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芒芒芒芒芒芒芒芒芒芒芒芒芒芒芒芒芒芒芒芒芒芒芒芒芒芒芒芒芒芒芒芒
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 节

气
诗
志

高丽敏

山野皆为碧色

一个念头飘过来

一次相遇就停在窗外

茶凉了

有鸟鸣荡开思绪涟漪

芒种之日采莲折柳说说旧话

关山外阡陌间

或闲或忙的时光都灿烂

这一程不再歧途

我揽枝头花香做袍

你捧身下泥土听风

只为芒种之后

还有诗句能够如杏儿

挂满枝头

霓色如流

小小小 小小小 说说说

4 2018年6月6日 星期三

■ 本版编辑/贺京梅 ■ 美编/刘潇雅 永定河

投 稿
请联系

电 话

69849082 或 69847961

E-mail

mtgxwzx@vip.sina.com

古道抒怀古道抒怀
柴华林

道须儿村空房

长满了青草和寥落的犬叫

曾经缺水的村庄

还能嗅到当年的安静

还能看见艰辛的脚印

古道的蹄迹

汪着雨水

山石的棱角

被岁月打磨圆滑

生锈的马蹄残掌

诉说西风瘦马和天涯

石窟摩崖的经文已经模糊

碑文镶嵌于淡淡时间里

马致远走远了

线绣菊还长在崖缝里

收藏吧，那枚断肠人的眼泪

迎着饮血的夕阳

回家的路回家的路
韩梦娣

傻三儿
李德禄

自打王柱子来到世上，似乎就没听他哭过，
一天到晚总是傻里巴叽地笑着。他排行老三，傻
三儿的名字，是从他爹嘴里咕噜出来的。

傻三儿的叔叔是个大官儿，住在天津卫的洋
楼里。他去了一趟，回村见人便说自个儿不小心
点着了窗户纸，差点就把洋楼给烧了。人们笑着
说；“你叔家的洋楼还贴窗户纸呀？”三儿自知吹
过了头，又说他叔在城里给他找好了工作。人们
说：“那你还在山沟里窝球个啥？”三儿呸了一声：

“城里除了汽车洋楼就是人，撒泡尿都找不着地
儿，咱这儿有山有水的，八抬大轿抬我都不去！”

山村的夏日，河湾里成了男人的天堂。他们
赤条条的像群野鸭子，泡在河水里煮饺子般地扑
腾。有的身立水中，双脚蹬水而行，人们称之为

“踩水”；有的侧着身子，双手交替前甩，称之“甩
水”；有的玩“扎猛子”，看谁在水里憋得时间长；
有的玩“藏猫猫”，把物件藏在水中五彩斑斓的石
下，看谁找得快；有的爬到高石之上，凌空入水或
背水倒翻跟头，玩得花样迭出，精彩纷呈。

傻三儿喜欢玩水却不会游泳，他不敢去深
处，趴在浅处用两只脚拍水玩，高兴了也能壮着
胆子摆弄几下“狗刨”。甭看他水性不咋地，可有
法子让自个儿开心。他把自己那条不开裆的甩
裆裤，用两根木棍交叉撑起裤腰口，再将两个裤
腿口用鞋带儿扎紧倒立水中。两个气鼓鼓的裤
腿，像水牛的两个大犄角，他悠哉地趴在两只裤
腿中间，既不沉底，又不耗力，双手作桨而行，像
只游来荡去的小船。

忽然，一个年少之人腿抽了筋儿。人们扑过
去抢救，三儿也立马蹿入水中，忙没帮上却呛了
几口水。回到村里，三儿说他那么好的水性，竟
也马失前蹄，要不是我出手相救，恐怕早就一命
呜呼了！当然，他只在女人堆里显摆。

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有人给三儿介绍了一
个姑娘。一个伙伴知道了，拿他寻开心，说：“哟，
三儿都要娶媳妇了，哥儿们可还光棍着呢!”

