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下众生
■ 李晓

夏日去山中，透过葱郁的树木枝

桠，望天上浮着的一朵一朵的云。

一朵云下面，对应着一个望云的

人。云的姿态，也是我想要的人生状

态，懒散逍遥，随风飘动，化为雨水后

落向大地，又经过地气的蒸腾化为云，

前世与今生，紧密相连。

其实大堆大堆的云也是天上流动的

山峰，一片云，就是云峰中绽开的一朵花。

云朵下面，是一条河流，是一座山

峰，是炊烟袅袅的村庄，还有清凌凌的

水井。一口井是眼睛，它与一朵云深

情对视，当一朵云在水井里晃动，看花

了眼，恍然以为是落入了纯白的棉花。

有一年春天，我去一个叫作麻柳

的村子看望老友，他从城市去村子认

领了一亩撂荒的水稻田。我去时，正

是插秧季节。一把一把的秧苗被稻草

捆在腰间，一个站在田边的农人抛下

的稻苗在风中呈弧线下落，发出“呼、

呼、呼”的声音。稻苗的根须，俨然它

的脚，它要急切地赶赴稻田泥土里去

扎根。天蓝得水汪汪的，云朵下面，我

看见友人在稻田里插上一行秧苗，就

后退一步，稻田里倒映着云影，插秧的

人是不是从空中降落？

秋收时节，谷香漫漫，我在云朵下

面，看见友人在收割稻子，他用手指从

稻穗里掐下一粒谷放进嘴里一咬，白

花花的一粒米，在他的白牙之间发出

“嘎嘣”一声响，稻子熟了。我看见友

人咧嘴一笑，俨然一个老庄稼人在收

获季节稳稳的开心面容。

一粒谷来到世间，经历了季节里

的风雨雷电。浮想起少年时老家村子

上空一朵白云下，一个老农人，满面沟

壑尘灰，他朝那朵云缓缓跪下了，嘴里

喃喃，老天爷，求求你下雨吧。赤日炎

炎下，稻田干枯出一道道口子，如望天

求雨时嗷嗷待哺的大嘴。老天有眼，

一朵云在黄昏的风中变幻了颜色，它

与庞大的云朵家族汇合成黑压压的天

色，在闪电撕成的蛛网云层中，一场铺

天盖地的大雨降落到人间大地，稻田

有救了。夜色里，昆虫唧唧，山风清

凉，吃饱了水的稻田，在水汽蒸腾中散

发出稻子的清香。

“一直朝前走，前面有一座石桥；

石桥往右拐，有一棵黄葛树；黄葛树再

往前走，有一个土地庙；土地庙下边三

百米，就是刘朝贵家了，他家养有鹅。”

