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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嗨！懒虫！在吗？”
给我发微信的这哥们儿，是我上大学

那会儿上铺的兄弟——阿初。
看到“懒虫”这个词儿，使我想起了

那段大学时光。
那是 1998年秋的开学季，我踏入了梦

想中的象牙塔。父亲帮我扛着沉甸甸的行
李，在礼堂门口的广场上一阵报到之后，
我们便去了宿舍楼。那天，我是第一个到
宿舍的，床位可以随便挑。父亲担心我会
掉下来，便选择靠窗的一个下铺位置。

刚刚坐下，还没顾上打开行李，又来
了一对父子。儿子很像父亲，黝黑的皮
肤，朴素的衣着，瘦高个子但很结实，一
副眼镜架在高高的鼻梁上，很斯文的那种。

“来了，同学！”我主动打招呼。两位
家长也亲切地交谈起来。

“我喜欢睡上铺，干净。你要是不打呼
噜，我就睡你上铺。”他言语不多，声音很
小。从此，我俩就成了结识最早的大学同
学。

刚开学那会儿，我总爱睡懒觉。阿初
却不同，他好像天生的喜欢早起，每天锻
炼身体回来，我还在被窝里呼呼大睡。于
是，我每次都是慌慌张张地跑去教室上
课。后来，他见我老是不吃早饭，便在锻
炼身体回来给我捎些早餐。还负责叫我：

“起床，懒虫！”
没过多久，我便觉得很不好意思。决

定随他早起锻炼，之后在操场上大声晨

读，还能吃上一顿“正经”的早餐。从
此，我也养成了早起背书的习惯，一直坚
持到今天。

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写道：“智慧和
纯洁来自努力，无知和纵欲来自懒惰。”据
说，要养成一个好习惯需要 21天。但是，
我觉得好习惯的养成是坚持的结果，即便
是过了21天，如果不坚持下去，仍然难以
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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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大二下学期的一个早晨，大约 5

点来钟，宿舍座机急促的响铃声惊醒了还
在熟睡的伙伴们。阿祥距离电话最近，他
接起电话后，“嗯啊”了几句，便交给了阿
初。阿初拿起电话，只见他泪如雨下、泣
不成声，是他的父亲去世了。顾不上收
拾，阿初便穿上衣服回家奔丧去了。

阿初的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阿初兄
妹三人上学全靠父亲支撑。父亲去世后，
大妹妹去了南方打工。学院为了照顾阿
初，让他负责学院行政楼的卫生和看管，
算是勤工俭学，每月给他一些生活费作为
补贴。

从那以后，本来就很勤快的阿初，变
得更加卖力了。除了打扫卫生外就是学
习，阿初不仅将楼道内的卫生打扫得很干
净，就连厕所、楼梯扶手、门窗都收拾得
一尘不染。

阿初的表现令院里师生都很满意，毕
业后他考入了院里的研究生，后来就顺利
留校了。

突如其来的灾难会将一个人压垮，甚
至变得一蹶不振。威廉·莎士比亚在《哈
姆雷特》中写道：“不要只因一次挫败，就
放弃你原来决心想达到的目的。”如果能坚
持下去，把这种经历变成阅历，把承受苦
难变成战胜苦难的能力，便是人生的一笔
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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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之后，我和阿初就再也没有见过

面。大约十年后，我带家人去了阿初所在
的城市旅游，便与阿初有了再次重逢的机
会。

“懒虫，你还好吗？”此时的阿初显得
更加成熟与稳健。我俩便天南地北地聊起
来，当然，我们这个年龄谈的更多的还是

工作和家庭。
说到家庭，他很满意，两个妹妹都成

家了，自己也有了一个宝贝儿子和一个贤
内助。说到工作，他额头上的“川”字很
明显地凸显出来了。

“怎么了？工作不顺心？”我问他。
“我现在是院里的系主任。”
“好事啊，都当领导了！”
“好什么，院长像个‘大老爷’，真的

很难相处，不想再干了，想去专心教课。”
“坚持从来都是你的强项，能不能再坚

持一下，说不定会有好转呢？”
“嗯，你说的对！再坚持一下吧。”
此刻，阿初额头上的“川”字慢慢散

去，黝黑的脸颊上泛起红光，久违的笑容
像是看到了希望。

从那以后，我俩便经常联系。没过多
久，阿初跟我说，之前院里那个“大老
爷”被调走了，来了一位平易近人的院
长，对他的为人处事和工作能力都很认
可，还破格提拔他为院里的党委副书记。
他这次给我发微信就是向我报喜。听到这
个喜讯，我由衷地向他祝贺。电话那头，
我仿佛看到了阿初灿烂的笑容。

