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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文怀沙，国学泰斗、著名红学家、金
石家、书画家、新中国楚辞研究第一人，于
2018年6月23日3时37分于东京因病逝
世。

沉痛悼念国学泰斗文怀沙
邱春林 （市直）

惊悉尊师仙鹤去，
发呆半响泪双流。
八旬燕叟初相识，
百岁沙翁频渐熟。
三次题书贤仲字，
数回赐教信函邮。
尤其赠送荀阳号，
凝聚春光国学酬。

你在白云边，斯人柔水畔
若不是情缘未了
你怎能自水影中托起油画
弃天意千回百转 在人间

水漫过的劫难
涤你容颜 留惆怅晶莹剔透
任泪随波涛浪天涯
你柔情之躯在塔底自掩往事
一串佛珠转乾坤

重现天日的 夕照似的昏醉
湖水似的朗月 柳絮般的清风
十指相扣的
重复着古老年轻的故事
盛年繁花间 谁
掉一瓣叹息似的等待
独行者回眸 前世今生
顺水流梳一道秀发
试一双来世的双眸

雷峰塔
周福全 (市直)

志在乡村焕盛妆，
石金土木百般行。
南坪厚力栽桃李，
北屋和风劝赵张。
冗杂二成天偶定，
假休无意事难央。
久晴久雨劳筋骨，
非故非亲系肚肠。
田里泥尘沾袖重，
阶前车马唤工忙。
牍书待览盈三尺，
宾客纷来自八方。
几度彷徨云彩去，
十分辛苦鬓华藏。
吾人得失何须计？
万户荣衰寸步量。

排律·乡镇干部
吴琳 （通城）

北伐丰碑汀泗骄，
新潮古韵映廊桥。
时鲜水产供嘉客，
生态瓜蔬畅外销。
路通八域车轮滚，
资引三湖企业招。
镰锤辉洒金光道，
步入小康歌舜尧。

汀泗桥新貌
涂安行 (咸安)

妈妈的天气预报
刘思辰 (市直)

进大学前，我每天的着装和是否
带伞都由妈妈安排好。进大学后，这
一现状被改变了，即每天晚上七点一
刻，我的手机上准时收到母亲发来的
天气预报。我觉得妈妈多此一举。

有一天，我毫不委婉地当面对妈
妈说：“妈妈，手机上每天都有所在城
市的天气预报，所以你以后就不要再
给我发了。”

母亲没有回话。但我看到她的脸
上迅速凝固着不快。

又有一天，我对父亲说：“劝劝妈
妈，不要再发天气预报了吧，因为手
机上面都有。而且她天天发，意味着
每天的同一时间，她都会放下所有的
事情，认真收看电视台的播报，够
累。”

父亲迟疑了半晌，象是喃喃自语：
“自高中至今起码6年了吧！你与妈
妈有过几次认真的交流？你妈妈知道
自己水平不高，总想与你说话，又怕你
嫌她唠叨，所以采用这种交流方式。
有几次，妈妈看到你回复的‘知道了’
时，脸上的笑容怎么也藏不住，眼角洋
溢着泪珠，可高兴了。”

听着听着，我不禁泪眼婆娑了。
妈妈的天气预报里藏着对我的爱，而
我却毫不领情。我感到惭愧。

现在，每天收到妈妈的天气预报
时，我都会回复一个笑脸。没有妈妈
发来的天气预报，我反而牵肠挂肚了。

母亲一直很能干。初为人母时，父亲
在咸宁疲于奔命，苦命的母亲在江夏一个
人撑起一个家。辗转温泉，父亲不是在下
乡，就是在加班；勤劳的母亲和外婆一起负
责打理正值骨骼生长期的哥五个。

母亲个子较高，块头不小。孩提的我，
只知道母亲很有板眼，我们要什么，她就能
变戏法般地给我们变出什么。当时正流行
香港片《霍元甲》，我以为母亲的坚强如“万
里长城永不倒”，母亲对我们的爱如“千里
黄河水滔滔”。

