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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前世
是一株麥子

商長江
你 看 ， 我 和 它 們 有 著 一 樣 的 膚

色，我和它們有著一樣的家園，我和它

們有著一樣的根。

或許，真的，我的前世就是一株

麥子。 扎根故鄉的泥士之中，吸收著

故鄉泥士的精華，將鄉士的厚重，與鄉

親們的樸實，全都融入自己的血液， 

成為一生都刻印在自己身上的特質，即

使是顯得士裡士氣，自己也從不因此而

妄自菲薄。這是我與生俱來的胎記，絕

不能用低賤或高貴，來評價它。

後來，為了生活，我不知多少次

被移植到城市裡，但是幾十年來，我一

直都是水土不服，我知道，我的根在鄉

下，我的前世就是一株麥子，城市的堅

硬，拒絕一株株麥子扎根和生長，故

鄉，是我生生世世都擺脫不掉的鄉愁

啊！

我的前世就是一株麥子，真的，

就連我的靈魂裡，都有一種熟悉的麥

香。

聽雨
黃青

天 氣 燥 熱 ， 總 盼 望 能 下 點 雨 緩 解 一

下。真是天如人願，那天下午，絲絲細雨像

長線一樣，斜斜地從天空中掛下來。我站在

陽台上望著窗外，能見度越來越低，眼前

升騰起模糊的霧狀。雨聲很密，由「吱—

吱—」聲變成了「唰—唰—」聲。靜下心

來，都能聽到樓下草坪喝水的「呲呲」聲。

到了夜晚，雨聲變成了「簌—簌—」響，枕

著雨聲，一夜睡得踏實。

這是一場秋雨，也是一場喜雨。因為

人們的期待，所以它的聲音自然悅耳。一夜

之後，空氣裡瀰漫著清新和濕潤。遠處的樹

木蔥蘢翠綠，枝頭向空中伸展了許多；陽台

上，花盆裡的秋海棠和仙客來一改昨日的沒

精打采，綻放得乾脆。

倘若在春天，雨絲極細極密，下雨的

時候聲音很小，淅淅瀝瀝的，很溫柔，生怕

打攪了人們一樣；有時，雨絲又像霧一樣，

當你還沒有來得及看見它的時候，衣服已經

濕透了。春天裡寒氣重，可我喜歡光著頭在

春雨裡走路跑步，儘管頭髮、身上淋濕了，

儘管身上感到絲絲寒冷，回家沖一把熱水

澡，身上馬上就熱了起來。

真的是春雨貴如油啊，在和煦的春日

裡，有了春雨的滋潤，地裡的蔬菜、莊稼竄

竄地就冒起來了。走到哪裡，眼前都是草木

葳蕤，滿眼綠色。

小時候，也許是農田時節的時間緊任

務重，總感到越是雨天父母越需要出去：

搶收莊稼、冒雨插秧、耘田除草、摘采蔬

菜……回來時，全身都濕透了。

我們小孩夏天常有的事情，就是在打

穀場上曬稻。收上來的早稻總要攤開來曬

曬，我們的任務就是防止麻雀、雞鴨上來吃

稻子，還有一項就是隔一段時間翻一次稻

子，最最重要的，夏天暴雨多，要是遇到下

雨，立刻把稻子堆積起來，蓋上塑料薄膜。

可偏偏雨來的時候，落在稻子上卻悄無聲

息，直到外面在喊：「下雨了！下雨了！」

我才手忙腳亂地收稻子，結果，稻子還是淋

了雨。

老天落濕老天曬吧，好在夏天的雨都

是雲頭上的一陣，一會兒，太陽出來了，稻

子又被攤開來。

招人嫌、又讓人緊張的是入夏時候的

雨。先是短促地下一陣，然後一改溫柔和知

性，沒完沒了起來。由「嘩—嘩—」聲變成

「啪—啪—」聲，雨點不再是細密了，蠶豆

大的雨點，打在屋頂上、牆壁上，打在樹葉

上、地上都是擴了音的，「啪啪」作響，還

有了回音。

這才發現，梅雨季節到了，連續下了