人生进退是常事，想要成功，关键在
于能不能坚持住。大仲马在 《基督山伯
爵》中写道：“人类的一切智慧就包含在这
四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我们不能因为
看到希望才选择坚守，而是只有坚守才会
有希望。坚持梦想，百炼成钢，终会等到
你想要的未来！

你的坚持终将美好
□ 润 泽 一天下午，一位头发蓬

乱、长须灰白的老头坐在路边
发呆，这时，一名儿童从他身
边走过。儿童看了看老人那穷
困潦倒的样子，又折返回来，
掏出一枚硬币给了他。老头不
禁愕然，将硬币紧紧握在手
里，对这位富有爱心的孩子说
声“谢谢”。但是，当老头打
量一下这孩子的时候，只见他衣衫褴褛，脸蛋肮脏，竟然
是一位可怜的小乞丐。这位懂得施舍的小乞丐，肯定以为
老头比他还可怜，还需要救助。而这位接受小乞丐一元钱
救助的老人，用诗的形式记录了这一幕。老人叫江一郎，
是一位诗人。他其实并不老，2018年2月逝世的时候，才
56岁。他说：“……望着孩子善良的眼睛/我不能不相信/
自己，原本就是一位潦倒的/乞讨者，苟活人间。”（江一
郎《我本孤傲之人》）

我于 2019 年 2 月收到网购的诗集《我本孤傲之人》
时，并不知道江一郎已经去世。但读完这本薄薄的不足
200页的诗集，不由悲从中来……为诗，为诗人，为诗人
的生活，为诗人生活的贫穷和拮据。

江一郎原名江健，1962年 12月出生于浙江东南沿海
的温岭小城，做过工人，开过音像店、火锅店。后来一直
以在家举办作文培训班为业。2003年，江一郎在获得首
届华文青年诗人奖之后，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谈到他的状
况时说：“我的生活平淡到了极点。我甚至怀疑自己快要
变成一个最无趣的人。因为失业，我无班可上……妻子同
样待在家里，儿子在读高中，父母健在，却疾病缠身。最
怕的事情不是吃饭问题，而是怕去医院看病。全家五口
人，仅父亲有退休工资，享受劳保福利和医疗保险……如
今在家带一些学生，教他们如何写记叙文，每周工作两
天，收取一定的酬金，像古代的私塾先生，难奔小康，但
尚能温饱。”背负着生存的压力和焦虑，诗人江一郎始终
不能舒展眉头。在他的诗中，充满着暮色、秋风、霜雪、
隐疾、遗言和死亡等灰暗的字眼。他才年过半百，就自称
《老了》，对妻子说：“如果死了，你不要摇着我的尸体/哭到
太阳升起/将我埋了吧，埋在/自己的地里。”他用诗给儿子
写下《遗言》：“儿子，你的父亲曾经志向远大/为什么变成俗
人/因为有你，和你的母亲/不愿再离开这个小镇……”他设
想自己死亡的方式是“一头栽在风里”，他认为“能够这
样死去是有福的”，希望在“薄凉的傍晚”，“像叶儿一样
飘落”。

十几年前，我将他的一首诗《在低处，甚至更低……》
抄在笔记本上，诗中的泥巴、阴沟、蚂蚁和小草等庸常的
事物，被他赋予新意并记录下来。他的诗作《有这块冰绝
望么》堪称经典：

