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偶然听着歌曲《七夕》，他唱着“夜幕垂，

鹊桥会，七夕的念想，皎月归，我轻随，烟火对

影赏，小城老街上，有情人执手同徜徉，夜幕

垂，鹊桥会，七夕的念想，你没归，我独醉，情

话无人讲，也就不用讲，且把浓情化作诗两行

……”翻看手机日历，七夕到了。听着歌曲，我

的记忆跳上了青春的列车。

那年大三，临近七夕，学校组织了“七夕

把爱带给孤独老人”的活动，我是班长，和宣

传委员代表我们班参加了这次活动。七夕来

临前，我们准备了食物和绿色植物，在老师的

带领下，我们走进了社区，社区居委会说这个

小区有几十户孤寡老人，由于时间的原因，我

们只能去几户。我们既兴奋又忐忑。

那天阳光明媚，初秋的天气清爽，听着

蝉鸣，我们兴致勃勃地拿着礼物，去看第一

户孤寡老人，这位老人已经年近八旬，老伴

去世多年，子女在外地工作，一年偶尔回来

一次。老人的家简朴干净，虽然行动不便，

但是仍然坚持打扫家务。她看到我们，笑开

了花，拉起我的手说：“坐下，姑娘。你和

我孙女差不多大。”我说：“奶奶，今天是

七夕节，我们来看您，给您带份温暖，带来

一片小小心意。”奶奶赶紧说：“谢谢你们，

让你们破费了。七夕节又到了，时间可真

快。”老人说起七夕眼睛有些红。她打开抽

屉，给我们看起了旧照片，说七夕节头几年

老伴一直给她过，年轻的时候太忙想不起去

过七夕。

“孙女是我带大的，每到七夕节，我就给

她讲牛郎和织女的故事，喜鹊帮忙搭桥的传

说，听得孙女哈哈大笑。孙女当兵去啦。”老人

提起孙女，眼圈更红了。我赶紧挽起老人的

手，说：“奶奶，以后我就当您干孙女，有时间

我常来看您。”

