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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
日长蝴蝶飞。”清明时节，万物复苏，处处花红柳绿，很美
好的时节。荒郊野外，三三两两，祭祖赏景两相宜。追
思先人，珍惜拥有；文明祭扫，尽享春趣……春半踏青正
清明，你有怎样的故事，怎样的相思，与我们分享？

春半踏青正清明

清明时节忆外公

■史久爱（民 权）

有人说，时光可以冲淡一切，而我觉
得有些记忆是刻入骨髓的，是永远无法
磨灭的。亦如在这个思念已故亲人的节
日——清明节，我再次想起了已离开我们
近 30年的外公。

印象中，外公为人耿直，不苟言笑，冷
漠刚强，就连我外婆去世，他也没掉一滴
眼泪。也是为此，我总感觉外公是个铁石
心肠的人。但初中时发生的一件事，却彻
底改变了我对外公的看法。那天下午放
学后，天骤降大雨，因我家距离学校很远，
便只好遵照母亲事先的吩咐，住在了离学
校一墙之隔的外公家。晚上写完作业后，
我正在看课外书，外公拿一个大苹果进来
了，问我：“妞，知道今天是啥日子吗？”我
接过苹果，摇摇头。他叹了一口气，顺手
拉一条小板凳坐在了我的对面，略带责备
地对我说：“孩子，你怎么能忘呢，今天是
抗战胜利 40周年的日子啊！”接着，外公
不紧不慢地给我讲起了自己抗战的经历。

外公的老家在山东，早年家乡发大水
时迁至河南，生活过得很艰难。抗战全面
爆发后，战火纷飞，人心惶惶，日子更苦
了。16岁的外公就和几个同龄人一起在
家长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当了兵。从此，
一直随部队转战南北，与日本鬼子血拼周
旋，保家卫国，直到抗战胜利。8 年抗战
中，他打过无数次的硬仗，而印象最深的
是 1937年秋的淞沪战役。当时，日军又是
飞机，又是大炮、装甲车，而我军除了步枪
和为数不多的迫击炮外，没有任何重型武
器，结果战士们一波一波地冲上去，又一
批一批地倒下来，再奋勇地冲上去……用
鲜活的生命筑起了一道道血肉长城。最
后，当从昏迷中醒来的外公挣扎着站起的
一刻，他发现周围除了牺牲的战友和敌人
的尸体外，就是弥漫的硝烟。他只好擦干
眼泪，忍着腿部的伤痛，踉踉跄跄地往回
走，走不动了就爬……外公说着，眼睛红
了，声音也就此哽住了。

这是我从小到大第一次见外公流泪，
也是第一次知道外公当兵的历史。我震
撼了，在扶外公休息后，我翻开了历史书，
看到了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淞沪战
役中，日军伤亡 4万余人，我军伤亡近 30
万人。淞沪战役是整个中日战争中进行
的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一次战役。

那个雨夜，我真正了解了外公——外
公是有感情的，只不过对一个出生入死的
人来说，他的感情是厚重博大的，深埋在
心底的。就像抗战时期那段血流成河的
历史，让我们刻骨铭心，让我们疼痛不已，

让我们奋发图强，更让我们学会了珍惜与
感恩。

又是一年清明时，于烟雨朦胧、花红
柳绿中，那个雨夜及外公的泪再次打湿了
我的思绪，打湿了我的文字，打湿了我的
心情。

远去的亲人

■孙世华（黑龙江）

林区的清明节来得早。至今难忘，在
1972年的春天，当清明节即将到来的前一
天，外婆已经摊好了煎饼，准备好了大葱、
大酱，炒好了土豆丝，然后用水壶装满了
凉开水。清明节一大早，天才蒙蒙亮，鸡
刚打鸣，外婆就起床叫醒我们洗脸吃饭，
而这饭却是凉的，水是温的，因为清明节
在东北林区叫寒食节，左邻右舍基本都是
闯关东的山东人和他们的后裔，为了表
示敬重，他们要在这一天祭奠他们逝去
的亲人，因此，这一天家家户户不能点火
做饭。

之后，在外公的带领下，拉着装好了
纸钱、铁锹、镰刀和塑料布的手推车，我们
一行十几个人开始步步爬坡，向着大山深
处走去。大约三个小时后，我们就来到了
依山傍水的坟地，那里的红松树下，埋着
第一代闯关东的山东昌邑人，他们，就是
我外公的父亲母亲。

清理好坟地周围，给两位亲人上好
香、摆好供品。当纸钱燃起，外公外婆的
念叨声、忏悔声、祝福声以及回忆在一起
时的讲述声由小到大、滔滔不绝的时候，
大家早已哭成一片……祭奠完毕后已是
中午，外婆跟着外公站起来，仍旧默默地
忙碌着，她铺好塑料布，将吃的喝的摆在
上面，清明节，就这样在温情中度过，在回
忆与团聚中度过，这一天，再远的亲人也
要回来。

