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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小荞牵着小白羊去南河岸边吃草的时候，是
小荞最快乐的时光。

她牵着套在小白羊脖子上的绳子，感觉就像
牵着小白羊的手。可是小白羊怎么会有手呢，只
有四只蹄子，小白羊走路没有动静，就像树叶落在
地上一样安静。

这只小羊是村里的李文书去年送给小荞的。
当时小白羊只是一个奶声奶气的小羊羔，浑身卷
着白色的毛儿，眼睛清澈，一眼看到底，走起路来
摇摇晃晃，随时都要跌倒的样子。

李文书说，小荞，这只羊可不是一般的羊，是
县里扶贫捐助的项目，咱村里的贫困户都领养了
羊。你把它养大了，你的学费就不用发愁了。

小荞听不懂李文书的话，小羊和学费有什么
关系呢？

小白羊太小了，小荞抱了抱小白羊，心里忽然
就高兴起来了。

小荞牵着小白羊在河岸边游逛，小白羊埋头
吃草，小荞弯腰捉蚂蚱。有时候，小白羊吃饱了，
小荞就和小白羊一起躺在草地上打滚。小白羊咩
咩叫，小荞咯咯地笑。

小荞在村里没有伙伴一起玩。自从村里的孩
子嘲笑过小荞，说她是个有爹生没娘养的孩子，小
荞哭了一场之后，就不再主动和他们一起玩了。

小白羊成了小荞唯一的伙伴。她喜欢和小白
羊在一起，也喜欢和小白羊说话。有时候，小荞会
把课本上学到的知识教给小白羊。

小荞教给小白羊数数儿：1，2，3，4，5。
小荞教给小白羊读拼音：a，o，e，b，p，m。
小荞教给小白羊读汉字：天地人，你我他。
小荞教给小白羊读唐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

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小荞认真教小白羊，小白羊瞪着毛茸茸的眼

睛，好像听懂了小荞的话。小荞教累了，也会教给
小白羊唱歌：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
知道的小草……

有一次，小荞唱得高兴了，唱了一首又一首，
她对小白羊唱：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块
宝，投进妈妈的怀抱，幸福享不了。世上只有妈妈
好，没妈的孩子像根草……

小荞唱着唱着忽然哭了。她摸着小白羊的鼻
尖说：小羊，你和我一样啊，咱们都是没有妈妈的
孩子啊。

小荞一哭，小白羊也跟着咩咩叫。小荞擦着
眼泪朝远处看，远处是田野，再远处是树林，目力
所及之处，是蜿蜒起伏的山峦。天很蓝，水洗过一
般干净。有一只不知名的鸟儿振翅飞过，转瞬即
逝，没在天空留下一丝痕迹。泪眼蒙眬里，小荞想
起了爸爸去世的情景。

那个冬天，在一个寒冷的下午，妈妈带着她去
火车站，那是小荞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坐火车，
第一次在火车上吃方便面和火腿肠。小荞高兴极
了，她像只飞出笼的鸟儿一样，看着哪里都觉得新
鲜。一路上，妈妈不说话，只是不停地擦着眼泪。

小荞跟妈妈坐了一夜的火车，然后又转坐了
一辆公交车，来到一片乱哄哄的厂区里，到处是
轰鸣的机器、忙碌的人群。小荞和妈妈被几个神
色木然的男人带领着，坐上一辆面包车，来到郊
区的一家医院里，妈妈跟在那几个男人身后，快
步朝一片房子走去。小荞跟在后边，她歪歪斜斜
地跟在妈妈身后，眼前的光线越来越暗，气味越
来越潮湿，仿佛一把就能拧出水来。小荞跟着妈
妈进了一间阴暗的房间，她听到了妈妈爆发出的
哭声。

小荞站在他们背后，从大人双腿之间的缝隙
里，看到一张木板床，床上摆放着一个盖着白布的
人形。

那是小荞第一次面对生死离别。
小荞的爸爸是得胃癌去世的。正在工厂里上

班的爸爸，突然肚子疼得直冒汗，后来疼得满地打
滚，被工友们送到医院时，被确定为胃癌晚期，从
发病到去世，不过七天的时间。小荞爸爸临死的
时候，在病床的墙上，歪歪斜斜地写了一行字：荞，

你要好好学习，长大做个有用的人。
小荞的爸爸识字不多，他把“有”字写成了

“友”字。

五

爸爸去世之后，小荞时常在半夜里听到妈妈
的哭声。妈妈的哭声时断时续，小荞从门缝里看
过妈妈哭的样子，她捂着嘴巴，哭声从手掌缝里挤
出来。妈妈歪斜在床上，浑身哆嗦，就像一棵在狂
风中摇摆不定的树。