纵是年近八旬，母亲对我们仍然爱意
绵绵。然而，母亲并不是“永不倒”，她的
三次摔倒，不仅更加验证她的刚毅，而且给
我们更有益的教诲。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有一个暑假，母亲
带着我去江夏帮爷爷奶奶收割黄豆。太阳

落山前，母亲挑着一担担黄豆藤旋风般地
冲上二楼的平台，只待太阳晒几天，黄豆自
己从壳里蹦出来。兴许是收工的喜悦，兴
许是劳累的恍惚，母亲经过楼梯旁边时被
扁担钩绊倒，仰面朝地，一动不动，我急得
哇哇直哭。幸亏当时的一楼地面是土而未
铺水泥，更没有贴瓷砖。村里的亲戚闻讯
而来，大家七手八脚地把母亲扶起来，安置
在床头躺下。奶奶用井水洗净毛巾，不停
地在母亲的额头上擦拭。大约半个多钟
头，母亲终于醒来，她说的第一句话是：“黄
豆还没有晒好，阎王爷不准我进阎罗殿。”

十年前，母亲又一次历险。一天，她老
人家想用洗菜水浇园子。可能是因为重心
不稳，可能是因为用劲过大，泼水的一刹
那，她和水盆一块扑向菜地。这一次伤得
着实不轻，右手骨折。看着绑石膏捆吊带

的母亲，妻泪水涟涟。母亲劝妻说：“这一
跤摔在菜地里，不碍事，我是自己爬起来
的，这说明我的身子骨还蛮硬。再说，你们
又是煨筒子骨汤，又是炖排骨汤，还有娃哈
哈喝，我身上不晓得又补了几多钙。”

半个月前，母亲意外滑倒，这次是拖鞋
惹的祸。傍晚，母亲出门散步，忘记了换双
平跟鞋，在小区附近的碎石路面上摔伤。在
街坊邻里的惊呼声中，满面是血的母亲竟然
站起来了。幸运的是三哥三嫂在家，三嫂火
速驱车送母亲到医院。做手术的医生说：

“这个老太太不简单，手术期间一声不吭，手
术完成后，还不忘记对我们说谢谢”。

妻和我赶到时，母亲首先是责怪三哥
不该告知我们。接着，母亲如电影回放似
地介绍了摔倒、医治的过程。可能是三嫂
体型和母亲有点相似，被医生误以为是母

亲的女儿。母亲无不骄傲地说：“那个医生
的眼睛蛮尖，她说手术期间是我女儿紧握
着我的手。可惜，她冇看出来，这是我的三
媳妇。”

母亲轻言细语了一阵子，其中的一句
话，母亲说起来轻飘飘，我们听起来沉甸
甸。母亲说：“人哪有不摔跟头的，爬起来
就是了。”

