一根挺拔的绿

杆。绿杆又派生出数条支流，每条支流

下，都有一片烘云托月的绿叶。支流再

生支流，叶片再加烘托。每个支流上都

点缀着许多待放的花蕾，每个花蕾里都

包裹着彩色的梦，那是星星向往蓝天、水

手憧憬大海的幻想。

寒流退却，春风万里。某天，抽身琐

屑绮俗，不经意原野一撇，绿波之上闪烁

着零零散散的金色浮漂，似出没风浪的

水鸟，若隐若现。一夜间，星星点点的浮

漂一株连一株、一行连一行、一片连一

片，风起云涌，肆意燃烧，蔓延成燎原大

火。炳炳烺烺的火焰流金溢彩，照亮了

绿波、照亮了原野、照亮了天空，也照亮

了阴郁的心灵。

迷人的油菜花散发着磁性的芳

香，吸引着成群结队的蜂蝶。“蝴蝶深

深浅浅黄，被春恼得一般狂。打团飞

入菜花去，自信世间无别香。”花团锦

簇里，它们时而轻伏其间，窃窃私语；

时而闪动着彩色的翅膀，疯疯癫癫跑

来跑去；时而沉醉烂漫的花海，流连

忘返。

麦地、河流、树林、野草、村庄、阳

光月色，乃至梦境，都沐浴在油菜花的

沁香里。

目睹一大片金光璀璨、蔚为壮观

的油菜花，红尘中的荣辱得失、虚名浮

华都是那么微不足道，善感之人总是

情不能己。

成千上万株油菜花齐心合力建立一

座庞大的黄金乐园。乐园里，富丽堂皇，

歌舞升平。阳光如导引的使者，尽情地

挥洒渲染；欢天喜地的鸟鸣虫唱、缕缕行

行的蜂闹蝶舞，嘤嘤嗡嗡的小飞虫们欢

聚一堂，自由演绎着神秘的舞蹈。彬彬

有礼的苜蓿草、吹喇叭的打碗花、星光闪

闪的婆婆纳。

“裳裳者华，芸其黄矣；我觏之子，

维其有章。”鲜妍明媚的油菜花像一群

风华正茂的青春少年，头顶日月苍天、

脚踏松软泥土，立于天地间。他们迎风

灿笑，俯仰生姿，以隆重的礼节向大地

母亲表达最深切的敬意，撒落一地星辉

斑斓。

油菜花地，长眠着我的双亲。坟

包上匍匐着巴根草、野豌豆、泥胡菜、

猫眼草。每年清明，趟过金色的油菜

花海给父母上坟，跪在坟前虔诚叩首，

心灵与肉体都浸没在油菜花的香气

里。父辈们把他们的汗水抛撒在故乡

的土地上，晶莹的汗水生根发芽，变成

散发着芳香的油菜花。我也是他们用

乳汁与汗水哺育出来的一棵开花的油

菜。多年后，我也会像他们一样长眠

于斯，我的身躯化成泥土，长出油菜

花、猫眼草、婆婆纳、豌豆花、荠菜、七

七芽。它们是我的一部分，我也是它

们的一部分。

风柔柔的，一群女孩子叽叽喳喳，钻

进油菜花地，她们的笑容灿烂如花。

曾经，我也在油菜花盛开的季节，

在父母的催促下早早起身，坐在油菜花

簇拥的田垄上，像蜂蝶那样吮吸书本的

芳香。

当打碗花撑起一朵朵花伞，泥胡菜

举着紫红的花束时，成熟的油菜枝条便

悬挂起一个个锦囊，里面珍藏着粒粒珠

玑。风一吹，如鸣佩环，铃铃着响。那是

期盼收获的呼唤。也有干瘪哑然者，那

是花季里遭遇了虫蛀雨淋。大哥像父亲

一样，神情凝重，心疼不已，用粗糙的手

掌反复轻抚。

布谷声催，麦子入场前，收割的油

菜被车拉肩挑运进打谷场。阳光下，不

时听到菜籽破壳而出的欢欣。捶敲滚

轧，细如沙粒的菜籽纷纷挣脱束缚，欢

欢喜喜齐聚一堂，躺在平坦光亮的谷

场。晒干扬净，一部分走进油坊，装饰

人间烟火，给千家万户送去香喷喷的祝

福；一部分留作火种，装进麻袋，安放在

温暖的草屋，在季节轮回里，重复相似

的剧情。

古人钟爱牡丹，爱莲，爱菊，我独

爱这朴实无华的油菜花，惟愿我们也

能像这金光灿烂的油菜花一样，以朴

素的姿态、蓬勃的生命力，从容走过生

命更迭。

大地上的云霞
■ 石毅

早春二月，乍暖还寒，运河的水已经潺

潺流动，凛冽的风似乎已经温柔起来，朵朵

白云缓缓飘过高翘的飞檐，几只可爱的燕子

口含春泥忙着筑巢，一切都证明春天已如约

而至。

二月的风是自然界伟大的画师，轻描淡

写便勾勒出春的气息，在大地洁白的画纸上