说到绝望/你有这块冰绝望么

你看，春天明明来了，鸟雀
啾啾，叫暖光影/她却在落泪，她体内全是泪啊
无声地哭了

等到遍野花开/泪儿也已淌尽，她甚至
来不及说出绝望啊/就悄然离去

在细草间/在浅风里

今年清明前夕，我再读这首诗，不禁泪痕挂腮。但我
想说的是，冰，虽然绝望，它还是为世界留下了印痕——
细草间、浅风里，正润物无声——就像这位在穷苦中离开
人间而又留下不朽诗句的诗人。

你有这块冰绝望么

诗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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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岁那年,父亲在一家窖场帮
工，年底结账时他带上我，说要给我
买过年穿的新衣服，我高兴极了，跟
在他后面，像只小鸟一样快活。领钱
时，尽管说不出什么理由，可是醉醺
醺的老板硬是扣了我们 30元钱。父
亲自然不答应，争执中，父亲推了老
板一下，这可激怒了那个肥头大耳的
老板，矮小的父亲哪是他的对手，被
他一脚踹进了旁边的土坑里。那时我
正是不知天高地厚的时候，哪见得父
亲被人欺负，我从地上捡起半块砖向
那家伙砸了过去：“你要是不给我们
工钱，我就砸死你！”头破血流的老
板被镇住了，老老实实地给了钱。

回到家，我边给父亲涂药边说：
“就那30块钱，也值得跟人吵，弄得
一身伤！”父亲却说：“那是咱们的血
汗钱，是咱应得的，拿了咱也心安理
得，要是不是咱的东西，就算是装到
你口袋里了也会良心不安的，记住，
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好多
人都是这样慢慢学坏的。” 父亲的这
番话深烙在我的心底。

可过了没几天，父亲和我却接到
了乡派出所的传唤。在派出所，那个
窑场老板头上缠满了纱布，气势汹
汹：“我的头就是这个小子砸破的，
经过检查是脑震荡，这是医生的诊断
书。光医疗费就花去了两千多，警察
同志，你可要秉公处理。”父亲一听
就傻了，蹲在地上不住地唉声叹气。
办理案件的是一个年轻的民警，我极
力辩解：“叔叔，他撒谎，他的伤根
本没有那么重。”可他却根本不听我
的解释：“别再狡辩了，伤人看病，
欠债还钱，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人家
要是起诉你，你可要坐牢的。”父亲
吓怕了：“警察同志，他的医疗费我
们拿，但是我们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
啊！”窑场老板一听，装出一副很慷
慨的样子：“我看你也是个本分人，
也不为难你了，给一千块钱了事。”
父亲连连点头，那种情形让我看了直
想哭。

为了筹集那一千元钱，父亲卖了
家中所有的粮食和那头本来打算给我
交学费用的猪。当父亲将那一千块钱
交给窑场老板时，我分明看到父亲眼
里噙着委屈和无助的泪水。当时我心
里恨死那个派出所民警了，为什么他
不去认真调查调查，反倒为虎作伥，
不行，我一定要检举他。于是我连夜
写了几封匿名信，第二天跑到邮局寄
给了县里的有关部门。

两个月后，一辆警车停在了家门
口。父亲一见到那两位民警，吓得说
不出话，其中一位忙给父亲介绍：

“老李，这是咱们县里主抓治安的韩
队长，这次来，是给你送钱来了。”
父亲一头雾水，韩队长说：“老李，
你们的案子经过我们复查，根本不是
那回事，原来派出所的民警是窑场老
板的小舅子，他医院里的诊断书也是
找人伪造的，那个民警已经受到了处
分。这是我们为你追回的八百元
钱。”父亲愣在了那里，一句话也说
不出，他根本没有想到这件事情的策
划者是我。后来他还心有余悸：“就
你小子能，人家有权有势，万一信落
到坏人手里，咱们还不是要吃亏。”