幾天，你想叫它停，它都不理會。還是在防

洪牆沒建之前，要是連續下了幾天，估計在

6月上、中旬，我們都要去上圩堤防汛。防

汛越是吃緊，一定是雨水不停的日子。八十

年代，荊山圩吃緊的那一次我至今還記得。

那一夜，我還是毛頭小伙子，我們冒著大

雨，在泥水裡抬土加圩堤。雨下的泥地上

「啪—啪—」的一陣蓋過一陣，聲音大得連

我們對面說話都要扯著嗓子，直到天濛濛

亮，對面的圩堤轟然倒塌，我們才感到渾身

無力，拖著笨重的身子回家睡覺，也不管雨

聲是大是小。那些年，每到汛期，常常會遇

到滂沱大雨，看著不開天的大雨和猛漲的河

水，雨點落在河面上形成的霧狀，看不清對

面的城市，我們的心總是不踏實，甚至感到

恐懼。

我還是喜歡夏日裡在荷塘聽雨。夏日

裡，只要你到了塘埂，濃郁的荷香籠罩著

你，塘裡的荷花亭亭玉立，荷葉層層疊疊。

雨水打在荷葉上，開始還在荷葉上滾來滾

去，漸漸晃蕩起來，最後因承受不住重量側

向一邊，「嘩—」的一聲，荷葉上的水倒進

了水塘裡。雨落荷葉，都是「滴滴答答」

聲，聲音厚重，有韻律還有節奏。

雨聲，陪伴著我們的過去、現在和未

來；雨聲，承載著我們對于煩惱的、幸福

的、愜意的所有回憶。

相守一世最溫情
宋東濤

　　前幾日坐地鐵，在人潮湧動的鐘樓站，看見一對白髮蒼蒼

的老夫妻。他們夾雜在匆匆的人群裡，手挽手小心翼翼地走

進車廂。丈夫輕輕扶著妻子落座後，才緩緩坐下。沒過幾站，

妻子累了，頭微微向一邊歪斜，丈夫看到，立刻伸出一隻手，

扶著妻子的頭，挺直自己的肩膀，好讓妻子靠著肩頭休息。期

間，他努力挺直腰身，時不時回頭看看閉目小憩的妻子，眼神

極其溫柔，溫暖著冬日的地鐵。

       妻子靠著丈夫的肩頭，那麼自然、恬淡，這該是幾十年的相

濡以沫才得以的習慣。此刻，空氣中蕩漾著一股濃濃的醇香，

我知道，這是愛情的味道。

　　那一瞬間，眼前又出現多年前的一幕。

　　那是七月中旬的一個正午，北京城氣溫很高，大街上熱浪

翻滾，我躲在樹蔭下等公交車。天太熱，我有些不耐煩，頻頻

抬手看表，突然餘光瞥見路邊的工地——一對頭髮花白的老人

靠著圍牆吃飯。大娘看起來腿腳不方便，蜷縮在一個鋪著褥子

的木板上，頭上幾綹白髮被風掀起，在空中肆意的翻捲。大爺

微笑著一口一口給大娘餵飯，在她咀嚼的間隙，大爺伸出手攏

了攏她被風吹亂的頭髮。不經意間，笑意順著褶痕爬上大娘黝

黑的臉，那笑容倏得鑽入我的心，竟使我熱淚盈眶。很多年過

去了，很多事情記不起，唯獨這個畫面刻入記憶——飄飛在風

中的白髮，佝僂的身影，甜蜜地對視......這許是愛情最樸實的模

樣。

　　前一陣，看到一則消息說一位台灣老兵，七十年後終于回

到家鄉。當年走得急，未來得及通知新婚妻子，誰知這一次沒

有告別的分離，竟然跨越了半個多世紀。也許是苦苦的相思感

動上蒼，在後輩的幫助下一對耄耋老人終得相見。相見那日，

兩位老人緊握著對方的手，淚如雨下，泣不成聲，千言萬語只

有化作一個字「好......」。今世的承諾，哪怕分離多年後，一個

未再娶，一個再未嫁，這傳奇的愛情另人喜極而泣，歲月雖將

青絲染成白霜，兩顆真心卻從未分離。君心似我心，不負相思

意——正是愛情最浪漫的模樣。

　　昨天中午，和母親通電話。因為小姨生病不能下床，兒女

又不在家，母親幫著做午飯。我連忙問：「爸爸呢？中午自己

做飯？」

      媽媽笑道：「我們都在你小姨家，我一個人坐公交他不放