我去山里走一户叫“刘朝贵”的远房亲

戚，迷了路，一个当地村人这样给我指

路。果然，在被海水一样蓝的天空冲

洗得干净的飘逸云朵下面，我看见一

群高昂着头的鹅“嘎嘎嘎”迈着步子朝

我走来，刘朝贵在那群鹅后面跟我笑

逐颜开地打着招呼。

中午，刘朝贵家做了一大桌山里

土菜招待我，同他居然喝干了缸里泡

的柠檬酒。刘朝贵脸膛通红，他对我

呵呵呵笑着说，亲戚是越走越亲哦。

我点头称是。

我在刘朝贵家午睡了起来，去后

山的林子里走走，松林里的山菇似撑

起一把把小伞在松涛里摇晃着头。我

在林中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看见石

头上刻着一行小字：“宋菊芳，春节我

从浙江回来了娶你。”这大概是村子里

一个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在林子里的

石头上对心爱之人的求婚表白。我想

“宋菊芳”的心绝不是一块石头，她在

山风中垂下了幸福的头，胸中自有春

水荡漾。我在石头上躺下来，从参天

的松柏树影里，望见了大团大团的云

朵，在空中骆驼一样迈着步子移动

着。我从石头上翻身而起，在林中大

喊大叫了一阵子，山谷里、松涛中回荡

着我的声音，顿觉神清气爽起来，心里

嶙峋融化成山风飘到了白云深处。我

明白了，难怪一个长居山中的友人说

青山可健脾、白云可养生。

热浪滚滚的夏日，我游走在云朵

盘旋下的老镇。那天，我遇见老镇上

的屠夫孙老二，他躬身问候我，又来了

啦，中午上我那里来吃顿饭吧。我婉

拒了孙老二，中午镇上刘嫂子家有

请。以前，我观察过孙老二的眉毛，浓

黑剑眉，自有一种杀气腾腾的面相，对

他那个职业来说才能镇得住场子。这

次见到他，眉毛已稀疏发白，软软地耷

拉了下来，牙齿也落了不少，说话有些

漏风。中午时分经过老镇孙老二家门

前，他正捧着一碗白米饭，每吃上一口，

就怔怔地望一下天，天上有云呐，孙老

二是不是想躺到白云里去睡一觉？

中年时，我喜欢这样望云，感念云

朵下面的芸芸众生，也让我对大地万

物涌动着慈悲心肠。

谁说得清楚呢，云到底是不是也

在望我？或者说我与云是在相互凝

望，在无声中倾诉衷肠。

来吧，人间大黄堡
■ 常英华

穿梭而过的车轮、带着惊喜的
笑容

焐热了刚刚铺好的乡村公路
沿路而来，我从眼睛里
源源不断取出最明艳的辞藻
读给喂饱的鱼虾
随之在池塘里游弋起舞
读给无数的鸟儿、昆虫和野生动物
随之用充满生机的鸣叫致欢迎

词——
来吧，人间大黄堡
一个天人合一的绿色宝库
过滤出我最纯净的心灵

比起它，我羞于粉黛
那横亘于京津两地之间的湿地
正在钢筋水泥的森林
反衬出独有的质朴和恬静
让我沉重而浮躁的脚步越走越轻
乘着春风撒播希望的绿意
蘸着秋雨书写丰收的金黄
灵魂也开始丰富、成熟

比起它，我愧对祖先
不知燕王湖和抗日遗迹就坐落

其中
正用民族气节与功勋重塑未来
我只能投出惊叹的目光
品读它102平方公里的内核
寻找它躬耕的脚步
在贫瘠的土地上开垦富饶

来吧，人间大黄堡——
200多种鸟类是你舞动的精灵
红嘴鸭成为最活泼可爱的吉祥物
它们同心鸣唱
呼唤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来吧，人间大黄堡——
请在水网中徜徉漫步
让清风拂去遍身尘土
请在苇荡中尽情呼吸
让清新的空气涤荡肺腑
那“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
已将浑然天成的使命，刻入筋骨
链接着天地人
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已将农民的日子过出哲理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赋予它
得天独厚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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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搬家前，绿岛公园是我早晚常去遛弯的