点染几笔就有了律动的生命，再铺展泼墨就

有了阳春三月的美景，风的艺术魅力妙不可

言，在浓墨重彩下把浩渺连绵的景象绘得风

情万种。运河岸边的柳树上爬满了一个个

嫩黄的芽苞，柔软的枝条在春风里轻轻摇

动，曼妙的身姿婀娜柔美，黄嫩的柳芽已经

向着太阳笑了。

清晨的朝霞笼罩着田野和村庄，给广阔

的大地披上了一件金色的外衣，也给大地带

来无限的生机。春风抚摸着泛绿的果蔬，尤

其是半畦青葱、半畦韭菜，那种绿好像有些

急不可耐了，竞相捧出韵味不同的春意。现

在春耕以机械为主，可很多老年人却怀念过

去的种植模式，就留了一小块地作人工种

植，也许种的不是地，或许种的是情怀，或许

是在慢旋律中感受田园的惬意生活。

运河堤岸上的行人多了起来，阳光穿过

树叶的空隙射到地上，把散步人的影子拉长

又缩短，若有若无，但从不会离开。秧歌队

的女人们被春风吹拂着一身艳丽的红，使劲

地扭着，本来还不到换春装的时节，春风却

召唤着爱美的女人提前换上，在春光里更加

妩媚。

河堤上几个读书少年快乐地做着游戏，

谁输了就要背诵一首关于春天的诗。春风催

促着他们走近自然，在享受书本营养的同时，

吸收着快乐的阳光。看着活泼的少年们，任

幽思遐想，小时候，我们也曾在这个季节的这

段河堤上做着类似的游戏，相互追逐得满头

大汗，傍晚忘记了回家，还好有炊烟的提醒，

当看到村里人家的烟囱上冒出缕缕炊烟，大

家才会向各自的家跑去。那暮色照大地，长

河落日圆的壮观，村庄上空回旋缭绕的炊烟，

似梦非梦，飘荡摇曳，都在梦里缠绵。

春风醉人，温暖而宛转悠扬，吹得杏树

满枝粉白，疑似嫦娥撒下的飞雪；吹得翠柳

婆娑；吹得春雨绵绵润物无声；吹得池水褶

皱起涟漪。吹过的每一个角落都阳光明媚、

灼灼绚烂、天蓝莺飞、沃野斑斓、碧水清澈。

静静地聆听风中传来的千古遗韵，那韵律优

美，悠远流长，朗朗上口的优美诗句永远伴

随着风儿飘荡，心神便俱醉在如梦氤氲的诗

情画境中。

漫步在古老的运河堤岸上，呼吸着清新

的空气。放眼望去，河堤两岸上有了惊喜，

细小的嫩芽像小星星似的布满堤坡，一片黄

绿罩住了岸柳，几只雪白的鸭子从去年残留

的乱苇中游出来。

在这个“吹面不寒杨柳风”的季节里迎

着风奔跑，被温暖的春风拂面，心里便荡漾

起一片涟漪。候鸟来过，几声鸣叫，就生发

了“春风先发苑中梅，樱杏桃梨次第开”的壮

美诗篇。远古的风带着“春风吹又生”的希

望，一次次吹得“万紫千红总是春”。

春风，亦如人生，起起伏伏，或拏风跃

云，或云散风流；有时春风得意，有时走向低

谷，时光荏苒，回望人生的锦绣丽章无不存

在跌宕起伏。经历着、寻找着，褪去了年少

的青涩，隐去了锋芒，随着风捡拾破碎的时

光碎片，吹过四季，在轻飘飘的春雨中轮

回。狂风是野蛮的，仿佛一条愤怒的长龙，

大地瞬间飞沙走石，遮天蔽日，有气吞山河

之势，迸发出强悍的刚毅之气，向开挂的人

生走去。微风是温柔的，是远古吹来的天籁

孤品，徜徉在迷失的记忆里，倾听心灵的潮

汐，守住灵魂深处宁静的一隅。

沐浴春风
■ 于俊杰

当一场倒春寒席卷大地
列车即将晚点
星星也无奈地眨眼
请相信时间
时间会把春天的专列
送入夏季的轨道

当一场场雨雪
轮番降落于就要萌芽的
植物们的身上和脚下
请相信时间
时间会把更珍贵的绿意
留在自然的底片

当一扇房门久久没有打开
思念的眼睛望穿
定格为一幅绝美的画卷
请相信时间
时间会让一把锁头

找到最终的归宿
舒展开紧锁的眉头

当一个个路口摁下暂停键
飞驰的归心不得已停靠
城市的车轮也被迫采取制动
请相信时间
时间的清洁器与巨手正在联袂
同路障路石掰着手腕
进行一场拉力赛

当早晨的钟声又一次敲响
请相信时间
因为它有跋涉长途的双脚
我们之所以相信时间
是因为它有飞向未来的羽翼
明天更要相信时间
因为它有永不停息的指针