老人听后，满脸的不可思议，又满脸的惊

喜，像一个收到礼物的孩子，单纯的小幸福就

能让她笑开怀。老人挽着我的手，说：“姑娘我

能问你件事情吗？”“您说，奶奶。”我应着，老

人若有所思地说：“我能给你念几首七夕的古

诗吗？”“好啊，奶奶。”我欢快地答应了。老人

念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

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

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七月七日长生

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

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

无绝期。”老人背得一字不差，我听得眼圈

也红了。因为这些古诗词，奶奶在七夕节也

为我念过。

老人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像是握着她孙

女的手，我们都在思念着自己的亲人，我们

也都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得到了一份特别的

爱。大三那年的七夕节我以为我会忘记，但

是十年后的七夕节，听着歌曲，我竟然有种

历历在目的真实与感动，恍若时光倒流了十

载。

父亲走了，走得很突然。

父亲晚年身体不太好，因为患有肺气肿，

他呼吸有点困难，常常要靠氧气机辅助呼吸。

年前他还好好的，没想到开过年来病情急转

直下。到了 7月份，他基本已经失去了呼吸功

能，只能靠呼吸机维持生命。

一个月里，他被抢救了六次，一次比一次

危重。听着父亲在氧气面罩下粗重急促、时断

时续的呼吸声。我心如刀绞、泪水止不住地往

下流。陪床的这些天来，是我成人后的 30 多

年里，第一次全天候与父亲在一起，他白天除

了挂水就是吸氧。于是，父子之间有了从未有

过的交谈。他仰天躺在床上，眼睛看着上方，

氧气面罩中传出“呼呼呼”的声音，我坐在床

前，看着他，两人仿佛一起回到了那久远的记

忆之中。

父亲是一个朴实无华的人

1980 年，我 7 岁时，父亲在大冈街上盖

了一座两层小楼，那时候还是挺稀奇的。

晚上为了看守建房子用的材料，父亲就

带我睡在工地旁边的一户人家的猪圈里。冬

天，在地上铺上稻草，我和父亲紧紧抱在一起

躲在被子里，虽然外面很冷，但我在他怀里很

暖。

父亲感慨地说：“那时候，你才一点点

大。”他扭过头，闭上双目，似乎在责备自己让

孩子受了苦。

我告诉他，其实现在想来也没什么，我记

得那些夜里自己睡得特别香，因为父亲的体

温真暖和，还有父亲平缓而顺畅的呼吸，让我

觉得非常心安。所以那个时候天天缠着他一

起去睡猪圈看工地。

记得小时候我最喜欢跟他去大冈镇上的

公共浴室洗澡，因为每次洗完后浴室都会送

上一份一切四的白萝卜给我吃。我那时没东

西吃，能吃到白萝卜就开心得不得了。我以为

是免费赠送的，所以隔三差五总吵着要去浴

室洗澡。直到很多年后，谈起此事，父亲才说：

“那不是浴室送的，是我花钱买的。”

还有一年冬天，天寒地冻，很晚了，我跟

父亲从大冈街上往回走，他买了一些卤牛肉，

怕冻冷掉，就塞在怀里。回到家后，他就着牛

肉自斟自饮，而我就趴在一旁，时不时捏一块

放在嘴里。那些时光虽然一去不复返了，但那

种父子间的温情，到现在都历历在目。

父亲是一个心灵手巧的人

父亲是一个老高中生，有一定的文化修

养，先后做过代课老师、眼科医生。他当医生

的经历，说来有点传奇。

他年轻时跑去盐都北龙港医院，毛遂自

荐、拜师学艺。师父看他意志坚定，各方面条

件也很好，就破格收他为徒。父亲学成后，就

到大冈中医院坐诊，成了一名眼科大夫。没几

年就小有名气。不管是眼睛斜视，还是青光

眼、白内障，甚至是一些疑难杂症，父亲都手

到擒来。

父亲做医生期间，为了补贴家用，他还学

会了扎灵车、灵房，而且是无师自通、自学成

才。他自己扎、自己雕、自己写、自己画，无一

不精。改革开放初期，有华侨回乡祭祖，就请

父亲帮他们扎灵车、灵房，父亲做得惟妙惟

肖。我还记得拍了不少彩色照片，夹在一本厚

厚的《眼科学》书页中。

前两天，父亲从昏迷中醒来，抓着我的手

臂、喘着粗气交待我“后事从简”。

我意识到，父亲的内心有太多遗憾，对这

个世界是无限眷恋的。我赶忙说，没事没

事。 陪床时，我时不时地提起令他引以为豪

的事情。像他酷爱书法，常年练字，写得很不

错。不少人向他求字，他总是乐此不疲。他也

经常写写诗、写写词，对于平仄押韵、对仗工

整，也非常内行。华西民族宫里挂的一副对

联———村泰民乐终归社会主义好，政通人和

还是领导班子强，就是出自他的手笔。

2005 年，我在华西龙西湖的别墅刚刚装

修好，客厅里挂了几幅著名书法家的作品，有

一次我到外地出差，回来发现全部被父亲换

成了他自己的书法。他颇为自信地说：“看来

看去，还是我写得好！”那时的父亲，犹如“自

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

父亲是一个宽厚善良的人

从小到大，他对我的教育一直很宽松。

我每次参加考试，考好了，他不会给我什

么奖励；考得不好，他也不会惩罚。他总是教

导我要尽力而为。1989 年，盐城中学提前招

考，父亲陪我坐公交车去城里考试，那是我第

一次到盐城去。那次考试很重要，结果我考砸

了，但父亲没有责备，也没有多说什么。

1992 年，我 18 岁，当时我还在家中做石

棉瓦，但在母亲买菜包肉的一张《新华日报》

上看到了华西村的消息，感到，我们中国还有

这样一个了不起的村庄，于是决定去华西打

工。父亲非常支持我的这个决定。那时家里没

钱，他就骑车到村上一户人家借了 500 元钱

给我。

1997 年，我把父亲接到了华西生活，并

成为了华西村民，此后的 20 年确实是他最为

享福的 20 年。到了华西后，他先是在医务室

工作了两年，然后在档案室工作，一直做到

2013年退休。退休后，他在华西住一段时间，

在老家葛武住一段时间，两头住，过上了舒

适、愉快的晚年生活。

可惜的是，开心的时间短了点。在生命

的最后几天里，父亲还不忘叮嘱我“宠辱不

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

云卷云舒。”我知道，他这是告诉我看淡名

利。

看着父亲一边艰难地大口大口地吸着

氧，一边忍受着巨大的痛苦。我和家人守候在

他的床头，却又无能为力。

弥留之际，父亲时清醒、时昏迷，我拉着

他的手，一声一声喊着“爸爸、爸爸”，但这时

父亲连点头的力气都没有了。

父亲，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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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阵锣声开路