地方。自从搬到新址，离绿岛公园远了，来的

次数也便少了许多。

这是一个雨后的早晨，气温低于前几日，

趁着凉快便有了“故地重游”的想法。在广州

道小学站下车，然后步行朝着绿岛公园方向走

去。兴许还是清晨的缘故吧，这时街上的车

辆、行人并不显多，也不嘈杂。车辆与行人，静

静地在我身旁往来。

尽管园内变化不大，但许久没有来过，还

是感到格外亲切。岛内，那个人工湖，湖水依

然清澈见底。晨光中，碧波荡漾的湖水，在阳

光的照耀下，湖面变得粼光闪闪。湖的中央几

处喷泉，如绽放的一朵朵白色的喇叭花，虽无

香气，但很怡人。只是岸边停靠的那艘木制渔

船，可能是因为常年风吹日晒、雨雪霜打，看上

去有些陈旧了。而那四叶荷兰风车，倒是不知

疲倦地在晨风中悠闲地旋转着。再看湖岸边

那些花枝，也早已褪去了它们的姹紫嫣红，齐

刷刷地换上了绿装。黄绿、嫩绿，愈发苍翠茂

盛，让人感受着夏日的气息和生机。

我沿着人工湖往前走，过了弯弯曲曲的木

桥，桥下那一片沙滩，可能是时间太早，原本是孩

子们玩耍的地方，却是空无一人。平日里，这里

会有许许多多的小朋友，一个个光着小脚丫玩耍

的。再往前走，有一个既宽敞又平坦的大广场，

这是跳广场舞的人们的集合地。尤其是到夜幕

降临时，绿岛公园华灯初上，湖水、栈桥、树木、建

筑在灯光的映衬下变得非常曼妙，让人一下走进

了斑斓的世界。置身其间，让人绝对想象不出十

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低矮阴暗、参差不齐的民

房。特别是遇到下雨天，随处是积水。行人路过

此处，可谓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脚泥”。如今，

这里已是旧貌换新颜，旧址也变成了一座供人

们休闲娱乐的美丽公园，其变化令人叹为观止。

继续沿着园内环形路，向假山处走去。繁密

的绿植、绵延的羊肠小道，在这里似乎一切都变

慢了。时间慢、步伐慢，就连呼吸都慢了下来。

在我的前方，一个看上去和我年龄相仿的

遛鸟人，两手各提着一个鸟笼子。我走到遛鸟

人跟前，主动和他聊了起来。他乐呵呵地对我

说：“嗨，说是遛鸟，其实和那些遛狗的人一样，

也是在遛我自己啊！有时候鸟会对着我唱歌，

我呢有时也对着鸟说上几句。明知我听不懂

它们唱的是什么，它们也不知道我在说些什

么，但我们起码都不会寂寞。哈哈哈！一天到

晚，自个儿图个乐呵吧！”嘿，有意思！听着他的

这一番话，我在想，与其说这师傅的话诙谐幽

默，倒不如说这是他退休后的一种生活的态度。

人，就是这样，各有各的生活，各有各的爱

好。无论个人有什么喜好，只要能让自己心情

愉悦就足矣啦！

告别了遛鸟人，我走上假山的最高处，站

在这个位置，可以俯瞰北侧的京津塘高速公路

上，那川流不息的车辆在奔驰。东侧的河北路

街道两旁茂盛的树木，整齐地站立着，为过往

的行人撑起了绿色的“雨伞”。阳光透过树冠，

洒下了斑驳灵动的树影，随着轻风抖动摇曳，变

换着图案，涂写着盛夏不一样的风情。当我从

假山上下来，遛弯的人已经陆陆续续来到了园

内，开始新的一天的晨练。不远处传来了悦耳

的舞曲声，那是从园内大广场上传来的。我知

道，这是早起的人们正在悠哉悠哉地跳舞了。

时候不早啦！也该往回返了。这时，街上

的人和车渐渐多了起来。我再在广州道小学

站等车时，看到上学的孩子们，在家人的护送

下，嬉笑叫嚷着，活泼可爱的朝着校园里走去。

绿岛的早晨
■ 李春仁

半个月亮悬在楼头，清凉而明净。树木楼

房也只映出半个影子。映出半个影子的，还有

那个小男孩。

傍晚，凉风习习吹起。散步归来，刚走进

小区，就听见一声“阿姨，你回来了”，小男孩又

主动和我打招呼。

已过了21点，小男孩还在小区旗杆下独

自玩耍。他是前些天我在小区里偶然遇到的，

以前并未注意，那一次他喊我阿姨，跟我打招

呼，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你会编绳花吗？我给你变花样好吗？说

真的，我很想尽快回家，可是，看到他渴望的眼