心，他一個人在家我也不放心。」我咯咯笑了：「咦，啥時爸

爸也變成媽媽的尾巴囉！」聽完我說的話，電話那頭傳來父母

愉悅的笑聲。年邁的父母親，雖說是媒妁之言相伴一生，平淡

的日子中難免有小爭執，也有面紅耳赤的爭吵。可就是這樣，

一輩子在柴米油鹽的浸潤中，平淡的的煙火裡，他們互相陪伴

從懵懂青絲走到垂暮白頭。

　　相守一世的愛情，雖然沒有甜言蜜語，沒有山盟海誓，有

兩顆真誠的心就足夠了。縱使臉上刻滿皺紋，頭上染遍白霜，

彼此眼中依然是最美的樣子。因為牽著的手，成了習慣，成了

依靠；無關乎貧窮，無關乎富貴；無論健康，無論疾病，此生

彼此不離不棄。

　　「執子之手，與之偕老。」——這一世的相守，溫暖彼此

的世界，詮釋了世間的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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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闊（組章）

 郭輝，湖南益陽人。中國作家協會會
員，一級作家。有詩歌作品散見于《詩刊》
《星星》《人民文學》《十月》《中國詩
歌》《散文詩世界》《揚子江詩刊》等刊
物；作品入選《新中國60年文學大系.散文
詩精選》《中國散文詩90年》《中國散文
詩一百年大系》《21世紀散文詩排行傍》
《中國年度詩選》《中國年度散文詩選》
等選本。著有詩集《美人窩風情》《永遠的
鄉土》《錯過一生的好時光》《九味泥土》
等。曾獲加拿大第三屆國際大雅風文學獎詩
歌獎，聞一多詩歌獎提名獎，《海外文摘》
雙年度文學獎。

雪雁飛

晴空一碧如洗。
雪雁飛——多像是天使抖開的一匹玉色

絲絹。
湛藍湛藍的天壁，抹上了一連串一連串

透亮的啼叫。然後，又一滴一滴拂拭下來，
撒落在坦蕩如砥的大野之上。

清遠，明澈，充滿了節奏感和幸福感。
我仰起頭來，看到那些高八度的音節，

一閃一閃，發著光，並且有形有狀——
如一隻隻高腳琥珀杯，盛滿了對愛的

想像和衝擊力，以及追夢者的情愫。又如一
片片潔白的雪花，飄飄而下，儲滿了勃勃生
機。

我忽發奇想——
今天，氣象從容，萬事萬物都感覺到了

神的存在。
這華色含光的日子呀，或許，正是雪雁

的生日。

多麼美好，多麼祥瑞——動態的鮮活的
如天空一樣闊大的生日。

黑翼角鼓動著的魂靈，把萬里藍天，當
作了永遠飛翔，生生不息的

——巢穴!

尋芳記

時令已是秋寒了，卻聽得說，山深處，
有一個叫七里村的茶園，還開著氣數未盡的
花。

——就去。

山路瘦長瘦長，依稀可辨，就像是誰在
故鄉的皮膚上，撓出來的一道淺痕。

走在上頭，能感受到它對我們的陌生
感，和幾許明顯的不屑。

路邊的茅草脫盡了水色，焦黃焦黃，有
的冷若冰霜，有的陰陽怪氣，使眼底下的山
野，愈顯蒼涼。

而掠過鼻尖眉梢的寒風，似手也愈加傷
感。

多虧有一個穿著紅色羽絨服的女孩，一
邊走，一邊哼著莫名的曲子。

曲子顛顛簸簸，卻給我們的尋找，增添
了一點意趣與暖色。

翻了一道坡又一道坡。
過了一座坳又一座坳。
遇到過幾戶山裡人家，有點頭的，有搖

頭的，有的說是在上七里，有的說是在下七
里。

有一位年過花甲的大爺，自願做嚮導，
領著我們在山裡頭，左一轉，在一轉，好不
容易尋到一個小水庫，壩上有一棟木房子，
房子旁有一個苗圃，但早已人去房空，草木
凋敝……