外婆去的时候是 2005年的秋天。那
天，外婆在电话中说想我。冥冥中，我感
觉情况不对，于是立刻动身前往林区，奇
怪的是，外婆居然一高兴就包起了饺子，
整个人看上去十分正常。等我回到家老
姨才告诉我，我一走，外婆第二天就住进
医院，三天后以 90岁高龄逝去。

一晃，整整 10年过去了，10年中，我
的父亲也走了，在这个不是家乡的家乡，
每到清明，我的眼睛就会发酸，这分明是
季节性传染，每到此刻都会想起亲人，仿
佛回到童年，却回不到亲人还在身边的日
子，哪怕玉兰花开，哪怕海枯石烂。又是
一年清明节，绿的是地，蓝的是天，远去的
亲人，我只想说：咱们还是一家人——永
远，永远……

走在大唐诗人杜牧曾
走过的一条小路上。当年
他在春天时，走向一片杏花
灿烂之中的一座酒旗飘飘
的酒庐。甘醇的春天和灿
烂的美酒浇酥了他的灵魂，
无形的温柔浸润了他沧桑
的诗魂，他要随着春天打开
尘封已久的心歌：清明时节
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
杏花村。

我吟着这首传唱至今
的诗歌，从一片低矮的山坡
翻过，杏花稀疏地立在杂草
中，或红或白地静默着。这
些花大多是孤单的，从花苞
青涩到花儿绽放，到花瓣零

落，都在坚持着对生的希冀，
在一片青青中显示出生命的
色彩。凄美的杏花在低矮的
杏树枝上蔓成一片，青枝绿
叶，杏花点点，我心中就涌起
隐隐的感动。远处几头牛
悠闲地低头啃草，弯的牛
角，黑的眼睛，健硕的躯体，
在杏树旁泼墨成一幅水墨
画，写意得溢满我的视野。

继续向前走，看到一片
山地中有无数隆起的坟墓，
散落在各个角落，给这个山
地增添了肃穆的气氛。招
魂幡高高挂起，红白绿黄相
互映衬，在风中呈现出生命
的凄艳之美。我向山地中
这些沉默的生命致敬。小

时候不懂生命的可贵与可
敬，路过坟地时有的只是恐
惧，或者是与小伙伴们一起
对着坟墓指指点点，勇敢地
说些“无神论”。在父亲渐
老并最终栖身于大地，我忽
然 觉 得 生 命 的 恐 惧 与 珍
贵。将父亲的墓地打扫干
净。除尽荆棘，在劳碌中我
的心特别地宁静，摆上供
品，点燃黄纸，这是我与父
亲静心交流的时刻，感谢他
给了我生命，给了我看世界
的方式，并给了我生活的信
心和动力。在清明节的时
候，用中国最传统的方式感
谢他。在墓前用心灵与他
交流。觉得父亲还在我的

生活里，我常常会想到他，
他是那么的真实。我觉得
生命可贵可敬，在一代代延
续。

今天，在这个山地中，
我被思念的气氛感动。后
人在清明节这天遥拜先人，
寄托思念之情，隆重的仪式
显示出生命是多么重要。
在四野招魂幡飘荡的小路
上独行，我不禁想起一位友
人曾经说过，有一种花叫清
明花，它开在人们的心头，
久久不败。忽然明白，这种
花就是生命之花，它像一颗
种子埋藏在心中，等到时机
成熟，便灿然开放，永远不
会枯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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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着单车看梨花

■张海洋（柘 城）

古人有诗云：“梨花风起正清
明，游子寻春半出城。”去年清明三
天假期，没有机会外出远游，听说
百里之外有个万亩梨园花开得正
盛，就和几个同事约定学着古人的
样子出城踏青寻春，只不过我们是
踩着单车骑游罢了。

早上 8 点钟集合完毕后，我们
准时沿着预定路线出发了。春光
明媚，风和日丽，出了县城只见青
青的麦田如无边的绿毯展开，金黄
的油菜花如碎金点缀其间，几个同
事兴奋地吹起了口哨，每天按部就
班地上班下班，忙于工作生活，如
今忙里偷闲，大概有种“久在樊笼
里，复得返自然”的轻松和愉快吧。

一路上走走停停，遇到门前植
有翠竹绿柳的农家，上门要口水、
洗把脸；碰到在清流上悠闲垂钓的
老者，停下来看看收获侃上两句，
就这样不知不觉走完了将近一百
里的路程。

万亩梨园，果然名不虚传。远
远就望见前面一片灿灿的白，待到
置身其中，真有一种千树万树落满
雪花的错觉，如果不是阵阵沁人心
脾的清香，还以为是冬天没有过去
才落了一夜大雪呢。来赏花的人真
多啊！除了像我们这样骑着单车来
的外，有不少是开着私家车来农家
游的；除了在地上赏花照相的外，
还有不少在树上爬来攀去的。他
们站在高高的枝头，手里还拿着一
根“魔术棒”，对着花朵点来点去。
看了好一阵，才知道这些树上攀爬
的是梨农，正给开花的梨树授粉
呢。不一会儿，我们来到了梨园的
中心，这里有一棵号称“千年梨树
王”的大梨树，粗壮的树干斑斑驳
驳，四面伸展的枝干好像要拥抱她
梨园的儿女们。我们骑着单车在老
树前列成一排，为此行留影纪念。

