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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江亭别战友

长风万里送行舟，
雪浪惊涛壮此游。
三国纷争遗楚剑，
两军对垒失吴钩。
弓呜箭匣荆州渡，
火化艨艟赤壁楼。
千古英雄俱往矣，
一樽还酹大江流。

过昆明

无边绿海令眸开，
耸峙青峰锦绣裁。
遥对西山迎紫气，
纵观滇池畅胸怀。
寺钟悠远云中响，
山水清凉天外来。
好个春城多彩地，
有情有韵有琼台。

题儿童节
——六一儿童节，老年朋友扮萌
凑热闹过节，诗翁成图有绝句叹之。

松有虬枝自刚强，
风霜不改气轩昂。
人生休拒年龄迈，
淡定从容幸福长。

夜饮南岸

灿灿虹霓映两江，
滔滔江水汇无双。
遥向朝天门岸座，
渝州壮景畅胸腔。

璧南访战友

青溪汩汩说春花，
白鸟啾啾闹晚霞。
垂柳宅前频招手，
月光檐下煮清茶。
半生聚散连天意，
一世尘缘未有涯。
历尽沧桑情不老，
流泉声里听琵琶。
（作者系重庆市诗词学会副会长）

耕夫
行吟（五首）

耕夫

土地是母亲的命根子，母亲是我们几姊
妹的命根子，菜园是我们一家人的血脉。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打记事时起，我就
牢牢记住了我的居住地：大足县邮亭公社前
进大队三大队皮罗寺（音）大桥。我家很早

就有几小块自留地，院子后坡竹林边有
一块，院子左面小河山坡上有两块。竹
林这块挨着宗室祖坟，山坡两块挨着公
公（方言：爷爷）婆婆和父亲的坟茔。

自留地的背坎上都种了桉树，一棵
一棵的层次错落，枝繁叶茂，却又不至于遮
挡菜蔬的阳光，像父亲守望孩子。桉树是父
亲生前种下的，一则可做菜园标识，二则可
做柴火，三是它们成材后能打成家具做我和
姐姐的嫁妆。

父亲传下的自留地成了母亲的金疙
瘩。我感觉到每一颗土粒都在她眼里闪着
光。为了多挣工分，多分粮食，她白天和男
人比拼，干最重的活儿，晚上回家一般会喝
一小杯高粱白酒，说可以治疗腰痛胳膊疼。
酒能止痛，这是我对酒的初次认识。

喝了酒后，母亲就砍了院坝边疯长的竹
子（竹子也是父亲栽种的），哪怕三更半夜
了，也要划拉成篾条，编成竹篱笆，把菜地圈
起来。

竹篱笆在菜地周围绵延，像母亲的呵护。
蔬菜们高兴极了。尤其是那些藤蔓菜

蔬，四季豆、豇豆、丝瓜和冬瓜等，它们奋力攀
爬，努力拓宽疆域。母亲是一个天然的植物
学家，抑或数学家。春夏秋冬种什么，菜地中
间、过道和边上种什么，绝不含糊。一年四
季，菜蔬们总是各司其职，从不浪费一丁点空
间。因为它们明白：每一片叶子，每一粒豆
粮，都可以变成新鲜血液，以补给那个拼命喂
养它们的女人，以及她身后那几个嗷嗷待哺
的孩子，尽可能满足他们旺势生长的生命。

