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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看台

清清亮亮的夜清清亮亮的夜
□ 罗玉剑

温馨天地 月季花开月季花开
□ 曾碧华

缤纷时光

干旱持续，田地皲裂，小河断流。
夏日十五，朗月当空，干渴的茫茫

大地被涂刷得银光闪闪。
胡桂坐在院坝树影里，吐着烟圈，

愁眉不展。在吐出一口长长的烟雾之
后，他起身走进月影婆娑的夜里。

胡桂走向自家的责任田，秧苗儿
干渴得可怜，他想去看看。远远地就
听见流水声，近前一看，田里已有很浅
一层水了。水是从刘半仙那块田里流
过来的，“哗哗哗”地流得很欢畅。胡
桂心里起了一个激灵，赶紧堵住了那
个小碗一般大小的缺口。

清亮亮的月光下，一个人影朝这边
走来，从身影上胡桂认出那是刘半仙。

看到胡桂，刘半仙愣怔片刻，没出
声，把一支烟递过去。

咳、咳咳。胡桂掩饰着尴尬，没有
接刘半仙的烟。

胡桂跟刘半仙有“仇”，这么多年
来他们谁都不理对方。

刘半仙递烟的手缩了回去。
“你的田埂开了一个口子……我

把它堵上了。”胡桂有些难堪。
“堵它做啥子，我这不是正在抽水

吗？你的田有多少水了？”刘半仙一拍

大腿，“嗐”了一声，三下两下就抠开了
缺口。清亮亮的水又流进了胡桂的责
任田。

听着哗啦哗啦的流水声，胡桂心
里很激动。他面带惭愧地说：“以前你
挨批斗，是我举报了你。我对不起
你。”

“嗐！别说了，那不是别人让你干
的吗？”刘半仙又递过去一支烟。

“你得罪了大队长，他要批斗你，
这我知道。为了当队长，我诬陷了
你。你应该恨我！”胡桂接过烟来。

“恨过啦！”刘半仙一脸释然，“现
在我要感谢你们呢。多年来，你通过

‘助残协会’一直给我的残疾儿子捐钱
捐物，我谢谢你！”

“半仙，你悄悄给我儿子保媒，我
也知道。”

“哈哈哈……”两人同时伸出手抓
住对方，又同时爽朗地笑起来。笑声
回荡在朴素的田野里，久久不停。

记了几十年的“死仇”终于完全融
化，胡桂的愁烦烟消云散了。清清亮
亮的月光下，皲裂的田地里一道道裂
隙弥合了，暖流在二人心底一层层荡
漾开来。

听说雁城字库山后花园有一片玫
瑰、月季花海，那里的花正开得热闹，很
早就想去看看了。在一个风清云淡的
日子，带上我的学生，我们轻装上阵，前
往花海，一同赏花。

说是花海，只不过是因为有成片的
玫瑰、月季在绚丽绽放；只不过，比以前
看到的一枝花，或者几株花更多一些，
与海比起来，相差甚远。不过，在城市
的角落里，能有这样一片壮观的花卉景
观，也真让人大饱眼福了，怎能不说它
是“海”呢？

一路上，孩子们兴奋不已。路过弘
城水韵小区，一个孩子说：“老师，我们
家就在这个小区。”另一个孩子指着旁
边的小路说：“老师，我们家在农村，从
这条路往里走，很快就到了。”接着几个
孩子也附和着：我们家也在农村，就在
里面的钟山村。是的，我们班大部分孩
子，都来自农村，他们朴实可爱，活泼开
朗。

来到公园门口，很远就听到园里游
客的嬉笑声。我们有序地走进了公园，
映入眼帘的壮观景象，引得孩子们一阵

惊叹，“哇，好美呀！”这里的确是美的，
中间一排排拱形的铁栏杆上，一根根玫
瑰、月季、蔷薇的枝条，顺势缠绕，枝叶
间盛开着一朵朵粉色的花朵，那么娇
艳，那么动人。远远看去，就像一座座
粉红的桥，又像结婚时新人走过的鲜花
拱门，人们叫它幸福之门。这看似不经
意，却是精心的布置，让这片花海增添
了几分浪漫色彩。