我曾发誓永远不当警察，可命运
偏偏让我穿上了警服。父亲一直叮嘱
我：“儿子，咱们曾经尝过办错案带
来的痛苦，现在你是警察了，可不能
发生这样的事情，要凭良心做事。”
每次接到群众来派出所的报案或者求
助，我总是想起父亲的这番话，使我
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其实我原来根本不会写文章，说
起我的从文路，还有一段小插曲。一
次中秋节回老家，闲聊中父亲给我们
讲了这样一个事情：他有一个好友，
两口子结婚多年始终没有小孩，跑遍
了全国各地的专治不孕不育的医院，
花光了家中的积蓄，终于有了一个儿
子。这两口子那个高兴，真是没法形
容，对于儿子也是一百二的溺爱。可
儿子打小就有小偷小摸的坏毛病，两
口子觉得不是什么大事，也就睁一只
眼闭一只眼，不去及时制止和劝阻。
后来父亲的朋友又得了一场大病，欠
下的外债就更多了。他儿子看到同龄
人吃的好、穿的好，还有零花钱，可
自己平时连肉也吃不上，心里就不平
衡，也就很少跟他沟通。他儿子辍学
后，更是不学无术，总想走捷径弄
钱，结果领着人拦路抢劫被判了刑。
两口子去探望他，他却不领情：“我
恨死你们了，要不是家里穷，我能去
偷抢，要是你们早点提醒我，我还能
蹲监狱。”两口子伤心至极，回来后
他娘就住了医院。

父亲感叹道：“从小偷针，长大

偷金，养不教，父之过呀！”一旁包
饺子的姐姐不以为然：“父母有责任
不假，但我看他们的儿子简直就是那
个阿Q,不可救药，为了一些小惠小
利就自我满足、自我陶醉，欲望满足
不了，就以身试法。”她又看看我：

“你们派出所民警办案子就知道抓
人、放人，可是你们教育过人吗？很
少吧！所以你们要使他们这里得到净
化。”说着姐姐用手指了指头部，我
不解，姐姐说：“当然是灵魂了，要
不只剩个行尸走肉的躯壳，活着还有
啥意思。”虽然我对她的看法不以为
然，但我仔细想想，也确实是那么个
理。

刚开始，我也总认为只要自己干
好本职工作就行了，可后来我才发现
那只不过是我的一厢情愿罢了。他一
次违法后，下次还敢铤而走险，直到
经历了那种妻离子散、父母绝望、走
进牢房的痛苦才肯悬崖勒马。犹如当
年鲁迅弃医从文，从身体上医治国人
麻木不仁的灵魂根本行不通，我打算
写文章，以唤醒那些“大错不犯，小
错不断，气死警察，累死公安”的执
迷不悟者的道德灵魂。我把一些典型
的违法案例整理成文字，到偏远乡村
去宣传、到中小学校去讲解、到集贸
市场去展览。一些人说我是神经病，
整天磨磨叨叨干些没用的事，说我这
些故事是瞎编的吧，但有的人不这样
认为，一个小学生对我说：“叔叔，
以后我再也不让我爸爸做坏事了。”
一位曾经失足的青年满含热泪：“李
同志，以前只知道犯了法自己倒霉，
没想到还能对别人的家庭造成这么大
的伤害，他娘的，我这坏习惯说啥也
得戒掉。”父亲从报纸上看到我的文
章后，也为我打气：“小子，不错，
好好写。”

他的文化并不高，但是他能在生
活的点滴中让你明白做人的道理，他
的生活并不富裕，但是他给我的却是
无尽的精神财富。父亲常说，你一线
的警察兄弟在忘我地战斗，你应该为
他们做点什么。是的，我应该为他们
鼓舞和呐喊，让人们了解人民警察起
早贪黑、废寝忘食、抛妻舍子工作背
后的真正意义。

父 亲
□ 李彦民

梨花带微雨
清风吹拂大地
赶一场春天大美宁陵的

花海
来一次没有邀约的相遇
这里有你深藏的心迹
在金色的阳光里
梨花以清纯的名义向你

告白
奔跑的方向充满希冀
天空伸展拥抱蔚蓝
枝叶在次第拔节中孕育
每一朵梨花都讲述自己

的故事
演绎这个春天最动人的

剧集
如果青春是一场富有韵

律的舞动
我愿做一片幸福的草地
细蕊不染纤尘
梨花静放唱响生命的赞

礼
春风十里刹那欢喜
或许这是前世许下的花

期
满树繁花都在为你祈祷
在人间三月吟诵圣洁的

诗意
留 白

还是你喜欢的
所有的期待如约而至
做成一个天真的梦
把花儿开成春天的样子
阳光从来没有缺席
向上的生长都恰逢其时
一棵树醒来
在叶子上写满相思
有一种力量无处安放
一抹春风一路徜徉
我们对这个春天充满了