妈妈哭了一年多的时间，就从这个家里离开
了。

妈妈撇下小荞走了之后，在村里人眼里，小荞
就成了一个可怜的孩子。村里人主动给过小荞很
多帮助，小荞接受最多的，就是同龄孩子穿旧的衣
服。村里人送来的衣服款式不同，肥瘦不一，小荞
穿着那些旧衣服，怎么都不合身。小荞觉得别扭，
走路的时候也跟着抬不起头来。

有一次，邻居带着一个城里的女人到了小荞
家里。那个女人领着一个和小荞差不多大的女孩
子。女孩子穿着花衣裙，脸蛋粉嘟嘟的，扎着朝天
辫，就像一盆精心饲养的花，羞答答的，说话嗲声
嗲气的，对小荞家里的模样好奇，探头探脑左右观
望。

那女人呢，脸上抹着油亮的颜色，卷发，红唇，
弯眉，身宽体胖，她进了小荞家里，眉毛上下挑动
着，有着居高临下的神情。小荞仰脸看了她一眼，
便低头不敢再看。那女人四目环顾，探头看了看
小荞的床铺，掀开锅盖看了看小荞吃的剩饭，然后
低头皱眉对女孩子说道：宝贝，你要认真学习啊，
不然以后也会过这样的穷日子！

女人说着从挎包里摸出钱夹，掏出二百块钱，
她把钱朝小荞晃了晃，拿着钱的手戳到小荞鼻尖
上，高声说：这孩子真挺可怜，拿着买点吃的吧。

女人对那个小女孩说的话让小荞觉得难受，
就像一个看不见的耳光打在了她脸上。女人居高
临下给她钱的神情，也让她觉得压抑。小荞咬着

嘴唇，把嘴唇咬得生疼，觉得眼泪都快要淌出来
了。

邻居在一旁对小荞说：荞，拿着啊，谢谢这位
阿姨。

小荞哭了。
小荞哭着奔出门外，边跑边哭着说，我不要你

的钱。
那天上午，小荞在南河边的草地上坐了很长

时间。她好像从来没有这么委屈过，她想起了去
世的爸爸、消失的妈妈、年迈的奶奶，想到了和她
一样没有妈妈的小白羊。她想着想着，眼泪滴滴
答答地落在草丛里。几只蚂蚁被小荞的眼泪淹着
了，慌乱而无助地挣扎着。小荞轻轻地把蚂蚁捏
到一片干松的地上，轻声对蚂蚁说：对不起，真的
对不起，我伤着你们了。

小荞专注地对蚂蚁说着道歉的话，没发现奶
奶来了。奶奶摇晃着瘦小的身子，坐在小荞身
边。奶奶没吱声，低头陪小荞看蚂蚁。

片刻之后，奶奶才叹了一口气，抬手摸着小荞
的头说：荞，奶奶告诉你一句话，人穷志不短。咱
家虽然过得穷，这只是暂时的，你要相信，等你长
大了，咱们的日子就好了。

小荞说：咱们怎么才能过上好日子呢？
奶奶说：想过上好日子，就要朝好日子上奔

啊。
小荞说：那怎么朝好日子上奔呢？
奶奶说：日子是一点一点过好的，就像土多了

就成山了，水多了就成海了。就像咱家的小白羊，
小白羊长大了会生下羊羔，羊羔长大了会生下更
多的羊羔，羊羔长大了，咱家有了羊群，等羊群就
像这天上的白云一样多的时候，咱家的日子就过
好了。

小荞听着奶奶的话，仰脸朝天空看。天上刮
着凉爽的风，白云舒展，变幻不定。小荞出神地看
着，好像真有大片的羊群从天上走了下来，越来越
近，小荞甚至真切地听到了咩咩的羊叫声，好像催
眠曲一样，小荞幸福地闭上了眼睛。

奶奶也盯着天空上的白云看，奶奶擦了一把
眼，轻轻哼唱：小二妮，拔草根，拔了草根喂小鸡，
小鸡长大了，二妮出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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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了，小荞背着书包去上学。
学校在村子北边的土岭上，离小荞的家有一

里多路。小荞上学的路上，经过一棵老槐树、一座
石板桥、一家小卖部、一家豆腐坊、一个理发店，还
有一片有鸭子和鹅游戏的水塘。

平日里，村街上看不到很多人。村里的年轻
人都去城里务工了，只剩下一些老人和孩子。只
有在过年的时候，在外务工的人回来了，村里才会
热闹一些。

小荞沿着村街走，阳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又细
又长。小荞踩着自己的影子往前走，她走一步，影
子便往前挪一步。小荞走得越快，影子跟着挪得
越快。小荞想到了老师教的一个成语：形影不
离。这个成语多好啊，小荞想着，又莫名地伤心
了。