鲜花拱桥的两边，是两座小小的花
园。花园里盛开着各色的月季花和玫
瑰花，红色的热情而自信，白色的高洁
而典雅，粉色的羞涩而可爱……五彩缤
纷，在微风中开得正艳。

我们穿过“幸福之门”，来到山脚
下。抬眼望去，山坡上，是一大片的月
季花，红一簇排，粉一簇 ，黄一团……
错综点缀，好不热闹。几年前，这里还
是一座荒山。谁能想到，这一片贫瘠的
土地上，现在居然盛开出了如此鲜艳的
花朵！谁能想到，这寂静的山谷，居然
引来无数游人游览观赏！谁能想到，这
城市最偏僻的角落，如今变得如此生机
盎然！

我们顺着“月季花海”斜坡两边的
台阶拾级而上，闻到了花淡淡的芬芳。
听说月季花是最“贱”的，随便剪一根枝
条，找一块有泥土的地方载下，只要有
阳光和水，它就能成活；不管土地是否
肥沃，阳光是否充足，月季花都能活得
很好……难怪在这贫瘠的山坡上，它也
开得如此绚烂！

孩子们粗略地看了一圈，便没了兴
致。下了台阶，我便让孩子们去仔细观
察月季花，让孩子说说他们的发现。这
下子，孩子们的热情高涨起来了。有的
说，盛开的月季花，一层一层的，就像一
个粉色的蛋糕；有的说，月季花就像一
个大舞台，蜜蜂和蝴蝶在舞台上翩翩起
舞；有的说，月季花飘落下的花瓣一定
很伤心……孩子们纷纷举手发言，他们
观察仔细，想象奇特。一些游客听到
了，也连连称赞：这些孩子思维真是活
跃。就在这时，一个孩子举手说：“老
师，我觉得月季花的花瓣就像小虫的铺
盖。”话音刚落，旁边的两个阿姨“噗嗤”
一下笑出声来。那个孩子的脸“唰”地
红了起来。我连忙说：“你的比喻是很

美的，月季花瓣确实很像柔软的铺盖。
但是，我们要尽量使用书面语。‘铺盖’
应该说成‘被子’。可以这样说，月季花
的花瓣就像小虫柔软的被子。”那个孩
子点了点头，那小脸蛋还是红红的。

那两个阿姨走了，可她们不经意的
嘲笑，却留在了孩子的心里。当时的
我，虽然注意到了这一点，但是，我却和
平时上课一样，只知道及时地纠正，却
没有正面的肯定；只注重了知识的传
授，却忽略了给孩子心理的安慰；只重
视写作技巧的学习，却忽视了孩子幼小
心灵的成长。

这一天，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
片坡地上的月季花和这个说月季花瓣
像铺盖的可爱的孩子。

在回去的路上，我对孩子说，其实
说月季花瓣像铺盖也没有错，只是用词
土了一点，可是你的想象很洋气。我相
信，即使是大都市的孩子，也很难有你
这样优美的比喻。虽然咱们是农村的
孩子，可我们一点也不比城里的孩子
差。就如这顽强的月季，即使在这片贫
瘠的土地上，也能开出艳丽的花朵。

一到五月，我就感觉到了时令王
朝的太平盛世，分外底气十足。如果
用一个词来概括五月，那应该就是“繁
华”。五月，我们跟随着季节的脚步抵
达了夏之旅程，繁华盛况即将上演。

春季太稚嫩，秋季太苍老，冬季太
冷酷，夏季才是大自然的鼎盛时代。
而夏季里，六月太冗长，七月太炽热，
只有五月充满了无限生机，到处是蓬
勃向上的力量。

林徽因在《人间四月天》中写到：
“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
喃，——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
间的四月天！”五月天，应该是四月天
的希望得到了实现，所以一切都是欣
喜的样子，像明媚的女子展颜欢笑，一
笑倾城。一年一度夏又至，繁华世界
五月天。五月的繁华，让人感觉到无
限美好，觉得活在这个世界真的是件
幸福和满足的事！

繁华五月，绿色成为这个世界的
底色，霸道地占据着所有的角落，主宰
了季节的繁荣。如果说春天的绿还不
够酣畅，夏季一到，大自然便如同打翻
了绿色的颜料盒。绿色泼洒如水，慷
慨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你看那些大树，好像在短时间内
暴饮暴食过，突然增肥了好几圈，棵棵
显出丰腴之姿，张扬着繁华盛世的豪
情和霸气。大树们枝繁叶茂，仿佛一
柄柄绿色的大伞，为人们撑起一片阴
凉。每一片叶子都绿得油亮油亮的，
极力把生命中最华彩的一面展现出
来。有时我会仔细抚摸一片树上的绿