误会
时光的留白把你收藏
从此爱上一片已经皈依

的云
出发时就不问归路
也许这个季节会给你一

个疯狂的拷问
就让整个世界为你沉沦

梨花有故事
□ 张启辉

谷雨是种棉花的日子
棉花是绕膝的白云
云作业批改
是师生在散打
老师从悚然走向愤然
继而喟然 寂然
结尾是飘飘然
把人生撕扯成疑云

祭海 摘茶
香椿炒蛋
樱桃著子如红豆

杨花落尽子规啼
一切都是开学的点缀
老师是仓颉的老乡
灵魂里刻着谷雨
使命是洁净的讲义

黑板想念你们了
我的夺命的冤家
鲜活的弟子
和今生今世
都无法清点的
财富

谷 雨
□宋立民

（外一首）

在饭店吃饭时，面对琳琅满目的菜谱，常常为不知道点
什么菜而犯愁。这当然是新时代生活富足的显现。此时，我
往往忍不住松开思绪的缰绳，纵情回到苦中有乐的童年，品
味母亲制作的散发着香味的一系列土菜。

小时候，农村的生活普遍糟糕。在我家，清一色的四个男
孩排着队要吃要喝。母亲注定是一个最忙碌的人，既要照看
孩子，又要下地耕作；既要纺棉织布、做衣洗衣，又要料理柴
米油盐，准备一日三餐。吃，是家里的头等大事，也是最繁琐
最困难的一件事。那年代，粮食不够用，小麦稀缺，遇到青黄
不接的时候，免不了捉襟见肘，父母舍着脸面东借半袋粮，西
借一瓢面。母亲说：“再苦再累，也不能让你们饿着冻着。”

为了弥补粮食和蔬菜的不足，让一家人吃饱喝好，母亲
除了多挣工分外，千方百计在庄稼、树木、野草和物品的有
效利用上找出路。自然，红薯是“当家花旦”，馍汤菜里面到
处隐藏着红薯的影子。随着“吃饭啦”一声呼喊，餐桌上摆放
一大片各种各样的饭菜，仔细一看，大多属于“红薯家族”。

母亲是“干菜爱好者”。春天来了，柳絮、榆钱、槐花相继
盛开，一串串，一堆堆，芳香四溢，母亲仰头看树，心里也乐
开了花。提着篮子采摘，低枝头的，扬胳膊随手一捋，就是一
把；高不可攀的，便将一把镰刀绑在长棍上，踮着脚尖向上
够，不到半天工夫，篮子就满登登的。春季的槐花、夏季的芝
麻叶、秋季的萝卜缨子、初冬的红薯叶，样样都是宝，用热水
焯一下，晒干了留在冬半年派上用场。多余的茄子、冬瓜、南
瓜、萝卜等，切成薄片，撒上草木灰吸去水分，晒干保存，在
没有鲜菜的时候拿出来吃。一袋袋一筐筐的干菜如果过年
时与肉一烩，比肉还受欢迎。

我喜欢吃母亲做的“面鱼子”。先用白面掺点杂面添水
搅拌，加入碎花生瓣和葱姜调料，制成稠糊状，相当于油炸
绿豆丸子的面料，继而用右手拇指和食指挤出丸子大小的
面疙瘩，拨入铁锅滚烫的开水中，再放入几根红薯粉条，撒
上一大把浸泡好的红薯叶或芝麻叶。我拉着风箱烧着火，听
母亲说“干柴烧，干菜漂。”由此可见干菜的妙用。“面鱼子”
盛到碗里，热气腾腾，淋上芝麻油，浇上红薯醋，便可狼吞虎
咽——红薯粉条、红薯醋、芝麻油，全是自家制作，共同见证
一个字：纯。我个头矮小，却能吃上两碗半，小肚子撑得圆溜
溜的，走起路来跟企鹅一般。