村街上很干净，只有白花花的阳光落在地面
上。自从村里来了包村干部以后，实行了门前卫
生包干制，村街隔不远的距离就有垃圾箱。小荞
一路走着，眼神四处察看，她没看到想捡的矿泉水
瓶子、废纸板什么的，小荞觉得有些失落。这些东
西积攒起来能卖钱呢。

迈上一段上坡路，远远就能看到学校了。学
校里的红旗迎风招展，一阵风刮过来，小荞听到了
上课前的预备铃声，她的脚步加快了。

小荞追着风跑，学校越来越近，在咚咚的脚步
声里，小荞隐约听到了同学们的欢叫声，好像大喇
叭里传出了熟悉的歌曲：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
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
荣富强……

咦，今天学校里有什么重要活动吗？小荞边
跑边想。学校里只要播放这首歌曲的时候，要么
是召开运动会，要么是有人来检查工作。今天是
开学第一天，学校会有什么重要的事呢？

小荞刚跑进学校的操场里，迎头便看见一片
热闹的场景。歌声回荡在操场上空，操场中央的
红旗刮得像一团燃烧的火。操场中间搭起了一座
主席台，主席台下边摆满了长条椅子，已经有同学
陆续坐在了椅子上。

看来又要开大会了。小荞气喘吁吁地奔到那
片椅子旁，寻找着自己班里的同学们，她看到上学
期和她同桌的宋明泽从椅子上站起来，冲她招手：
小荞，快过来，马上就要开会了。

小荞哎了一声，绕过一排排椅子，坐在了宋明
泽身旁的椅子上。

其他熟悉的同学也转过头来，打量着小荞。
宋明泽看着小荞的脖子说：今天开大会，你没

戴红领巾啊？
小荞立刻摸了摸脖子，是啊，怎么忘了戴红领

巾呢。小荞转身把书包拽到怀里，伸手摸了摸。
她这才想起来，昨天晚上，奶奶把她的红领巾洗了
晾在了绳子上，今天早上她忘了戴。再回家拿已
经来不及了，小荞怔怔地喘着粗气，她觉得浑身都
要塌架了，跑了这么一段路，能不累吗？忘了戴红
领巾，能不焦急吗？

宋明泽说：小荞，你待会儿还要上台领奖呢。
小荞啊了一声：我上台领奖？领什么奖啊？
宋明泽指着主席台上边说：你看，那有一大堆

奖品，听我爸爸说有你的呢。
宋明泽的爸爸是学校的副校长。小荞相信

他说的话。小荞欠身朝主席台上看，身旁几个同
学也跟着欠身朝主席台上张望。小荞这才看到，
主席台前边，果然摆放着大大小小颜色不一的箱
子。她正呆呆地张望着，大喇叭的歌声忽然停
了，操场里渐渐安静下来。学校的马校长和教导
主任出现在操场上，他们做出邀请的姿势，接着
几个男女跟着走上主席台，各自坐在主席台的椅
子上。

小荞瞪大眼睛看，哦，那个平头男人不就是前
几天去过小荞家里的那位孙会长吗？他笑眯眯地
看着台下的同学们。没错，就是孙会长，他身边坐
着几个陌生的阿姨和叔叔，也是笑眯眯地看着台
下的同学们。

马校长拍了拍麦克风，开始讲话了：同学们，
今天是开学第一天，召开这次全校大会，主要是微
公益协会来到我们学校，开展“圆梦行动”，给咱们
学校的二十个同学送来了礼物，实现了他们的梦
想。在此，我代表学校全体师生，对微公益协会的
志愿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马校长说到这里，操场上响起一阵热烈的掌
声。马校长跟着鼓掌之后，接着讲：今天，微公益
协会的孙会长和几位志愿者也来到了咱们学校，
借此机会，我想请孙会长讲讲在救助贫困孩子中
发生的一些感人故事，希望同学们能多多了解微
公益协会爱心奉献的事迹，感恩社会，努力学习，
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大家掌声欢迎，孙会长给
同学们讲话……

操场里再次响起掌声，孙会长站起身，对台下
的老师和同学们点头致意。在持续不断的掌声
里，孙会长开始了他的讲述：同学们，我还是从头
说起吧，我们走上救助贫困儿童的道路，也是因为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微公益协会的理念是，让每一
只鸟儿都唱歌，让每一朵花儿都开放，让每一个孩
子都感受到社会给予的善良和爱心……