才几岁的我，不如哥哥姐姐们那般懂
事，总是哭闹，吵着要吃香喷喷的大米饭，拒
绝每餐的酸菜稀饭。母亲就用瓦罐单独装
一把米，放在柴灶里焖熟给我吃。

柴灶很大。铁锅也很大。
柴在灶膛里“哔哔啵啵”地燃烧，不知道

是兴奋还是难过。母亲用这口大铁锅烙麦

饼、熬酸菜稀饭、做锅巴粥……因为
缺少油的滋养，大铁锅很是抗议
母亲的做法，总是豁口漏水，于
是铁锅底部出现了很多补丁，像
长满的麻子。

柴是庄稼收成后的玉米秆高
粱秆稻草之类，以及笋壳竹叶、桉
树枝等。还有冬天母亲从巴岳山上
背回来的松树枝，当它们在灶膛里发出“嘶
嘶”的声响，仿佛在跳舞和奏乐，笑得很灿烂
的样子，这是要过年了。猪肉在锅里翻滚，
我趴在锅台上流口水；白酒摆在堂屋四方桌
上，等待一场家庭盛宴。酒是快乐和幸福的
因子，庆祝着年的到来。

柴的燃烧就像我们生命的接续，灶膛里
不能没有火焰的跳跃。一天早上，房后的柴
烧完了，放学回家的我，居然看见母亲在生
产队高洞子水库的悬崖上捋青杠树枝！而
悬崖下就是深不见底的水库，粼粼波光仿佛
就是刀片，等待着胆敢冒犯它的人。我脑袋
顿时一片空白，嘴巴张大了，却又不敢喊她，
只能呆在那里，看她不紧不慢理好树枝，割
掉周围的茅草……

悬崖上的母亲，镇定自若。但菜地边的
母亲，却像一头发怒的狮子，毛发耸立。她
叉着腰，愤怒至极，破口大骂着。该死的贼
娃子，偷了自留地边的两棵桉树，白亮亮的
树桩像刀尖，扎在母亲的心窝上。桉树是父
亲栽种的，桉树下，是父亲长眠的地方。他
在看着菜地呢，看着母亲呢，看着母亲身后
的四个孩子呢，看着他女儿的嫁妆呢，而其
中两棵树竟然被小偷偷走了！

那天晚上，我们都陪母亲喝了酒。酒像
火焰在我心里烧灼，我能感受到她的痛苦和
酒的痛苦。

我三岁那年父亲去世，我几乎记不得他
的样子。曾几何时，我一度把桉树当做是父
亲的样子。它们有突兀的根，笔直的干，分
散的枝叶，褐色的树皮。桉树叶子黄了后掉
进菜地，腐烂后为蔬菜们提供营养，而落在
地上的树枝被我们捡回家，在灶膛里“哔哔
啵啵”地燃烧，像和人在对话。

母亲时常自言自语，对着菜地，对着竹
林，对着桉树。在她心中，父亲仿佛一直都
在。我常常想，如果母亲识字，应该是一个
天赋极高的诗人，写给父亲的词句可以穿过

时空，透过万物的灵性传回大地。不识字的
母亲，却陪嫁了一个很大的书橱。父亲是个
读书人，比母亲大十多岁。父母间的爱情有
多少细节，我不得而知，但母亲是非常“恨”

父亲的，逢年过节，她会煮了刀头肉，备
上一盅酒，“给你们那死鬼子老汉烧
香去”，一声狠狠的吆喝，直到我们
长大成人都如雷在耳。

酒，在父亲的坟前飘香。它
成了我们血脉的链接和灵魂的交
流。

父亲是一名党员，是社主任，
管理着十里八乡，每天都在外奔波忙

碌，从来顾不了家里，以至于劳累得病早早
去世，这应该是母亲怨他的主要原因了。

父亲走后，母亲就是我们的天。
春天的光景最好，夕阳把天边染得斑斓

多彩，母亲蹲在地里，脸色柔和，眼神明亮。
虽然菜地被挖了几遍，但她还是用手把大点
的土块掰细。虎儿菜种子被均匀地撒在了土
面上，这是母亲的传统种植，每年都少不了它
们。虎儿菜的叶子像老虎耳朵，牵很长的藤
蔓，结紫红色的果实。等它们出土发芽，绿油
油地铺满菜地时，母亲便开始采摘卖钱。

