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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新闻深阅读 让生活慢下来

我坐在你身旁，很近。我只是要陪着
你，一步不离。临近黄昏，五月的天空，暮色
苍茫。下雨了，雨点叩击着车顶，发出吭吭
的声响。怕你孤独，怕你冷，一直用手扶着
你，把我的温暖和爱传递给你。我在心里跟
你说，爸爸，下雨了，苍天也在为你哭泣。

我一直以为，我们一家人会永远在一
起，永远不分离。但是，暴雨如注，跟泥石
流一样从头顶直灌下来，抑制住我的呼吸，
濒临窒息。

雨，一直在下。络绎不绝的亲朋都在
为你送行。可我仍不敢相信，我的父亲，
你，真的走了！

锅里的白煮蛋还在沸腾啊！似乎又听
到你说：“娃儿，过生日吃了爸爸煮的白煮
蛋，一年一滚就没病没灾顺顺当当地过去
了！”脑子里是你奔走的背影，你紧紧抱住
襁褓中的我，和妈妈从桂花园一趟一趟往
儿科医院飞跑。我老是不明原因地发高
烧、抽搐，一次又一次折腾不休。年轻的你
急得白了头发。

记得每天清晨被你撵出门去跑步，你
说：“娃儿，你从小身体不好，要多锻炼。”睡
眼惺忪沿着二层马路跑，在马路悬崖边做
广播体操。记得你给女儿们“轧板”说评
书，远到三皇五帝传说，近到朱元璋平定四
海，我崇拜你跟一本厚厚的历史书一样，随
便翻开一页，都能听到铿锵起伏的精彩。
记得我休学期间，你到处托人给我买的那
套绿色封面的数理化自学丛书。记得高中
上晚自习，你天天来学校接我，那些黑漆漆

的夜，从此有了温暖。记得你最拿手的回
锅肉、烧白、糯米肉丸子，还有堪称一绝的
云南汽锅鸡。还记得火一样的夏天，你带
着我们给地面一盆盆泼水降温，给我们摇
着蒲扇讲川剧《柜中缘》逗我们笑哄我们睡
觉的样子。记得李子坝老屋，你用生日白
煮蛋一年，两年，一个，两个，把我们一家人
紧紧串在一起，甘苦与共其乐融融的日
子。还有窗外的山峦，漫山遍野的夹竹桃，
那条通往学校的路，路边开着的那些黄色
小花，那些不朽的岁月……

零点，夜色苍茫，暴雨如注。我们去指
定的那块坝子奠祭，撑伞为你挡雨，一把
伞，两把伞，三把四把，所有的伞都覆盖着
你。默哀、敬香、鞠躬、跪拜，暴雨裹着寒
气，从头顶直灌下来，和着泪水，逼进我们
心里。

我跟妈妈说不要担忧，我会保护好爸
爸。但是，我还是没有保护好你，你的病越
来越沉重。看到泪流满面的妈妈，你说：

“啷个又来医院了？”一直和病魔顽强抗争
的你，眼里却闪着泪光。我故作调皮地说：

“老爸，还有小五呢。”你说：“是呢，还有宝

贝。”爸爸，这是我有记忆以来，第一次听你
叫我宝贝。其实，早就知道女儿们都是你
的宝贝。只是，那个年代的人，只习惯把爱
放在心底张扬在行动上。

你弥留之际，我紧紧握住你的手，我怕
我一松开，就再也找不到你温暖的手了。
爸爸，不怕啊，女儿跟你一起，拿起枪打鬼
子！你说：“爸爸不怕，不要哭，照顾好妈
妈！照顾好自己！”说完，你伸出颤巍巍的
手指替我擦眼泪，就像小时候一样。

我不哭。只是止不住泪啊！啜泣着伏
在你耳边给你背诵《心经》，一遍二遍三遍。

这是五月，爸爸。你却那么冷，蜷缩着
身体，陷入昏迷。我抱住你的头，哭到肝肠
寸断。我知道，今生此刻就是永别。

五月，泣血……
你走了。你一生与人为善，德厚流

光。你洪亮的声音、爽朗的笑容，你的刚正
不阿，甚至你的固执，都让亲友同事们无尽
怀念。这是悼词，也是你生命真实的写
照。你走了，在盛大荣耀的九十寿宴和六
十六周年金钻石婚纪念仪式之后。你走
了，一生顶天立地坚硬又柔情的汉子，你带