（二）未完待续

本文转载于《人民文学》2022年第6期“新时
代纪事”栏目，责编：胡晓芳

亲爱的小孩
柏祥伟

在面对文学作
品时，读者总有不
尽的想象，因为它
是具体却抽象的，
文学作品可以作为
承载时代和读者
心理感知的一种
手段。从尚启元
所著《郭大刀》一
书中，我们可以通
过“郭澄清”这一
真实的人物形象，
读到属于他所身
处的那个时代及
其背后的风貌，那
些乡土人情，那些
岁月光辉。

在这部传记
《郭大刀》中，作者
以充满文学性的
写作手法刻画了
长篇小说《大刀
记》作者郭澄清一
生的经历。从游
记散文，到小说编
剧，再到传记文
学，尚启元的写作
是有跨度的，他以
他的文学行动印
证着他自己的文
学观：“我认为作
家不应该单一地
只掌握一种文体”。尚启元的视野和写
作显然是多元化的，从《但愿，时光如初
见》（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到《大
门户》（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版）、
《芙蓉街》（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8 年
版），再到这部刚出版的《郭大刀》，尚启
元的写作一直坚守着作为一名作家面
对现实世界所应坚守的“最后一道防
线”——扎根生活，紧紧地拥抱生活。
尚启元的文学“多元化”，不仅仅在于他
自由的穿梭于文学的不同文体里，还在
于他的多重身份，例如在写作之外，
2019年由他担任导演和编剧拍摄的纪
录片《人民作家郭澄清》相继在央视新
媒体等影视平台播出。

《郭大刀》讲述了作为主人翁的郭
澄清从一个贫穷困苦的少年成长为痴
迷于文学创作的优秀作家的历程。尚
启元用他饱沾感情的笔尖最大力度地
向我们展示了郭澄清的一生和他所生
活的时代，还有郭澄清看似平凡但却非
凡的一生。尚启元以细节呈现了郭澄
清的性格，譬如他写道：“郭澄清在医院
一直坚持写作，每晚只睡三个多钟头。
有一次，感冒三十多天，他竟写出了三
十万字。医生多次心疼地劝他休息，甚
至命令他‘停车’。他却风趣地说：‘大
夫，我的时间不多了，更要抓紧写啊！
绝不做掉队的腐卒，要不愧为炎黄子孙
啊！”

尚启元在《麦田守望者》一文中，曾
从郭澄清的文学作品联想到法国画家
米勒的《拾穗者》，在他眼里，有时候文
学与美术仅仅只有“一步之遥”。郭澄
清文学作品里的人物，犹如米勒画面中
的拾穗者一般，守望着鲁北平原广阔的
麦田。作家郭澄清因所创作的长篇小
说《大刀记》而被人们亲切称为“郭大
刀”，这也是尚启元《郭大刀》一书的书
名来源，由此也可以看出《大刀记》在郭
澄清文学创作生涯中的意义。

郭澄清的长篇小说《大刀记》作为
当代红色经典作品之一，在20世纪六七
十年代与《苦菜花》《铁道游击队》《林海
雪原》等长篇小说相提并论，影响了至
少一代读者的成长。关于长篇小说《大
刀记》，尚启元回忆说，他在初中时，就
读完了《大刀记》。在之后很长一段时
间里对其故事情节如数家珍。后来又
因为工作原因，尚启元和郭澄清的儿子
郭洪志相熟，尽管他们有三十多岁的年
龄差，但在无数个日夜里畅谈关于郭澄
清和他的文学作品，这也是《郭大刀》一
书出版背后的故事，也是《大刀记》所带
来的故事。

长篇小说《大刀记》描绘了鲁北乡
村从清末到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多年的
时代巨变和历史风貌，而尚启元的《郭
大刀》就像是一面照射着《大刀记》的镜
子，折射着《大刀记》背后的历史风景，
梳理了郭澄清创作《大刀记》的时代脉
络。尚启元细致深入的刻画了郭大刀
这一真实的人物形象，并完整地呈现了
郭大刀和他所创作的经典文学《大刀
记》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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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至的荷塘，花一朵比一朵俊俏，却谁也离
不开墨玉般的绿，那月亮似的圆。

可忙坏了小孩子，摘了荷叶戴在头上疯跑，
或擎着长杆的荷叶，像撑着绿色的伞。也有禁
不住莲蓬诱惑，赤条条下水的，一个个拧下来抱
在怀里，或远远地扔到岸上。等上了岸，顾不得
身上剌出的一条条红道子正蛰辣辣地疼，慌慌
张张地套上裤头儿，各自抱了大大小小的莲蓬，
剥了莲子扔嘴里，又拿着莲蓬当话筒，“喂、喂、
喂”地讲话，伊儿哇啦地唱着歌。又商量着再去
哪里野，就一阵风似地跑远了。