叶，感受它光滑润泽、丰满鲜活的生命
状态。

繁华五月，到处都是绿意盎然的
景象，如果你到了田野里，立即会淹没
在绿色的汪洋中。各种庄稼、蔬菜以
及杂草，纷纷绿了个彻头彻尾，那些深
深浅浅的绿色，显出层次和质感，分外
惹人喜爱。我在绿茸茸的草地上席地
而坐，与绿色亲密接触。我还想把酒
临风，与大自然对饮一杯，感谢她慷慨
无私的馈赠。

繁华五月，花开如海。古人说，人
间四月芳菲尽，可如今，到了五月依旧
是花海荡漾。五月的气候更温暖湿
润，花儿们开得愈发娇艳水灵。无论
你在乡村，或是在城市，都能看到五月
繁盛的花朵。月季、郁金香、石榴花全
都开了，开得那么饱满，好像在努力为
繁华五月增色添彩。五月是绚丽多彩
的，绿色酣畅，花开缤纷，昭示着大自
然的美好。

繁华五月，生灵们正在进行着积
极的劳动创造。你看，田间虫儿喧
闹 ，花 丛 中 蜂 蝶 旋 舞 ，枝 头 鸟 儿 雀
跃，它们载歌载舞，歌唱着繁华世界
的充实和富足，赞美着人间的祥和安
宁。在这个繁荣昌盛的世界里，一切
都是极大丰富的，让我们感觉心中没
有丝毫忧虑。繁华五月，万物滋长，生
灵忙碌，一切都在孕育着，同时也在收
获着……人间最美五月天！

大自然有属于自己的华彩乐章，繁
华五月，精彩绽放。莫要辜负了好时
光，让我们投入到美丽的生活中去吧！

弹指一挥间，
十年一转眼。
斗转星移，
数百个在废墟上战斗的日夜，
仿佛就在昨天。
汶川，你还好吗？
历史，
总在波澜壮阔中，
绘就最雄壮的画卷，
现实，
总在踏石留印中，
刻录出最难忘的回忆。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
里氏8级特大地震天降汶川，
强大的地震波，
让数万鲜活的生命骤然消逝，
千万个温暖的家庭永失至爱，
举世为之震惊，
无数国人为死难的同胞落泪。
警营紧急集合的哨音划破夜空，
集合，
出发，
灾情就是命令，
时间就是生命，
冒着余震，躲着飞石，
我们不惧死神威胁奋力挺进灾区！

弹指一挥间，
十年一转眼。
历史长河，浪花一瞬。
英雄的灾区人民跨越灾难、砥砺

奋进，
书写了豪迈重生的壮丽篇章，
奏响了气势磅礴的时代壮歌，
铸就了铸就了““万众一心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众志成城，，
不畏艰险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百折不挠””的丰碑的丰碑。。
废墟中与死神顽强拼搏的乡亲废墟中与死神顽强拼搏的乡亲

们们，，
你们还好吗你们还好吗？？

废墟上帐篷学校的同学们，
你们还好吗？
还记得那一张张穿着迷彩抗震

救灾的面孔吗？
还记得那个用生硬普通话给你

们上课的校长吗？

汶川十年，
凤凰涅槃。
如今的灾区，
从城乡面貌到基础设施，
从生态环境到民生事业，
从产业布局到经济发展，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灾后重建和经济社会发展
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弹指一挥间，
十年过去了，
映秀花开了。
期待新十年，
汶川花更艳。
十年前的汶川曾经撒下我们的

泪水和血汗，
十年后的汶川迎着新时代再次

扬帆启航！
面向未来，面对挑战，
唯有经历苦难，经过奋斗，
追梦的意志才能更加坚强，
圆梦的力量才能更加雄壮。

弹指一挥间，
十年过去了，
如今的我早已脱下军装加入地

方经济建设的洪流，
但十年前灾区那一幕幕总是让

我刻骨铭心我刻骨铭心，，
这必将永远激励着我砥砺前行这必将永远激励着我砥砺前行。。
汶川汶川，，你还好吗你还好吗？？
军旅军旅，，我无怨无悔我无怨无悔！！

繁华五月天繁华五月天
□ 王国梁

一打开办公室门，一只麻雀立马被
惊飞。这大概是一只没归宿感的麻雀，
误入了我办公室。

办公室窗户侧边预留有一条不大
的缝，这只麻雀是从缝中进来的。见我
进门，麻雀扑棱着翅膀往透明玻璃窗上
飞，这一飞，相当于头撞玻璃，“啪”的一
声，麻雀弄出的声响反倒吓我一大跳。