走了整个春天。
一直满心欢喜地陪着你和妈妈走向耋

耄之年，但是每每捧读《论语》，最怕的还是
那句话：“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
喜，一则以惧。”

爸爸，你是女儿的铠甲，你也是女儿的
软肋啊……

龙应台在《目送》中写道：所谓父女母
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
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
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
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
默告诉你：不必追。

不追。但是爸爸，这只是一次短暂的
别离是不是？妈妈说，你是去天堂为我们
建造“老屋”了。我们记住了你离去的足
迹，就像那部奥斯卡最佳动画片《父与女》
一样，总有一天，爸爸，我们会找到那条长
满青草的河床，走进你离开时划走的那条
木船……

关于分别，谁也不知道，这是一次短暂
的别离，还是永别。

那座山很高，爸爸，我知道我这一辈子
都翻不过去。思念，那么柔软，那么坚硬，
心，被硌得鲜血淋漓。但是，带上你煮的白
煮蛋，女儿是不是更有力气？

暴雨如注。爸爸，那是我们四代同堂
的哀恸，也是苍天的悲悯。这个五月，寒气
跟刀子一样，刮割着我的心。其实，既便是
老天下刀子，我也会撕开胸膛——接住！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

暴雨如注
疏影

友人说，若是用一种花来形容我，一定
非腊梅花不可，有凛然而清雅的神韵。我
只是回应一抹微笑，心想，腊梅如此得人爱
戴，究竟是因为开在苦寒的原因吧？

对于腊梅本身来说是否寂寞了些呢？
前日，挚友苏华邀我小坐品茶。说是

品茶，实则是我们二人别后一年的初次相
见，在这一年里，我时刻挂心着她，因她在
异乡打来的电话总透着忧伤和孤寂。我匆
匆赶去位于橘子园的“风烟小筑”，远远的
看见她静坐窗前，出神地看着院内开得正
好的一株腊梅。

她向我谈起过去一年的经历，动情处，
一双黑色的大眼睛里噙满晶莹的泪水，它
们在灯光的照耀下，泛起阵阵波光。她的
心里定然翻起了巨浪，不然心灵之窗怎也
关不住这浪涌呢！

她握住我的手，显得有些激动
她说:“在那里，我习惯关上灯，坐在黑

暗里，听北风呼啸。那里的冬天真是寒冷
啊，许多时候，我看一夜的风雪，看它们将
一切枯黄的、衰败的、丑陋的全部覆盖，这
个世界仿佛真的纯洁干净了一般。我感到
孤独。”

说着她转头看向窗外的梅，“在那个城
市，我没有看见过腊梅，也许并非没有腊
梅，我是不敢去寻它的，生怕寻着了它会冲
淡我的思乡之情。啊，那时我真想家！”

我给她斟了一杯梅花茶，清雅的芳香

盈盈上升，缭绕着她的眉眼，仿佛她的面容
瞬间舒展开来，如冬日初绽的梅。

“诗很美好，远方却不尽然。”她淡淡地说。
“天空始终是湛蓝的，只是偶尔有云层

遮蔽。”我斜望着窗外的天空。
“我懂你的意思，但需要好修为。”她莞

尔一笑。
“既然不是我想要的远方，又何必要勉

强自己的心灵漂泊，啊！还是这里让人安
心，土地芬芳。”她深吸一口气，仿佛真的闻
到了泥土的清新，脸上绽放出陶醉的喜
悦。“真香。”她说。

“那是梅花香。”我说。
她带我去了她的老家。翻过海拔800

米的高山，是一片开阔的平地，密密麻麻的
乡间小屋遍布。车沿着蜿蜒的小路缓慢行
驶，忽然天降飞雪。指甲片大的雪花纷纷
扬扬，青瓦屋顶炊烟袅袅上升，落下与升起
同时在一个场景里和谐共处，使我不用悲
叹落下，亦不必赞叹升起，它们融合得自然
动人，仿佛包含着生活的真理。眼前的村
庄真是美极了，使我想起川端康成的小说
《雪国》里的话——穿过幽暗的长长的隧
道，便是雪国。