相亲这天，三儿见姑娘模样还挺不赖，一笑
满口珠玉，两个酒窝甜甜的，话也就多起来。姑
娘看到三儿净说些稀奇古怪的趣事，尽管显得有
些憨傻，却也透着实诚。笑着说：“瞧你能说会道
的，八成是个干部吧？”三儿头一甩：“不是干部，
是不干！咱没工夫操那份闲心！”“那，是党员
吧？”“非也！是“积分！”姑娘笑得合不拢嘴：“鸡
粪？鸡粪也有讲究么？”“啥鸡粪猪粪的？咱是党
员积极分子，简称“积分”，就是后备着的意思！”

姑娘乐了，心想：嘴上能幽默，肚里必有货，
看不出他还真有些文化水儿呢！忽然，憨实的三
儿想起自个儿的伙伴来，一本正经地说：“我有一
个好朋友，无论长相、才能，都比我强得多，要不，
我约你们见见面?”姑娘纳闷地说：“别人好不好
跟我有啥关系？”三儿说：“你俩见了面，对上了
眼，不就有关系啦？”姑娘以为三儿看不上自己又
不愿直说，于是耷拉了脸：“你呀，放屁还带拐弯
儿的？咱俩可真是六指儿挠痒痒，多此一道儿！”

傻三儿人缘好，村里不少男人外出干活，留
守的女人都乐意找他帮工。三儿为人实诚，无组
织却有纪律，随叫随到，从不让人把脸舍到地
下。他为人干活大多是义务工，大方的管他顿
饭，或是往他兜里塞包烟，抠门的几句口头表扬，
便把他打发了。三儿浑不在意，仍旧一身阳光，
满脸灿烂。

村里有个漂亮的新媳妇，男人外出做工，睡
梦中被人强暴未遂。有人说傻三成天在女人堆
里晃荡，说不定是他起了歪心呢?三儿很生气，把
胸脯拍得山响：“爷儿们是男人，有媳妇用着，没
女人熬着，偷鸡摸狗的事咱做不来！”傻人认死
理，为证明自个儿清白，三儿天天夜里隐伏在小
媳妇家大门口。结果，不出几日黑影再现，被他
抓了个正着。

这日, 三儿在镇子上办完事往家走，忽听河
边传来救人的喊声。他一阵风跑过去，见一个小
女孩在水中挣扎着。河边的堤墙上站着不少人，
大呼小叫的却无一人下水。三儿咕咚跳下水，手
脚猪拱狗刨似的胡甩乱蹬，拼命向女孩冲去。眼
看到了女孩跟前，他伸手一抓扑空了，身子被卷
入旋涡中没了踪影。“快呀！快爬出来！”墙头上，
人们大声喊叫着。“没看出来吗？那是个旱鸭
子！自个儿都泥菩萨过河了，还逞哪门子强呀？”

三儿冒出水面，跌跌撞撞地扑到女孩身旁，
一只手死死抱住她，一只手使劲划动。游到堤墙
下，他拼力将女孩举过头顶。人们接住孩子，伸
手去拉三儿。他软瘫地倒入水中，两只手本能地
扑腾了几下，便没了踪影，水面上咕嘟嘟冒出几
个水泡……游园偶见

左慎五

春去夏来，绿肥红瘦。熏风拂堤，骄阳当
空。山清水秀的北京颐和园，层林滴翠，百花争
妍。昆明湖碧波荡漾，轻舟飘逸；万寿山殿阁辉
煌，浮云缭绕。中外游人如织，笔者也趁此大好
时光，兴致勃勃入园一游。

谁承想，在昆明湖畔的公共卫生间里，却发
现了与此情此景颇不和谐的一幕。当几位内急
的游客要从卫生纸筒里取纸的时候，但见两位衣
着光鲜的“先行者”，互相接力，你一把我一把，将
卫生纸装入自己的衣袋。动作之麻利，速度之快
捷，精神之专注，特别是旁若无人的气概，实在令
人咋舌，好像经过专业训练一般。

