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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新闻深阅读 让生活慢下来

有一个字，母亲既没有写出来，又没有
说出口，而是用一针一线把它绣了出来。

她说，写不出来是因为没有上过学，说
不出来是不好意思开口，只好依葫芦画瓢用
针线走出来。就这样，她总是把想表达的默
默地收储在心底，把想倾诉的悄悄地留在脑
海，把所有的情感都浓缩在一个字中。

走访亲戚时候，母亲喜欢钻进人家的
卧室，仔细观察室内布局。好为儿子搬家
装修时，提点子。一次，在表姐家，她看到
卧室墙上悬挂着一个十字绣，特别感兴趣，
便问：“那是什么画？”

“是一个行书的‘爱’字！”表姐微笑地
告诉母亲。

“多清爽的爱字。”母亲呵呵一笑，将爱
字写在了心中。

回到家中，母亲告诉我们：“她要扎十
字绣。”我们劝告她：“扎十字绣，很难，且很
伤眼睛！”

她手一摆，和我们唠嗑：“你妈扎鞋垫
都几十年了，针线的功夫还是有的。”

她边说，边起身，领我们走进卧室，而
后指着空空如也的墙面说：“要是有一幅十
字绣挂在上面，肯定会增加美感。”

父亲在一旁，打趣地说：“没想到，进城
了，还懂得了审美。”

母亲，扭过头去，撅着嘴，递了个眼色，
父亲心领神会，安静地站在那里，眯缝着
眼，面带微笑地盯着母亲。

吃过晚饭，我老婆就像一个领头雁，带
着一家子，逛街。

路过一个十字绣店，母亲跨上几大步，
追赶上儿媳，拽住她说：“进去看看如何，我
也来学着绣绣！”她，像个小姑娘似的，逗得
大家直笑。

进店后，大家看着墙上成熟的作品，听着
老板的介绍。我们是左耳进右耳出，只有母
亲，听得津津有味，不解处，就会问上几句。

母亲，眼巴巴的眼神里，流露出的是真
诚。我们都站得腿发麻，心里不知道嘀咕
了多少回，母亲装着没有听见。就这样，在
十字绣店，折腾了一个小时。

老板说：“家中，绣福字的多。”
母亲凑过去，歪着脑袋端详了一番，拒

绝了老板的推荐。边说边伸出手，翻弄着
架子上的十字绣。

老板十分热情地说：“您慢慢找一幅满
意的十字绣吧。”

母亲没有理睬老板，一个劲儿地翻
弄。翻弄看完一件，老板跟着整理好，放回
原位。

最终，母亲选择了一幅行书“爱”字的
十字绣。付完钱，高兴地为我们诠释选择
的原因。

或许是出自于新鲜，当晚，母亲就穿好
线，开始在十字绣上走针，直至晚上十二
点，在父亲的催促下，方才放下针线。

或许是因为喜欢，或者说因为爱。她，
坚持每天挑灯夜战。在灯光下，她左手托着
绣布，右手捏着针线。时而换一个红色的
线，时而换上一根黄色的线。在不停的转换
中，一个个针线孔被填满，涂上了颜色。

感觉眼睛枯涩的时候，她就用拇指沾
湿水，像浇花一样，用水湿润眼眶。渐渐
地，水缓解不了眼睛的疲惫。她自个儿去
药店，买了眼药水。

在夜晚，她抬着头，左手撑开眼皮，右
手捏着眼药水，向眼眶中滴眼药水。滴上
一滴，她就松开，轻轻地揉了揉。停顿片刻
后，又拿起来，继续着穿针引线。

多次，劝她放下，她却用没事儿敷衍我
们。她说要赶在儿媳生日的时候，做生日

礼物赠送。
日子一天又一天，眼药水一滴又一滴。
母亲着急地说：“我们没有什么好的东

西赠送，用一幅画表达我们的心意。”
“不着急，妈妈，你们曾经的付出就是

最好的礼物。我们都还未报答。”媳妇儿担
心地说。

继续，在夜里挑灯。继续，在绣布上，
走线。一个娟秀的“爱”字，在绣布上，格外
的耀眼。

“还好，终于赶上了。”母亲如释重负般
地说。

爱人生日，当晚，母亲拿出十字绣，递
给爱人，深情地说：“不多言，我们一家人要
像十字绣上的字一样，代代相传。”说完，她
转过身去，滴上一滴眼药水。

从那以后，母亲的眼神不好使，看东
西，模糊。我们都很心疼，母亲为了一件礼
物，为了一个字，付出了自己的眼睛，绣出
了一个最珍贵的字。

母亲，坐在窗边，能够感受到窗外的阳
光。她说：“爱会不会写没关系，主要是我
们都有；爱字说不说也不打紧，主要是我们
都去付出。字是死的，只有感受是真的。
愿我们每个人都有。”