《雪国》里的驹子和叶子都是极美，心
灵极纯洁的女子，她们与岛村之间的爱情
唯美又虚无。川端康成认为，终极的空虚
才是真正的美，目中所及之物，无论是鲜
花，月光，彩虹还是我们自己本身，都是“虚

妄”，因为世间万物都在变化不止。
到天晚时，村庄已是白茫茫一片，青瓦

也已不能见了。苏华拉着我向她家屋后跑
去，我们跑过的地方留下清晰的脚印，等返
回时，脚印已被新雪藏着了。

屋后一株梅花，正绽放。鹅黄的花骨朵
被晶莹的雪覆着，更显清丽淡雅。白雪的微
光映着梅，梅瓣的黄越发温润。苏华静静地
凝视着它，许久未动一动，雪花在她的发上
凝成一片薄云。我不敢发出一点儿响声，仿
佛任何一点儿杂音都会亵渎了这美好的画
面，这深刻的感情。有两滴泪水悄然从她的
眼眶滑出，立时绽成两朵晶莹的白梅。

我知道，那一刻她释然了。自然纯净
之美是会令人在一瞬间的感动中彻悟的
吧，是会让世间诸多事情变得如雪花般轻
的吧！

“我离开的时候，大地还是一片绿，如
今草根都开始腐烂了。”她接着说“不过，现
在被大雪盖住了，等雪化了，新草也就开始
长了。”

“雪化了，梅花也就落下去了。一个一
个冬天啊！要是没有四季轮转的期待，会
在冬日寂寞死的吧？”

我们不再说话，并肩走在空旷的雪地
里。听着脚下发出的“吱吱吱”的声音，感
到天地之间自己真实的存在。

夜深时分，雪停了。一道月光投进来，
照在苏华的手腕上。腕子上那道红色凸起
的长长的伤疤在月光下泛起银色来，像一
条曲折而神秘的河流，一条独属于她，独属
于一个女人的河流。它沿着月光流泻的方
向流动，寻找宽阔的出口。

雪地与月光交相辉映，恍如白昼。忽
然，一缕缕梅香幽幽地从窗口潜进来，苏华
均匀的呼吸声融入暗香里。

（作者系开州区作家协会会员）

为有暗香来
向玉清

高大的身躯
与步履的蹒跚一点不协调
他选择在每个清晨六点
成为这里最早的
早行人

时间每多过一天
他就感觉中风的魔咒
会略微松动了一点

第一声鸟鸣发现了他
然后是，第二声第三声。更多的鸟鸣
唤醒这里的静谧

浅浅笑着的老母亲
满眼温情
站在右前方，她微微伸出双臂
像是回到了四十多年前

给儿子

多年以后
或许我会告诉他
这个中午
修脚师的刀片削着他的腐肉
在他紧咬双唇，喘出重重鼻息的
那几分钟
我紧紧闭着的双眼
紧抓住他胳膊的左手
是多么的胆怯

但我不会告诉他
为了做一个勇敢的母亲
我甚至暗暗祈祷
上天啊
请将我和他的身体
在此时。悄悄地，置换一次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

温情
（外一首）

阮洁

我还在打扫庭院，储备甜酒
看一群麻雀在枝头跳跃，看一场遥远的雪
一次次落进我的黄昏

用寂静的酒把伤口抹掉
给新日子留出挥刀的新址
书桌上的新词，反复擦拭着我
明亮，这个我用余生来追赶的词
仍如我的故乡

我还要奔跑
在沉默的荒野中，不断认出新的自己
还会流下眼泪

拥抱一株草扣紧衣襟的姿势，闪电过后，
我的脚佩叮当作响

都是被绳索捆绑的人
刀锋过后还有耐心抱紧，还敢开口说出

证词
自己的怯懦，要自己一点点来收购

问好，向新的旧的利器的微笑问好
向满是汁液的街道问好，向手中的自己

的命
问好

要点一盏灯，给雨水和流浪的人
要把体内的河流记录好
要仰起脸想你，听万物的惊叫声雪
一样解构
要小小的埋伏，等光来
把一切忽然照亮

（作者系渝北区作协副主席）

新年好
单宇飞

心/ 香/ 一/ 瓣

生/ 活/ 随/ 笔 诗/ 绪/ 纷/ 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