有麻雀进屋，这已足够让我欣喜了。
我想，这只小麻雀肯定是从乡村小

树林中飞进城的，我虽无法猜测出它是
进城的第几代雀孙，但我能准确判断这
是一只稚嫩的小麻雀，因为它不如其它
飞进我办公室的老麻雀老辣。老麻雀见
到陌生人就在屋内盘旋着飞，飞得高，屋
里人够不着，然后再找准一个出口从容
钻出去。这只小麻雀显然缺乏经验，它
不敢乱飞，而是误把透明的窗户当成了
天空，直往上面扑，每扑一次，就碰壁一
次，碰上几次了，头就昏了，先是在窗玻
璃上方飞腾，后来慢慢就没了力气往下
掉，落在窗台上歇一下，再往上扑。

我有些心疼小麻雀了，但又不敢出
声喊它往侧边缝口飞。我怕我的声音
再次让小麻雀受惊，何况它根本听不
懂。飞累了的小麻雀停下来，反身惊恐
地回望了我一眼，只一眼，让我瞧出了
它的无助。

我放下公文包，缓慢向窗台移步，
其实我是在等待小麻雀自己能找到那
条隙开的小缝口。但我所做的没让小
麻雀增强自信，反而让其更慌乱，窗户
被撞得啪啪响。不能让它再无望地乱
扑腾了。我伸出手，很容易就捉住了
它。小麻雀在我手心乱蹬，用尖嘴啄
我，我手一松，它又飞了，又在窗玻璃上
撞了一次。唉，每撞一次，我心口就微
疼一次。这次让我捉住就不轻易松手
了，小麻雀在我手中睁着两只异常慌乱
的小眼睛瞪着我，立马又让我乱了方
寸，都不敢在手中欣赏这只漂亮的小麻
雀了，直接拉开窗户，摊开手掌，它“呼”
一下，飞走了。我看见，它身旁有几只

老麻雀来接应，围着小麻雀上下左右纷
飞，像是安慰，也像是庆贺。

外面空间大如许，这只惊吓不小的
小麻雀一下子飞得没了踪影。

在村里的岁月，我也曾上树将稚嫩的
小麻雀从窝里抓回家养，捉虫子给它吃，
给它喂米饭，给它水喝，但一只都没养
活。后来，我在网上查到一些资料，说麻
雀不是玩物，很多人试图将其圈养，但都
没成功，失去自由的笼中麻雀成天会处于
恐惧之中，不食、不睡，哀叫至最后死去。

麻雀是乡村之灵物，那时乡下到处
是麻雀，庄稼地里也是，铺天盖地的，它
们在啄食虫子时，也糟蹋粮食。我的乡
亲都是实诚人，他们曾错将麻雀当成有
害动物，驱之逐之，甚至还想灭之。但
是麻雀家族兴盛无比，聪明无比，它们
知道田野里的稻草人都是假的，时常飞
去歇在上面。毕竟它们吃不了多少粮
食，我的乡亲后来大都选择了原谅。

曾经一度，麻雀在乡村失踪了，似
乎成了一段深刻的伤感。现在，麻雀又
飞回来了，生态越来越好的城乡又把麻
雀吸引回来了，麻雀是美丽城乡的试金
石，它的归来让我欣喜。

六年前，我家空调室外机里也安居
着有一窝麻雀，我一直想不通它们为何
要在我家的空调室外机上筑巢，街道上
的行道树，院子里的绿化树不是都可以
为家么？而它们却选择来我家，因此我
将它们当作燕子一般的灵物，不去惊动
它们，让它们顺利地安居。后来我有所
领悟，行道树换得勤，绿化树又低矮，都
不适合安家。今年二月份，几只小麻雀
衔来好多干草和枯枝，又想来我家书房
预留的空调孔筑巢，我依然选择默认。
只不过空调孔太圆滑了，生不了根，弄
得我书房到处是干草和枯枝，它们最终
没能搭成窝。

小麻雀呀，要在城里找一亩三分地
搭个窝过日子还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但是我依然希望你们能在城里找到安
居的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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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汶川，，你你还好吗还好吗？？
—— 写在汶川地震十周年

□ 吴振华 城里的麻雀城里的麻雀
□ 黎大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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