神，我不忍离开。好，我愿意做你的观众。只

见一条长长的绳子，在他灵巧的小手里轻盈地

翻转，只一会儿，一朵用绳子编的花呈现在我

的眼前。我看不清绳子的颜色，但能感到绳子

的光滑柔软。他捋着绳子，像拉面馆里的小师

傅抻面条那样耍着花样。

你知道这绳子陪了我多少年吗？两年吧，

我试着猜了一下，没猜中。他说，这条绳子陪

了我十二年，接着又加重语气，一字一顿地强

调：十二年了啊！他的眼睛看着我，认真地说：

真的，我几个月大时就玩这条绳子。顿时，这

稚嫩的脸，这充满忧郁的眼神，还有这沉重的

话语，触痛了我的心。

似乎刹那间，在我的脑海里，穿越一部蒙

太奇，影片中，一个婴儿，抱着一条绳子，他就

是抱着这条绳子吃睡玩耍，学会走路，直到奔

跑上学，一直是这条绳子和他作伴。

其实，他属牛，还不到十一周岁。在他的

婴幼儿期、童年少年，那条绳子是怎样与他时

刻不分离、他是怎样与那条绳子相拥相抱？绳

子不仅是他的道具，还作为伙伴，为他排解孤

寂，给他带来寄托。

那几天晚上，我抽空和小男孩在院子里聊

天。他问，假期你干什么？我说去秦皇岛。去

看海吗？我说不，是去看我的妈妈。这句话说

完我就后悔了，因为我看到，这孩子稚气的脸，

有一点点的扭曲，我似乎感到那是内心无底的

痛，孤寂失落，还有焦灼与不安。我说不出那

是什么表情，就像一眼清泉遇到了冰封。

这是个会讲故事的孩子。他和我聊他的

朋友圈，他的朋友中有二十多岁的大哥哥，也

有同龄小弟。聊他怎么拍抖音，也聊他们十几

个人怎样打圈架，还聊他们一起去饭店吃大

餐，又怎样赚钱，他说他当过婚礼上的服务员。

他也讲当警察的父亲的故事。他说，一次

爸爸下班路上为了制止坏人破坏公物，和他们

厮打起来，爸爸回到家时，胳膊腿脸上都是

血。他说，爸爸很忙，工作也危险，他要管好自

己，不给爸爸添麻烦。只是……他停顿了一

下。我问，只是什么？他掂量着词语，然后说：

只是每天放学，只有他一个人在家，天气好的

时候，他可以在小区里玩；天气不好时，不管是

打雷下雨还是刮风下雪，他都是一个人。

我忽然心疼起这个孩子，我说，回家吧，月

亮都那么高了。他抬头望着月亮，然后用手划

了一个弧，指着西南面的那座楼顶说：月亮到

那个楼上，爸爸才回来。他好像跟我说过，他

特别喜欢月亮，月亮升高了，妈妈就能看到他，

爸爸这时也就下班回家了。

我不知道这孩子经历了什么，但他的生活

里一定缺少什么。他的眼神有种疑惑、不安和

孤独。

“这条绳子陪了我十二年。”这话总在我耳

边萦绕，让我想起那些留守儿童、那些单亲家

庭的孩子，还有我教过的那些学生。那年的元

旦，我任班主任的毕业班组织了新年联欢会。

其间，一个男生贴着我的耳边说，老师，我想叫

你一声妈妈，谢谢你的饺子。他说，他还不到

三岁时，妈妈一个人去了南方，从此他再也没

有见过妈妈。临近毕业的一个下午，操场上，

阳光正好，花草芬芳。他从远处跑来，边跑边

喊，老师抱抱我，那一刻他贴着我的耳边轻轻

叫了声妈妈。

我从教三十多年，深知家庭环境对一个孩

子的成长有多么重要。他们需要父母的爱与

陪伴，才能身心健康地成长。孩子成长期的孤

独与自卑，以及过早接触社会，不仅不利于文

化课的学习，也不利于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对其以后的个性发展、性格和品格培养

都会带来负面影响。童年乃至青少年的成长，

不仅需要各种艰苦的磨练，更需要精心的呵护

与关爱。对此，家庭、社会都应该重视起来，给

予他们足够的关怀与帮助。

天气渐渐热起来，很少在院子里见到小男

孩了。偶有两次，是在电梯间或菜鸟驿站。和

他一起的，是一个身材健硕穿着便服的中年男

人，他就是那个警察，小男孩的父亲，和他相

比，孩子就显得瘦弱单薄了。小男孩背着书

包，手里还拖着装满快递包裹的袋子。这位父

亲见我满脸疑问，解释说，男孩子就要从小磨

练，再说这都是给他买的东西，自己的事自己

做，让他自己从中体验生活。

这话说得似乎有道理，孩子成长的经历都

是他以后的人生财富，可谁是给他带来春天的