是啊！坚强的母亲，朴实的言语，智慧
的阐示。人生路漫漫，人生亦艰难，偶有不
慎而跌倒，唯有爬起往前跑。

年逾八旬的父亲静静地听母亲倾诉，
不时地自责没有陪伴母亲外出，还给母亲
打气“过了这一坎，还可以陪我活十年”。

看着相濡以沫的两位老人，我暗自祈
祷——愿父母亲平安长寿，愿天下的父母
亲幸福安康！

“我今年工资又加了两千元，一年可拿
八千。”全家聚餐时，一上桌，父亲高兴地告
知大家这个消息，眼神发出愉快的光芒。
说完，端起酒杯喝了一大口。

“再加上六十岁补贴，一年收入就一
万，生活足有了，不要你们操心了。”父亲一
边吃，一边盘算着自己的小日子，清矍的脸
庞写满喜悦。

除远在沈阳的二弟外，参加聚餐的我
和弟妹三家一个接一个向父亲敬酒庆贺，
父亲来者不拒，直到脸上泛起红晕。

三年前，父亲开始在江夏老家担任保
洁员，负责清扫村里马路，今年村里新增了
一个保洁项目，加了二千元工资。

透过父亲喜悦的眼神，我的思绪一下
子回到他老人家走过的岁月。

八十年初中期，我家已有六口人，吃穿
用全靠十几亩不太丰饶的田地，父亲和母
亲一起用自己的双肩扛起这个家。

印象最深的是七月酷暑的“双抢”，六

七亩的黄豆需要收割，上十亩的早晚稻要
抢收抢种。凌晨三点起床，父亲和母亲带
上一壶茶水和年少的我，打着手电筒摸到
田里，借着星光收割早稻。到天亮时，一
亩多的水稻就割倒放在田里，身上湿了
干，干了湿，实在累了，起身喝口茶水，权
当休息。

下午，父亲冒着高温和炙烤将稻谷捆
好挑回家。父亲块头不大，身体也不算强
壮，八九十斤的担子扛在肩上，走几里崎岖
小路才到家。挑完稻子，就往稻田放水，翻
耕稻田，抓紧抢时间把晚稻插下去。“双抢”
时人累得不行，但父亲的眼神总是那么坚
毅。

为养家，父亲去给村里的杉树林守夜，
“年薪”180元。有几个晚上，父亲让我去
陪他，给我一把镰刀，他自己拿一把菜刀壮
胆，打着手电筒在漆黑的林间巡视，父亲用
勇敢的眼神鼓励我，不要怕。

一到农闲时节，父亲和母亲合计做点

副业，磨豆腐卖，再利用豆腐渣养猪，日子
紧而充实。

2000年后，我和弟妹工作的工作，参
军的参军，家里经济状况渐渐好转。后
来国家取消了农业税，又有粮食补贴。
为响应国家退耕还林的号召，我家将边
远的、不太好的地都栽了杉树，家中一些
好的水田地承包给种田专业户，实行机
械化耕作，父亲逐渐从繁重的体力劳动
中解放出来。

农村政策日益见好，农民也有了福利，
超过60岁的都有养老金，从开始的每月不
到100元加到现在270元。村里考虑父亲
做事认真细致，身体硬朗，分配给他保洁员
的工作，一开始“年薪”四千多元。父亲十
分享受这种自食其力的生活，每餐喝点小
酒，十分开心，眼神也明亮多了。

父亲对家乡那片土地怀着深深的依
恋，多数时间住在乡下，逢年过节才进城和
子女团聚。每次来时总是畅谈村里的发

展，如水泥路修到家门口了、池塘整修了、
自来水通了、太阳能路灯亮了。前不久还
说村里改厕了，和城里一样装了马桶。

谈得最多的是农村社会保障。继耀中
风半身不遂，圣仲得了结肠癌，政府及时伸
出援手，将其纳入低保户予以扶助；村里孤
寡老人每月补助超过一千元，还不包括精
准扶贫的款项。父亲经常扳着指头数，圣
林、圣正、贤根、继德、圣松等不是低保就是
五保，没有纳入国家扶助的只有寥寥几户，
村民日子都好过了。每每谈到这些，父亲
的眼神总是那么欢快和兴奋。

“来，为庆祝这个好时代，我敬大家一
杯！”说完，父亲又喝了一大口，母亲见父亲
酒兴上来，赶紧劝着注意身体，说好日子还
长着哩！

我和弟妹应邀举起杯来，一饮而尽。
看到我们喝酒的样子，72岁的父亲脸上云
彩荡漾，会心地笑了，眼神里映射出灿烂的
光辉……

晚餐小酌后，我就宿偏僻且安静自在
的农家山庄，借陈年佳酿之妙鼾然入睡
了。

夜半被声响吵醒，迷迷糊糊，疑是梦。
伸手摸头，幻觉还在。不是在重游东海
吗？听涛声依旧，赤身裸体搏击白浪，兴趣
正浓。传说入海游泳属绮梦，谁愿丢失好
事？我欲闭目静伏入睡，快快续梦。然而，
这声音不绝于耳，我半梦半醒，我心不在焉
地听着。好像是海浪拍打着岩石，激起丛
丛浪花，大海发出有节奏的呼吸声；又好像
是幼儿在吵闹，一会儿畅叫扬疾，一会儿嗲
声嗲气。好像是敲击钟鼓，笙箫鸣细细，鼓
声响咚咚；又好像是笃笃的木鱼声声，伴有
普渡众生，万德洪名的禅语。这扰人又黏
人的声响，萦绕耳边，缠绵梦里，难以琢磨