最終，我們什麼也沒有找到。
茶園呢？花呢？芬芳呢？
都像是隱匿在時間之外，人間的秩序之

外……

春天的正身
——贈可以

整日裡陰雨籠罩，彷彿要叫天底下凡長
有骨頭的，都生出風濕來。

可以告慰大家——
桃花已朵朵開了。奧林匹克公園裡，二

月的蓓蕾一吐為快。

桃之夭夭，桃之灼灼。
歲月回眸——
蘭溪蜿蜒而來，水清如夢，槐花如雪。

一位紅衣少女，牽著她的小黃狗，翩若驚
鴻，三分稚雅，陶醉了七分春色……

又一村酒館的格局，宜品鄉情與鄉愁。
雕花懸窗外，竹影搖曳。三五滴鳥鳴，

脆生生的，化不開，仿若是誰用了無形的針
線，繡在了雨絲縫裡。

一鍋鄉土臘味，一瓶醉太平，慢斟慢
飲，漸漸沉迷了一桌鄉音。

遞煙，點火，吞雲吐霧。藍色調的交
談，讓共同的家園變得曖昧，似乎遙不可
及，卻又如影隨形。

窗外的雨意，愈覺得濃了。

有人生出了一絲疑慮：人間真的著花了
嗎？

是誰馬上說——
明日天晴，明日，我們一起去桃花源。
在桃花山前，五柳湖畔，秦人洞外，看

桃羞杏讓，方竹婆娑，領略一番陶令與今人
的距離美。

可以——驗明春天的正身。

臘八粥

眾多鐵青色銅黃色灰褐色的沙鍋，各自

鼓著肚子。
蹲在灶台上，火塘裡，熬著，煮著千百

年來，漢氏家族的一個——
傳統。

稻米，粟米，包谷，花生，大小不一的
豆子，這些土生土長的糧食，早就聽到集結
號了。

在同一天，它們攜帶著共同的心思，奔
赴于沙鍋內，置身于沸水之中。

翻騰著，滾動著。像風中的柔術，像懸
空的舞蹈，又像是一群群夢幻中的精靈，正
無憂無慮地撒著歡。

用各自的香，各自的常用語，混合成一
曲——高溫度的淺唱低吟。

火之上，不是煉獄，而是殉道者小小的
天堂。

哪怕皮開肉綻，甚或把一身骨頭熬爛
了，煮融了，心之所願，魂之所繫，依然是
美味人間。

一到這個日子，它們就是餐桌之上的無
冕之王。

——複姓臘八，名粥，字稀飯。

水比命硬

一個鄉巴佬的崽，突然天降洪福，上了
中南礦冶學院。

鄉鄰們都說，是他家的祖墳山開了坼。

暑假回家，他穿著一件白襯衣，懷揣著
一籮筐活蹦亂跳的念頭，跑到資水河裡，借
了月聾子的木劃子，去炸魚。

舉起雷管，用煙頭點火。
白太陽晃眼。導火索已在惶惶痙攣了，

他以為沒點著，湊近了去看——
只聽得轟然一響，整條江都像踩著了彈

簧，呼地蹦跳了起來。
黑雷管，如同聲色俱厲的江洋大盜，橫

刀奪愛，取走了他的一雙眼球，兩隻手掌，
三兩命運，連同大學生的八面風光。

從此用絕望療傷。
苦苦難捱的分分秒秒，徹始徹終的黑，

無法觸摸的虛，如影隨形。軀殼猶在若無，
心如死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