人呢？我一时无语。

又一个长假到来了，疫情下难得的合家团

圆，每一个窗户都亮着灯光，传出欢笑声。小

男孩的爸爸一定又会去值班，因为他是警察。

吃饭的时候，我来到窗前，朝楼下望着，想

找那个看月亮的孩子，可是小区院里没有那个

孩子的身影……

看月亮的孩子
■ 雅娴

正吃午饭，天色忽然暗下来。“啊！下雨

了！下大雨了！”小男生放下碗，扑到窗前。白

亮亮的雨点噼里啪啦砸下来，撞在窗台上，打

在玻璃上，珠玉滚落，碎沫飞溅，溅起一阵凉

气，沁人肺腑。

情不自禁把玻璃窗开到最大，迎接天上来

客，感受这难得的夏日清凉。雨点扑进来，暑

气褪下去。阵阵凉气扑面，胳膊腿尽情享受着

这一刻的舒爽。

啪啪啪！啪啪啪！金豆子打在树叶上，树叶

激动得发抖，兴奋得舞呀跳呀！雨点飞扑而下，

很快吞噬白色路面，哗啦啦在水泥地上奏起欢

歌。雨点射向小池，一点一个泡，池水瞬间生动

起来，水花摇曳，涟漪万朵。雨雾之中，池中假山

也缥缈起来，草木葱茏，亭台迢遥，平日里毫不起

眼的小小假山一下子有了几分蓬莱仙山的意境。

浑身黑羽的长尾雀“唧”的一声，从黄葛树

的浓荫里腾跃而起，斜翅穿行在雨中，时高时

低，唧唧欢鸣，似要逆着雨的天梯，穿空而去，

终于消失在茫茫苍穹……

也有小麻雀惊惊慌慌，一头扎进浓荫里。

啊，燕子！两楼之间细细的电线上，停着几只

燕子。五只六只，又有两只飞过来了，又飞过

来了一只，基本成双成对。细线、黑点，仿佛五

线谱上的音符。雨点拨动琴弦，它们听雨，静

观，纳凉。在雨中展着翅膀，扑棱棱地飞。飞

走又飞来，再次停在电线上，停成一串省略号，

停成一段休止符……

一只白蝴蝶在雨中翻飞。先是在黄葛树上

飞来飞去，然后飞到了楼前，慢慢上升、上升，飞到

了七楼。雨一直下，翅膀沉得快载不动雨水了

吧？它飞得越来越慢，像一片雪花一样慢慢地坠

落、坠落，终于掉到了地上，好一会儿一动不动。

唉！雨点这么急，小小的蝴蝶，怎么能穿过一场

雨呢？怕是折戟沉沙了吧。心中有小小的遗

憾，依然盯着白蝶陨落的地方。咦！水泥地上，

那个小白点仿佛动了一下。它扇动着翅膀，一

下又一下，慢慢地，那小小的翅膀又在雨中飞起

来，飞升、飞升……大雨依然没有停下来，白蝴

蝶飞呀飞，飞向楼的那端，消失在茫茫雨雾中。

哗啦哗啦！嚯嚯嚯嚯！楼上的积水已经

形成了瀑流，从窗前飞泻而下。足不出户，临

窗观瀑，这夏天的奇景，是大自然最美的馈

赠。我且好好享受吧。

“哇！好想冲进雨中跑一趟。”小男生说。

“那年夏令营，在黄埔军校，正在拉练，也遇到

了这样的雨。”小男生一脸神往。

“啊，什么样的感觉？在雨中奔跑？”我问。

想起少年时，在野外，暴雨突袭，无处可避，只得

冒雨突奔，只觉雨点砸在脸上，生疼生疼的，心

跳得很快，大张着嘴，都快喘不过气来了。想来

是雨点太过密集，挤得空气都无立足之地了。战

鼓齐鸣，杀声震天，整个天地之间，全是雨的千军

万马。树在冒烟，山在冒烟，一切禁声，只有雨，

前仆后继。那样的阵势，何等雄浑，何等壮阔。

“是不是有呼吸不畅之感？”沉思片刻，他点

头，微微一笑。“感冒了吗，后来？”“没事！”他摇

头。“刚下雨时心里好慌，不知道该不该跑。看

看教练，他们一点都不慌，队伍一点都没乱。后

来就不怕了——很小的时候，一下大雨就怕，特

别是打雷，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嘿嘿。”小男

生看着眼前的雨，神思在往昔岁月里漫游。

人生就是这样。一场又一场的雨淋下来，

小孩便成了大人，可以从从容容，走在风中，走

在雨中。所有的雨都会停下来，所有的人，终

其一生，便是穿过一场又一场的雨，走向晴天

丽日，走向春暖花开。

雨中即景
■ 王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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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稻花