每当我在电视画面中看到孩子们穿着

五颜六色的滑雪服在雪地上戏耍，或穿着各

式专业的冰鞋，戴着冰帽、围巾在室内光洁

的冰面上滑行的时候，总要想起自己的童

年、自己的少年喜欢冰、喜欢雪的日子，不由

得暗自唏嘘：光阴不再，若白驹过隙；生活变

迁，若姹紫嫣红，而每当吟诵起那“汗沾粉面

花含露，尘扑蛾眉柳带烟”的诗句，又总让自

己在含泪的记忆中重见昔日的欢愉。

在我小的时候，塘沽地区还很简陋，偏

僻一点的地方，比如我当年所在的小街，大

都是土路，土路的两侧随处可见大小不等的

水坑、水洼，于是，这里便有一句俗语：有坑

就有水，有水就有鱼。

水坑、水洼边长满黄蓿、苣荬菜之类的蒿

草，间或也突出不多的几丛芦苇，像风信子的

叶子在风中寂寞地摇荡。麻雀很多，哆嗦着

羽毛，在草丛中觅食。因为熟视而无睹，所

以，平日里，水坑、水洼对于我们这些半大孩

子来说没有多少吸引力。即使想去捉鱼，也

只能捞出一些喂鸭子吃的小鱼小虾，谁家也

不会用这些东西做下饭菜。只有到了冬天，

西北风吹枯了蒿草，萧索的水坑、水洼结满一

层厚厚的冰，这里才会成为我们的乐园。

那时候，冬天好像格外寒冷，窗玻璃上

挂满凝重的霜，连门把手都冻得粘手，有时

一个不小心还会粘下一块儿皮来。

那时候，家家户户的日子过得都很紧

巴，想也不要想能从家里挤出钱来给你买一

双带有冰刀的冰鞋。既然没有这种妄想，自

然也就没有这种贪图。

放寒假的日子里，我们自娱自乐，找出

两块木板，在每块木板上平行地钉上两根粗

铅丝，然后绑在棉鞋上，仿佛穿了一双厚底

靴子。我们踩着自制的“冰鞋”，迎着扑面的

冷风，呼着滚烫的热气，在水坑、水洼的冰面

上热烈地滑翔，霎时，整个冰面几乎全被我

们霸占了。阳光下，一个个小身影好像一个

个玩具木偶，相互比赛，相互冲撞，相互鼓

励，也相互嘲笑。没有人在意滑倒、撞倒，也

没有人在意浑身上下脏兮兮的冰斑和泥

土。我们是一群散养的小精灵，在无遮无拦

的空旷天地间体验不受拘束的自由滋味。

我们也会用木条横拼竖对地做一个冰

拍子，半米多长，同样在底部钉上粗铅丝，插

一只彩纸折的风轮做装饰，加一只矮凳，坐

到上面，用两根木棍儿做浆，就像撑船那样，

在冰面上航行，我们在风轮抖擞的转动中喊

着风、闹着风、兜着风、唱着风，以为自己正

在享受某种动力的速度、飘流的快乐。

我们也会围成一个圈，在冰面上打陀螺

（我们也叫它“冰尜”）。陀螺的底部镶一个

滚珠儿，亮亮的，每人手里提着一根小鞭子，

谁凑到跟前都要加上一鞭，直打得那陀螺歪

歪斜斜地几乎永远在旋转着、旋转着，而且

不带一点怨气地旋转着。转着转着，不觉将

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转丢了。后来我还梦

到过那只陀螺，觉得它真是挺可怜的。

生活的刻苦在少年冰运动的欢声笑语

中稀释掉了，单薄的小身体在少年冰运动的

矫健如飞中挺立起来。

那是单纯而美丽的少年时代，无论是头

顶上的朗朗晴空，还是黄昏时的淡淡幽暗，我

们总能够在新鲜的空气中看见新鲜的风景。

少年冰运动
■ 瀛洲

火车在自己制造的风中站着，等待
谁来打开车门
穿长裙的姑娘，手里空空的
在站台上眼睛闪光，咬着嘴唇
不，她手里并不是空空的
正攥着到达与出发的风
风在故事中穿过

每一节车厢
铁轨是时间的嘴唇
车轮唱着歌
像是迎接，又像是辞行
更像是多年前四月的一个下午

四月，唱着绿色的歌

早晨，我站在院子中
想看看树上究竟有什么
让风变得嘈杂
可枝叶间并没有什么特别
我想我应该闭上眼睛

四月向那棵树延展
唱着绿色的歌
游走在去年用旧的树梢
我听到它轻柔的音调
尽管风声喧闹

四月的下午不要错过（外一首）
■ 陈维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