又难以解脱。
我索性坐起来，靠在床头，拍头醒梦，

侧耳倾听。时急时慢、时大时小、时重时
轻，时远时近，干干脆脆，利利落落，这是入
夏的雨哟！隔着窗子窗帘，隔着夜色，我看
不见乌云翻滚，闪电炫目，不知道是风追着
雨，还是雨赶着风，也见不到雨落尘埃，雨
打花飞，玉珠飞溅，落英缤纷。我紧闭双
眼，静静地听着雨声，尽情地遐想，一心想
让雨声好好地续我的梦，圆我的梦。

听着听着，我恍然有悟，雨声是一种心
语，是一种倾诉。声由心生，雨声是要用心
去听的，你若听懂了它，你会觉得这声音像
什么就是什么。你若成了它的知己知音，
它就会帮你助兴、释怀、解梦圆梦。初夏的
雨声，要诉说什么呢？这声音到底像什么

呢？我静心地听着，无边无际地遐想着。
我总觉得它是万象的。若人声，似物语，但
更像天籁之音。它时而激情澎湃，如《黄河
大合唱》，翻江倒海，气势磅礴；时而柔情似
水，如《岁月里的情丝》，余音袅袅，魂牵梦
绕；时而忧郁悲伤，如黛玉望月伤悲，看花
落泪；时而婉转悠扬，如《风中有朵雨做的
云》，甜如浸蜜，清脆悦耳。这声浪时起时
伏，通天接地，碰撞到幕阜山，群山发出回
响；飘在隽水河上，河水跟着伴奏。这声浪
覆盖了农家山庄，满园的瓜果蔬菜、花卉树
木皆在随和互动。只有那一贯喜好高声鸣
叫的猪牛羊与鸡鸭鹅，却没有一点动静。
还有那几条一听见声响就吠声不断，讨厌
死了的看门狗也静得很。我想，它们可能
和我一样，在静静听着雨的旋律，享受着这

美妙的天籁之音。也许大家都听懂听明白
了，这是一首和谐的大合唱，一场风调雨
顺，国泰民安的歌会，它在兆示人民的生活
越来越美好，祖国越来越富强！

这勾魂的雨声呀，听不完，想不尽。它
那优雅的旋律轻盈地引导着我，温情地追
逐着我，把我从梦中唤醒，又把我包围在梦
里。我心在歌中，魂在梦里，又回到了激情
燃烧的年轻岁月。武装泅渡训练后，我独
自畅游在浩瀚的东海碧波上，望着苍茫的
海面，远处天与海连成一体，不知是大海的
波浪涌上天上的银河，还是涓涓的银河流
入了大海。银河的水与大海的涛，洒落和
呼啸而发出了动人心魄的声响。我朝着那
醉人的方向拼命地游，奋力地追，欲罢不
能，像坠入了一场不愿醒来的梦境。

母亲的三次摔倒
柯建斌 （市直）

父亲的眼神
晏雄伟 （市直）

清池玉鸭戏嘻中 陈红菊 摄

听 雨
陈晓明 （市直）

注：易安词有名句“应是绿肥红瘦“。

茅井随感
李城外 (市直)

果然净土不虚传，
疑似桃源异样天。
流水小桥生古意，
盘根大树立鸣蝉。
荷花养眼分肥瘦，
农户脱贫比后先。
休叹深闺藏秀女，
旧时茅井展新颜。

夏夜赏荷塘，
碧叶托花俏。
一阵清风缕缕香，
惬意君知晓。

月色爱芙蓉，
总是倾心照。
那种情操玉露明，
自古吟诗妙。

卜算子
袁秋英 （赤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