飘香，蛙声一片，阵阵蛙声传递着丰收的喜讯。

恍惚中，记忆里又浮现出一片小小的池

塘，以及那池塘里此起彼伏的蛙声。是小镇的

夏夜里那天真烂漫的蛙鸣，初是浅浅低低的几

声，孤独而悠远，渐渐地愈来愈临近我的窗，仿

佛就在那一簇柳下。

小时候，居住在乡下的老屋。低矮的平房，

红砖黑瓦，以及茅檐上的青青绿草都温柔可亲。

虽是老屋，但我并不觉得它老。它的对面是一个

很大的鱼塘，鱼塘周围满眼是菜地。从每年的暮

春到仲秋，每当夜幕降临，蛙声就会如约而至，

把整个小村庄包围起来，或蹦跳于菜地，或游弋

于池塘，或穿梭于田野。那一声声毫无章法的

蛙叫声，伴随着田野乡间的晚风，慢慢扩散。

蛙声一旦热闹起来，就知道夏天已经在不

远处了。到了盛夏时节，蛙鸣声也拼尽全力，

到达极致。尤其是到了深夜，青蛙们总是鼓足

了所有力气，好像是怕自己的叫声逊于别的

蛙。这里一片，那里一片，此起彼伏一阵响过

一阵，最后合成了气势磅礴的大合唱，俨然是

一场无人指挥的大合唱。

炎热的夏天，吃过晚饭，一家人就会搬出

竹躺椅在屋门口纳凉。而我和妹妹躺在凉席

上，仰起头数漫天的点点星光。家门口不远处

是一片稻田，清脆悦耳的蛙声从稻田里传来，

回荡在寂静的夜空中。而奶奶则摇着古老的

扇子，为我们驱赶蚊子，给我们讲故事。奶奶

总会把爸爸童年时的顽皮捣蛋不厌其烦地讲

给我们听。蛙声和奶奶的说话声重叠着越来

越小，有时迷迷糊糊地醒来，只见奶奶的扇子

越扇越慢，最后终于从手中掉下去，奶奶头一

歪也在躺椅上睡着了。

年龄稍长大些时，我喜欢在细雨蒙蒙的夜

晚凝神静听蛙声。这时候的蛙声不再聒噪，温

柔了许多，像是在演奏一支优美的田园浪漫交

响曲，舒缓而悠扬，轻轻漫过心田，芬芳着我的

梦。有时候我也会和几个小伙伴躲过大人们的

眼睛，偷偷地到对面的池塘边去，想近距离地感

受一下蛙声。有时候青蛙就在眼皮底下，便三步

两步想上前一探究竟，但青蛙们像是接到统一

的指令，突然都停下来，大约这就是“戛然而止”

了吧？可当我走远了，它们又跑出来在我身边叫

起来，可是回头看什么也没有。于是，我蹲下来

屏息静听，青蛙们又都跑出来对我开唱，第一次

离蛙声那么近，觉得是那么动听，那么可爱。

直到远处传来奶奶唤我吃饭的声音，我才

依依不舍地离开。

如今，蛙声与我渐行渐远，我无数次在梦

里聆听故乡的蛙叫声，我知道那一定是故乡在

呼唤我，是亲人的企盼。此时，窗外一片静谧，

我又深情地梦回故乡。

蛙鸣声声
■ 彭海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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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闪电在身后追来
脚下路面的坑洼，片刻之后
就被暴雨填满

小孩子在跳，在喊
想拽住闪电的尾巴
骑上去，拖出一道虹
妆点童年

年轻人躲到了公交站廊下
望着车来的方向，颤栗的双手

捂着包包
生怕一道立闪，照见
里面瘦弱的日子，点燃

陌生城市的孤立无援

我不喊，也不躲
与它静静对视
等待被闪电撕开的
云缝里的蓝天
就像有些梦想、有些爱
经年累月，变得不能再骨感
还有些人、有些事
和路边上了锁的咖啡屋一样
或变得遥远，或已走出时间
却像一道道闪电
在黑暗中一次次骤亮
让前行的路，不孤单

像一道闪电
■ 薛长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