野菜，虽是草也是菜，自然与菜篮子有缘。母亲带我和
弟弟们去田间割草，教我们认识各种各样的杂草，辨别哪些
是野菜可以吃。呵，野菜还真不少，水萝卜棵、马齿菜、灰灰
菜、迷糊菜、曲曲菜、面条棵，等等。这十几种野菜，可鲜吃，
可干吃；可凉拌，可热炒，可蒸菜，可卷馍，可煮汤，风味各
异，变化多端。我对水萝卜棵最有感情，因为它不苦、不酸、
不涩，也不张扬，味道纯正。犹记母亲教的童谣：“水萝卜棵，
下满锅，客来了，盖住锅，客走了，使劲喝。”

野菜卷馍是母亲的拿手好戏。不知多少次，母亲一大早
便来到瓜田，蹚着露水为各类瓜秧打杈。太阳升高了，她便
用篮子收起打掉的南瓜秧上幼嫩的尖、瓜、花，再剜一大把
马齿菜，匆匆回家。不用问，吃早饭时准有野菜卷馍。这卷馍
端端正正，一层压一层，外层是白面，里边两层是黑面，体现
出白面的高贵；外层的正面，在中间纵向，用刀压出一条浅
浅的印，既加固了上下层的粘连，又显得精致；里边卷的菜，
白的葱、绿的叶、青的瓜、红的梗、黄的花，五颜六色。在手中
把玩片刻，似乎有点不忍心吃掉，却忽地一口咬下去，感觉
又软、又香、又鲜。有人说，母亲做事慢腾腾的，却爱干净，讲
模样，慢工出细活。那年夏天，我在村西头井边吃着野菜卷
馍，等着喝凉水，适逢一位外地的老奶奶路过这里喝水洗
脸，她不看水桶不看井，一直盯着我手中的卷馍，赞不绝口。

菌类的菜也吃过。母亲有时在村前屋后捡来几只鸡腿
蘑菇，白白的、长长的、圆圆的，可爱极了，真像鸡腿，又像小
棒槌，蒸出来的一大碗鸡腿蘑菇辣椒酱往往被一抢而空。还
有一样菌菜，叫乌霉，是玉米长出的一种不规则的块状瘤
体，一道野味性美食。记得刚刚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
时候，一场大风把我家玉米旋得东倒西歪，我便陪父亲去护
理。此时母亲已经在床上病了两天。母亲年轻时一度体弱多
病，按照她的说法，就是“生辰八字有点瓤”，我则认为还是
困窘和劳顿双压所致。她拖着病躯要去玉米地看看，拦也拦
不住。我们三人均持一把小铲子，各自为战，把歪倒的玉米
逐一扶起来。忽然，母亲脚下一绊，连打两个趔趄，终于倒了
下去。我急忙过去搀扶，她站起身，随手扶起身边的一株玉
米。我“啊”了一声，看到这株玉米也病了，没有结成棒子，而
是长出一颗乌霉，这乌霉白中透黑，黑中泛红，有点像母亲
病恹恹的脸庞。没想到母亲却如获至宝，小心翼翼地把乌霉
摘下来，放进篮子里。母亲说，可别小看这乌霉，好吃得很，
今天让你们几个小孩解解馋。我们又摘了好几颗乌霉。回到
家，母亲把乌霉切成厚片，拌上面糊，先煎再焖，一尝，简直
能与焖茄子媲美。我蹲在家门口，左手端碗拿馍，右手持筷
夹菜，吃得津津有味，香气似乎飘到很远的地方。

母亲的土菜谱，花样多，有风味，不花钱，纯天然。在那
困苦的年代，把菜篮子装扮得丰富多彩，把生活调理得有滋
有味，实属迫不得已，亦是巧手所为。历经了黑面、黄面、白
面三个年代，原有的菜品和生活方式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
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土菜飘香
□ 娄渊礼

郑剑出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