凌晨四五点，天很黑，母亲起床了。她
挑着菜，打开手电筒出了家门。她要趁天亮
工人们上班之前，赶在七八公里远的长河煤
矿去卖，以此换回我们几姊妹吃的、穿的和
用的，甚至于越来越多的学费。“你们一定要
多读书，长大了有出息。”这是母亲对我们说
的最多的一句话。

1976年我上小学时，学费是3元5毛，
母亲卖了一夏的虎耳菜才凑齐。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老家实行了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我们家分了相应的地和田。
虽然分到的地很远，几乎就在生产队的最偏
远地方，毗邻铁路，但这丝毫不影响她高昂
的斗志和热情。

八月，罕见的丰收季。暑热未消，烈日
下，人们抢着收割稻子。沉寂已久的生产队
晒谷场重新热闹起来，我家在后院山坡新辟
了晒场。风车不停地转，稻谷堆满了粮仓，
树下到处是草垛。

吃新米饭那晚，母亲喝酒了，她很高兴，
又自言自语，也不知道父亲听到没有。

那天晚上，大哥端着刀头肉，端了一盅
酒，还带了母亲特地买的苹果，这是以前从
不曾有的奢侈品。我们依次祭拜亲人、天地
……酒，仿佛抛弃了它所有的苦痛和往事，
从此带我们走进了另外一个新天地。

（作者单位：四川南充市文旅局）

母亲·菜园·酒
邹安音

香炉山

一株杜鹃的骨架，让我想起了嶙峋的
父亲
和在苍穹里与他告别的凄厉
这山峰，高过
故乡的每一条河流

在香炉山，干脆说在悬崖上
每一朵杜鹃
都是一支利箭，目光炯炯

我和一只羽毛并列，在风中被冻成一
幅画

迅速
向红色的海洋靠近

韩溪河

水，有月光之味，有刀枪之影
有马蹄之声

从秦出发，穿过茫茫米仓山的寒流

拼命摇我
好比水摇河里的石头，或者时间摇一

个姓刘的王朝
也许
是我在摇自己的历史

我醒来时，它
并不叫韩溪河
彻夜追赶的人，和彻夜逃亡的人
都被从汉中飘过来的雾
赶走了

刻在河岸上的名字是萧何与韩信
故事发生在四百年以后

米仓古道

现在，我背着山里的特产从这里出发
或者背着布匹
或更沉重的盐，从远方归来
脚下踩着悠长悠长的
米仓古道
你能猜出我是哪一个标本吗

我还想扯起嗓子吼
把背二歌广场的背二哥全部吼醒

让他们来当一回
今天的游客

那些蹩脚石碑刻录的诗
一定会复活
时间要推迟到巴山夜雨涨秋池
李商隐来给米仓古道剪彩的
那一天

蜀门秦关

过了这道门，就回到了三国时期
君王的马车高高扬起的尘土
难道不是光雾山
千年不散的雾么

出了这道关，就回到了三秦大地
明月高悬

江河万里
古都一世繁华被华清池全部洗涤

在川陕边陲，昔日的汉王台
被一群从天上来的人用
明天说今天的事的方法
揭开了谜底
谜底，被两匹彪悍的骏马
拖向蜀门秦关

光雾和谷

从此，我可以喂马、劈柴
做一个幸福的人

6万亩土地是我的
70公里林海步道是我的
那些年，积劳成疾的肺可以洗洗了

我有一所房子，光雾和谷
川东偏北
北纬32度

如果你愿意，我送你
每立方4万个负氧离子。我们
一起听巴山夜雨
一起与一只羽毛飞
一起看满山红叶

直到光来雾散开
直到我们慢慢变老
（作者简介：周鹏程，70后作家、诗人，四

川通江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重庆新诗学
会副会长、《三峡诗刊》主编、《重庆政协报》副
刊主编，连续两届获重庆晚报文学奖。）

和一只羽毛
回到南江的雾里（组诗） 周鹏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