埋在旧时光里的脸谱

一一掀开
红白黑青黄绿……

一张脸，就是一个灵魂的纹路

走进去，须陪上
一生月光

我找了个离舞台远
离来路近的位置

兜里的月光刚好够

归途的照明

葵黄
幼苗长成原野的灯盏
始终倾向太阳的哲思

仰头低头间

波光乍泄

染了风，风掏出和煦的笑容

染了世间的冷漠和傲慢
染了雨，雨收敛野性

轻晃明亮的前额，用小小的身体染了

河流山川

这来自大地的原生力
当羽状的花瓣轻触天空的昏盲

噼啪的展翼声，像

万千草木，托起太阳的
号子

九月的
第一首诗

每写一行，就有
树叶泛黄，落下

如果继续，更多落叶，将覆盖

九月的额头

落叶，时间的耳目

已占据
无人经过的诗行，逼我放走

笔端的

最后一只蝴蝶

脚步里藏着蝉鸣的悲怆

秋将自己抵押给
雪的用意

风吹过寨子
开始是满的

吹着吹着，太阳西斜
月光噼啪落进火塘

阿妈坐在风里，望着铺向云端的山路

一边晒粮食，一边听风声
风吹过一次，念一次嘛呢

她说，风听到诵经声，会少带走

属于寨子的东西

寨子是嘉绒人的命根
高高的石墙，把风挡在外面

却有人风里出生，风里走失

风里觉悟
风来风去，风急风缓

寨子侧耳，就能听懂

风是寨子的邮差

谁来，谁走

由它驮送
寨子把四季的命运交给风传递

唯有青稞麦子喂老的光阴

风吹走，再带不回

黄昏辞
只有进入的人，能懂
夕光，怀揣半亩往事

凝送，燃点接近尾声的红日
沉默前的惊鸿

你听，大提琴拉出的忧伤
香草味弥漫

辞别的鸟儿们
成群结队追赶

梦想的半透明前程

有什么放不下的重物，坠着脚步

旋转，旋转，朝着聚拢的暮云

只有与之接近
才懂时间恋人的怀抱

即使，疼痛是旅途的伴侣

即使，夜是新生的胞衣
那一盏拥有天空的桔灯啊，静止中

流淌，人世的宁谧

雪的反方向
雪天远行
眼里飘着的雪花

像人生的冷遇

风一吹，便成了往事
我是逆风而行的人

迎着雪

一边凋零，一边怒放

一路景象，深陷天地的苍茫
深陷命运的迷阵

再往前走，有更多不确定的雪

这人世的长途，不可回避

不可辜负，只要继续走

春色终将显山露水
引我走向

雪的反方向

在若尔盖，
眺望黄河

若尔盖，天上的牧场

牧人们长鞭一挥

巴颜喀拉山的雪，羊群一样落下来
在唐克，九曲成黄河第一湾

一个弯曲就是一次回头
如游子的眼眸

波涛汹涌

却不露声色

前路陡峭，险峻
坠落或升腾

历尽世间的别离伤痛

所有水都向往海

这里的水奔赴海

只为成全
雪山和草原的远方

人和神的远方

若尔盖，天上的牧场

黄河的胎衣

眺望你曾经历，和正经历的流逝
我的热泪被哽咽的喉嗓

咽了回去

收荒者的
下午茶

收荒者茶舍
像爱做旧的脸面一样

爱拾来的荒物

在小院的荒野仰卧，盘坐
通灵

柚树正在开花
对面的两个伙伴刚开过

我已接近荒物

送茶水的女子从宋朝飘来

半开半合，曳地裙

露出荷的尖尖脚

荒物穿越绿巴蕉，紫蝴蝶
穿越远古的修竹，篱笆，雕花木门

建盏的眉心

开枝散叶成一树葱茏

弥漫的香气，安抚着茶客
荒芜的过往

收荒者，安于荒园的别名
不止收拾旧河山的余照

也收拾虚掩门外的
灵魂废墟

晚景
我们挽起裤脚

脱下鞋

在黄昏的沙滩漫步

海浪涌来，退回，涌来

起伏间，海懂了水
水懂了海

我们相视一笑

晚风吹拂发梢

朵朵波涛在跳跃

你抬手捋了捋，说
岁月打磨的珍珠

一半是海，一半是水

我们并肩牵手

眼睛落进彼此的海里