在景区的指示牌上，介绍这里
还有一个古葛伯国遗址，我们决定
顺道瞻仰凭吊一番，只是在梨园里
穿行许久，好像进了迷魂阵一样，
最后在一个老农的指引下才出了
梨园。

“况是清明好天气，不妨游衍
莫忘归”，让我们在春日的某个周
末，告别世俗琐事，骑着单车重新
上路吧！

你一直都在

■解 红（江 苏）

我常常为家中三兄弟及大嫂深感
自豪，因为在他们的人生里有过常人不
及的军旅生涯。1979 年，大哥和嫂子
一起亲历举世瞩目的对越自卫反击战，
英勇杀敌，战果赫赫，并双双凯旋。

几十年来，淮海英雄纪念碑，人们
都熟悉它、瞻仰着它，但是还有一处英
雄的纪念碑，那里安葬着在对越自卫反
击战中英勇牺牲的徐州籍的 7 位英
雄。春夏秋冬，风雨冰雪，英雄们躺在
家乡怀抱中，依偎在亲人的身边，目睹
着家乡的发展。

上世纪 80年代，17岁的我，很顺利
地被分配到园林部门工作。这 7位英
雄正长眠在我工作不远的山脚下，这里
没有喧嚣，只有苍松翠柏，烈士们依偎
在巍巍泰山环抱之中。每当工作之余
我就来到墓碑前，陪伴他们静坐一会
儿，扫去落叶，敬献几朵我亲手栽培的
鲜花，以寄托我心中无限的哀思。

在这 7位英烈里，其中就有我的一
位同学。时隔 30年，在一个阴雨迷蒙
的清明时节，我又一次来到那 7座坟茔
前，看望昔日同乡，追思远去的英灵。
他是我的高中同学，家庭条件很好。他
父亲已经把他的工作安排好了，没想到
就在他复员前那个月，部队奉命往中越
边境的老山前线开拔。服从命令是军
人的天职，他给父母留下一封信后，随
所在的部队到达前线。

谁知那一封留给父母的信，竟然就
成了诀别。在和敌人争夺一个高地的战
斗中，我的这个同学20岁的青春年华永
远地留在了老山主峰上。中越战争结束
以后，他和其他 6位徐州籍的烈士一起
被安葬在这个风景秀丽的小山上。

今又清明，古老的彭城飘起了淅淅
沥沥的小雨，也许上天也在为 7个年轻
的生命痛惜吧！家中三兄弟也不约而
同地来到烈士墓前看望烈士们，并向英
雄们致以崇高的军礼！

其实，在我心里，你从未走远，你一
直都在……

大爷，您的生命是朵不卑微的花

■李 云（山 东）

又到清明，我知道大爷（鲁南方言
对大伯的称呼）已经和土地融为一体。
到今年春天，大爷去世就满 4年了。那
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妈妈在电话里只说
了一句话，“你大爷老了”，我就泣不成
声。做了大半辈子乞丐的大爷，安安静
静地走了。大爷因为大脑炎差点丢了
命，脑子不大好用，他凭借乞讨谋生。
大爷家的老房子有三十年了，是用他
乞讨的钱盖起来的。

大爷的儿子、我的堂哥，有钱就买
酒买肉，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
娶过一个傻媳妇，被他打跑了，也没有
孩子。大爷讨来的钱给堂哥，就变成了
酒菜。大爷只好把钱藏起来，枕头底
下，麦缸里，却每每被发现。

大爷只好委托我爸爸，帮他把钱存
在银行里。那些钱是大爷一分一分积
攒的，想要给堂哥翻盖新房。大爷不舍
得吃不舍得喝，病了也不舍得买药，居
然存了一万多元。大爷去世时，身上的
布包里面还有五六百元，枕头下面姐姐
给他买的新袜子还没有拆封。大爷走
了，大娘说：“拿要饭的钱发丧吧。”这笔
钱怎么能拿来为大爷发丧呢？那是大
爷打算用来为堂哥盖房子的钱。

一辈子都被人瞧不起的大爷风光
地下葬了，那日，下了一整天的雨。请
魂、烧轿、路祭，不管是世俗的礼数，还
是该有的排场，都不输于任何人。死亡
让众生平等了，做了一辈子乞丐的大爷在
身后才赢得了最后的也是唯一的体面。

生命之花的绽放，有的招摇，有的
含蓄。我的大爷，就是在大多数人看
来，没有绽放过的花。每个生命，都是
朵不卑微的花。泪眼婆娑中，我看见一
朵花在风中摇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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