呜呼！皇家园林在卫生间里准备卫生纸，
本来是为了方便游客，也符合国际惯例。个别人

图一己之私利，抢占公共资源，只为了节省自己
的几个“钢镚儿”，岂不令人汗颜？他们可曾知
道，身后的一位外国朋友，不仅对此嗤之以鼻，而
且悄悄“拍照留念”？

中华美德阙如？首都文明安在？对此丢人现
眼的丑事，不能看作小事一桩，还是应该当头棒
喝，警钟长鸣，有口共诛之，有笔共伐之，切莫让几
粒老鼠屎糟蹋了一锅精品粥，致使天下人耻笑！

但愿“到此一游”之类的涂鸦今后不再出现
于北京故宫铜缸、成都武侯祠《前出师表》石刻及
埃及卢克索神庙浮雕等世界著名文化古迹及旅
游胜地，类似“抢占”卫生纸的镜头也永远绝迹于
中国园林及任何一处公共场所，早日圆我中华民
族的道德梦！

老家小院老家小院
东辛房小学四东辛房小学四（（11））班班 赵子齐赵子齐

我的老家在山东徒骇河畔。那里
没有高楼大厦，更没有车水马龙。

还记得去年暑假，我和家人回到了
阔别已久的山东老家。下了高速，过
了徒骇河大桥，顺着徒骇河南岸向东
走了几分钟，便到了我们赵家集村村
口。远远望去，路边不再是堆积如山
的垃圾，而是一排排整齐划一的小
树，嫩绿的枝叶随风舞动，好像在欢
迎我们似的。穿过村口的大牌楼，平
整的水泥路一字排开，紧靠路边还有
一个小广场，那里有许多健身器材，好
多人都在上边锻炼身体呢！原先村里
那破旧不堪的土房都变成了红砖绿瓦
的大砖房。看到这里，我情不自禁地
想，我们的家变成了什么样了呢？

来到大门口，我迫不及待地推开了
那刷着鲜艳红漆的大铁门。啊！红的
花，绿的草，小院好似铺上了一张五彩

的地毯。忽然，我想起了小牛仔，不知
他长大了没有？三步并两步，我跑到了
牛圈边。抬头向里面望去，啊！一只肥
壮的大黄牛，正在那专心地吃草呢！奶
奶告诉我:“它都生了三个宝宝了，光卖
小牛都挣了好多钱了，它可是我们家的
大功臣呢！”

天渐渐暗了下来，小院里支上了大
圆桌，端上了好多饭菜。家人有说有
笑，我们村儿变得越来越好了，河变清
澈了，臭水沟没了，房子啊，也都盖得漂
漂亮亮……

爷爷笑着说：“都是政府的政策好
啊，咱们村子会建设得越来越好的！”听
着大人们说着老家的新面貌，我觉得天
上的星星都多了起来。我和小伙伴数
着天上的星星，像数着老家的变化。

今年暑假，我真想再回老家。老
家 小 院 有
我 最 可 爱
的 亲 人 和
我 最 喜 欢
的老黄牛。

指导教师
岳素霞

春夏秋冬，记不清走过多少寒暑，也记不清经
历了多少风雨，唯有回家的路深深地印在了脑海
里，越走越顺畅，越走越清晰，因为我的老家就在
路的尽头。

我的家在斋堂镇向阳口，静静的小山村依山
傍水，空气清新，民风淳朴，风景怡人。永定河蜿
蜒的沿着幽州峡谷潺潺而泻，由村前穿过，这是我
儿时的乐园，留下了很多童年的美好记忆。记得
小时候，每天都无忧无虑，开心至极，自己任性调
皮，与众多村里的孩子，经常聚在一起，要不捉迷
藏，要不就跑到山上摘果子吃，又或庄稼地里

“借”点萝卜玉米啃着玩。累了，就会满头大汗的
跑到大河边穿着衣服“扑通”一下跳下去，与伙伴
们就像小鸭子一样在河水里嬉戏，尽情地享受河
水带给我们的清凉。回家时，湿漉漉的衣服和鞋
子往往会换来家里大人一顿责罚，内心却因玩的
畅快而偷偷窃喜，现在想想依然觉得历历在目，满
满幸福。