长长的海岸线，落进

夕阳的眼里

等月
你用厚实的云把自己藏起来
不想我看见还是不想看见我

你照我
白亮亮来到世间

误撞昼夜交错的秘境

黑眼睛被夜借走
你若不来，我就成了夜的一部分

风，从窗外爬进来
使劲吹我

它患有夜盲症

你若不来，该把我往哪里吹

黑夜无边

只有你的辉光可埋藏夜色
穿过人间幽深的回廊

作者简介院向瑞玲：女，汉族，诗歌爱好

者。现居四川省阿坝州马尔康市。四川省作家

协会会员，阿坝州作家协会会员。出版诗集
《心门》《听雪》。

看川剧，变脸（外九首）

■ 向瑞玲

父亲
■ 孙海燕

那年七夕
■ 刘佳琳

前天，老伴跟我说：“今年还有花生没挖起

来呢，田地干燥很难挖哦！”我说：“慢慢挖呗，

周末孩子也许会回来协助你挖。”

摘花生是秋后的农活，坐在电脑旁的我一

激灵：哦，又是一年秋来到。是的，一晃眼间，秋

天便到来了。秋天的到来，花知道，草知道，庄

稼、树木都知道，一旦人有了岁月感，自然而然

更知道。

真的，秋来了！挡不住，躲不过。跟着感觉

走，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

立秋处暑，白露秋风。露，是秋的使者。露

珠是相当的瑰美，这种的美不仅仅是视觉，它

还是一种“灵液琼浆”。古人对霜和露之类自然

现象的“产品研发能力”令人叹为观止。《红楼

梦》里薛宝钗用来治热毒症的方子就用到了

“雨水这日的雨水十二钱，白露这日的露水十

二钱，霜降这日的霜十二钱，小雪这日的雪十

二钱”。现代人能一笑了之的，古人却未必呢。

早起，我伫立四层楼顶的平台上向四周眺

望，映入眼帘的不是阡陌纵横的稻田，就是满

眼绿色的山川，尤为亮眼的是从公路两旁高高

耸立的农家小洋楼，还有些许点缀其间的是农

家小院，院子里停放着小汽车和农机，更多的

是停泊在路边或树荫下的车辆和新近才出现

的竹编篱笆，脆生生溢出农村特有的味道。

天地苍穹，芸芸众生。一花一世界，一叶一

菩提。万物皆欣，情刻在心，美刻入眸，微笑面

对，悠然，随心，随性，随缘。

年轻的时候，总以为春秋可以常在人间，

竟完全没有想到老与死，完全没有想到逝去，

又以为人生的意义只在于生，而我们所以为的

似乎永不会死。直到现在，才知道活得甘苦悲

欢，乃是天地间反复亿万次的轮回，这又何足

喟叹呢！当然，生命循规蹈矩，并不是说经历了

秋天，你就应该有所收获，生命就有了价值，不

是的，只有那些春天播种过的人，只有那些夏

天浇灌过的人，他才会收获秋天的希望。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这

是唐代李商隐《夜雨寄北》诗中的两句诗，诗人

自言自语的寻思：你问我回家的日期，归期难

定，今晚巴山下着大雨，雨水已涨满秋池。我倒

有点儿羡慕起李商隐那时“涨秋池”的巴山秋

景来，想想我们这里，“大旱不过七月半”的谚

语也似乎不灵验了

蓦然回首，盎然的春、狷狂的夏匆匆驶过，

接下来便是要去打理的人生金秋！秋韵悠悠，举

樽邀明月，珍惜寸光阴。在这收获的秋天里，人人

都会感到充实，人人都会有着喜悦，生活也就更

富有色彩。当在秋天里浸润了这色彩，生命价值

自然就高了，连时光都会显得厚重许多！

又是一年秋来到
■ 游德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