小姑娘们也喜欢荷叶帽，却更喜莲子的甜
脆，荷花的粉嫩与芬芳，就央求了野小子摘上些
莲蓬和荷花。也有不待见野小子的，就用绑上
铁丝钩的竹竿子，伸向池塘，费了劲儿捞到了
手，叽叽喳喳跑到岸边的柳树下，急急地剥了莲
子。更有小姑娘把荷叶瓣含进嘴里，或贴在脸
上。

不管是野小子还是小姑娘，都喜欢坐个小
马扎，拿本小人书，坐到水边引鱼。用一块做蚊
帐的纱布，箍在铁条的圆圈上，周周拴上四根吊
线再合成一根，系在长长的木杆，网里放上些花
生饼、鸡骨头之类放进水里，过一会儿提上来，
就有铅笔头大小的鱼、虾米和泥鳅，活蹦乱跳地
放到水盆里，回家喂鸭子或用辣椒炒了吃。

但也有心急的，才放下水，等不大会儿就提
上来，就空空的或只有几个小小的透明小虾
米。也有玩跳房子、扔沙包，或翻绳、抓石子的；
也有头抵着头蹲在地上，划了格子跳粪坑的；还
有挖些小坑玩弹球的……就有人忘了去提网，
等到玩够了想起来，提出水面傻了眼，鱼虾不见

夏在荷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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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至的早晨像历史上的秋天，清清凉凉，
以至凉得有些冷。每一个早晨的来临，都是
被冻醒后发现的。

2012年的夏，我在客厅里邂逅前所未有
的一个风景的片段，那是青春的或童年的阳
光，在东北的方向投映来的亮色，有些像加了
伴侣的咖啡，从原白的茶几上，被街上流行的
什么书刊给撞翻了，洒在海边银色沙子上一
片金色光芒。

那些细节，竟然颇有心机地雕刻了窗帘
的褶皱，像钟表里面小巧的齿轮，或一叠来信
中散乱出的半枚邮票。可能那些幼稚而认真

夏至
成岳

南荷北佛

的光线，觉得这些投影还不够完美，又架构了些
窗棂的锐角，贴在墙上，倒像了透明的集装箱的
样子。

想拿出些油彩来，就势把这光影画在原处，
又想，还是别这么功利的好。把风景锁在墙上，
就以为创作以及作品，一如将鸟关在笼子里，或
囚禁一个无辜的人，而为一种得手沾沾自喜。

这些年，我们越来越慢了，是因为经常突兀地
想到，我们匆忙中所做的一些事，不是因为欠考
虑，而是根本就没有考虑，连后悔的时间都不肯留
下。由疯子变成思想家，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想疯
对谁来说都太简单了。

这一天，像中国另外的二十三个节气，不知
谁的胜算，竟于千万年前一眼望穿了透明气体中
飘曳的星球。那双眼睛，可能是早上的第一缕
光，会照亮和不照亮视界中的一切，这光芒就是
智慧。

但我想起，夏至的前一天，也是清晨，我被什
么惊醒。第一缕光从蝉翼般的帐外氤氲，像秋天
的色温，那种碧蓝的浑厚里，因季节的成熟而酝
酿出咖啡般的沙漠，寒气从地下升起，房间的内
部浸润着满满的海底的气氛，节气这时像了水
草，或箭一样的游鱼，倏忽间逃往窗口，我飞身追
去，依然太迟了。

在窗的边缘，梦已成风，夏已化蝶。我清晰地
看见，那些蝶舞的巨大影像，冰冷而洁白。

北半球，光照最长的一天，夏至，把世界再次
拖进梦想。

流年

影，网里的引食也不见了。
黑夜里的荷塘也是不消停，鱼儿虾儿

的比高似的向上蹿，又扑楞楞地落水。大
些的鱼撒欢似地搅腾着，浪花儿冒出来，惊
得蝌蚪一溜烟似的逃远了。青蛙妈妈们跳
上荷叶，或在水草里探出个头，喔呱喔呱地
抗议着，指挥蝌蚪儿勇敢地游。

月亮升起来了，光芒雾一般地缭绕在荷
塘，凉风晃动荷叶与莲花，晚会似地手牵着
手，翩翩起舞。青蛙也不再生气，欢天喜地开
始了伴奏，就惊了柳树上的知了，一唱一和地
赛起了夏至的歌。 ■本栏摄影 成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