在外求学记忆里，回家的路更多的是顛簸，因
为学校离家很远，多数时间都是坐在火车上，在蜿
蜒起伏的山间穿梭。偶尔能搭上顺路的车，也是
在尘土飞扬的土路和公路上交互穿梭。两个多小
时的路程没有影响我的心情，觉得自己就是一个
快乐的读书郎，沿途满眼的风景，在我青春之路上
散发着的独特的芳香，放飞着学习压力下的心灵，
衬托着一颗急盼归家的心。不管路上有多累，不
管回家的路多么坎坷曲折，我终究会回到自己温
馨舒适的家。往往匆匆路过的风景，注定会变成

回忆，唯有这回家的脚步从未曾停歇。
参加工作后，土石路变成了柏油路，但是由于

当时家里收入不高，买不起私家车，又逢家门口的
火车停运，需要坐上3个小时的公交返家，每次到
家都有闪烁的星空相伴，有皎洁的明月作陪。退耕
还林换来了绿水青山，绿水青山又引来了金山银
山。在农家乐、乡村游、民俗文化等好政策的扶持
下，父母在家中经营农家乐，家底逐渐殷实了起来，
新农村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喜讯，对一个外出
工作的游子来说，也增添了为家庭奔小康而奋斗的
动力。在舟车劳顿中总是梦想将来的家能够搬出
大山，生活在缤纷的大千世界里，享受繁华城市带
来的便捷。成年后的我实现了梦想，有了自己的
家，一个被繁华、缤纷、便捷包裹的家，可内心深处却
没有觉得获得满足，老是觉得失去了什么，直到自
己成为孩子的母亲。在为生计奔波中，逐渐看过了
尘世繁华，渐渐清晰了自己内心深处所积攒的期
盼，仅仅只是在寻找简简单单内心的平静和安逸，
能够满足这个条件的就是生我养我的土地，那条顛
簸的回家路和那个我时常梦到的家。

新时代迎来了新机遇，也铸就了老百姓的康

庄大道。乡村的振兴吸引了众多离家的游子，引
发了新的“返乡潮”，回乡助力农村发展。现在的
我和众多离家打拼了多年的游子一样，把回家当
成了一种渡假和休闲。多则每周回去两次，少则
也要每周一次。我喜欢在路上捕捉美丽,更喜欢
在途中的回忆和思考自己的人生，关于风景，关于
事物，关于生活和情感，更是满满期待早点享受那
份在父母身边的欢愉。

我喜欢走在这条路上的感觉，春季万物复苏，
大山深处到处都萌生出新的生机，一片郁郁葱
葱，勤劳淳朴的村民翻地耕种，承载着各自美好
的希望。夏季百花飘香，山花争奇斗艳，总能大
口呼吸掺杂着青草芬芳的清新空气，偶而还会闻
到自己最喜欢的合欢树开花时节散发出的淡淡
清香，特别提神。秋季处处层林尽染，红黄绿让
你说不上来的颜色搭配，就像一幅立体的巨幅油
画，铺展在京西的大地上，绚丽而壮观。如果偶遇
冬天的雪景，山林间更是奇美，皑皑白雪飘落在山
林间，仿佛为山林披上了白色的鹅毛，洁白之极、
美丽至极。

每每在雾气朦胧的清晨，拖着不舍的步伐再
次返回那充满繁忙的都市，踏上这条离家的路，装
作一身洒脱，装作心无牵挂，但头脑里还在始终回
味着属于我的快乐时光。路旁的山林，莺声燕语，
还有那大山、大河赋予的清新空气，仿佛一切都在
表达着对我的不舍，仿佛在拉着我在轻轻的叮咛，
仿佛要把我留下来，因为这里有我的乡情，有我牵
挂的亲人，更有我魂牵梦萦的老家。

峡谷奇观 高永明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