母亲和爱人握着手，在阳台上晒着太
阳，让阳光为爱授粉。墙面上的十字绣，爱
字在闪光。
（作者供职于巫山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要过年了！年画的脚步随之就近了，我们
好像很远都能听见。

多年前，每当过年要贴年画时，我们就像“打
了鸡血”似，格外激动兴奋，好几天都睡不着觉，迫
不及待盼望着父亲早点把年画拿回来。望呀望，
终于望到父亲把年画拿回来了。年画拿回来一
般都卷裹着，还没等父亲打开，我们几兄妹就争先
恐后跑上去从父亲手里把年画抢夺过来，都想先
睹为快。有时还为此吵架，拌嘴。每当这时父亲
沉着脸干脆就把画收回去，然后拿给没有争抢赢
的最小的妹妹。同时，还把我们大的几个骂一顿。

年画拿回来，就是贴年画。父亲只负责把年画
拿回来，贴的任务一般都是我们大的几个来完成，最
小的妹妹只是旁观。平常时候家里是没准备糨糊
的，也没有胶水，我们就先用饭粒粘放在四个角上，
四个边的中间，接着用食指用力摁着把其抹散……
最后才粘贴在墙上，门上，或屋子的其它地方。有
时嫌麻烦，就偷懒，干脆就用米汤糊来粘贴。贴上
去的时候，我负责贴，其他的负责看歪斜没有歪斜，
方正不方正，位置高了还是低了。为了贴在哪里，
位置的高低，我们也为此经常发生争执。年画贴的
位置都不高，也不能高，一定要满足看日历的方便。

记得有一年父亲把年画拿回来，是一张山
水风景画，画上的风景是美丽黄山，有奇特的山

峰怪石，有缥缈的云雾仙境，有
红红圆圆的太阳，有盘虬卧龙，枝
干歪斜延伸过来著名的迎客松。画里
好像还有徐徐的风从风景里吹拂过来，
吹拂过去……父亲刚把画放在桌上，跟以往一
样，我们几兄妹都争先恐后跑上去争抢，要先睹为
快。弟弟眼疾手快最先抢到，我就上去想从他手
里拉扯过来，叫他先让我看了再给他看，他不干，
我们就把画争扯起来，你坚决不让我，我坚决不让
你，只听“扑哧”的一声，画就被我们扯撕破为两大
块。结果我被父母好好地，狠狠骂了一顿。那张
扯撕破了的年画，后来有的被我们用来折叠成为
纸板，有的被我们用来包新学期发的课本书来了。

我家所有的年画里，我记忆最深刻的除了
被我和弟弟撕破那张，就是这三张了：一张牡丹
画，一张人物画，还有一张刘晓庆的日历照。

那张牡丹图年画是摄影画，也是日历画，贴
在我家卧室兼我们做作业，读书书屋旁一个老
黑立柜的门上，哪一年贴上去我已经记忆不清
楚了，只清晰记得画面几朵牡丹。牡丹是洛阳
牡丹，又大又红，花瓣多层翻卷，几只蜜蜂嗡嗡，
还有两只伏在花蕊，还有一些露珠……整个牡
丹鲜艳欲滴，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牡丹旁是几
片翠绿叶子，看上去水汪汪的，娇嫩嫩，给人的

感觉也是鲜艳欲滴，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的。花
的下面就是那一年的日历。那时我有事无事都
爱望着那画犯傻发呆，就是读书，做作业时也
经常如此。

那张人物年画也是摄影画，画面是一个年
轻貌美女子，样子看上去20出头。大波浪似，
卷曲秀黑的短发，弯月眉，苹果脸蛋，面带浅浅
淡淡，似笑非笑的笑容，一双感觉时时刻刻都在
说话的杏仁眼。我也时常爱看那画，看着，看
着，她好像是专门针对我在笑，就好像从画里走
出来，款款向我走来。画下面的标题叫：顾盼。
我不知道那是一个词语，还是一个人名字。后
来我开始学习写诗，还把那个标题“顾盼”和我
道听途说知道来的，著名诗人车前子胡乱联系
起来，听说车前子的原名就叫顾盼。再后来知
道车前子是男的，才发现自己那时的联系真的
是滑稽，乱扯胡弦。

至于刘晓庆那张日历照年画，是上个世纪
80年代初的时候。微烫后的披肩秀发，微笑的
苹果脸，凹凸有致的苗条身段。她的旁边背景
是一片金黄灿烂的菜花。关于那幅画，画里的
刘晓庆，也是后来在资料上才知道的，那张日历
照，是拍摄电影《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时照的。

日子一年一年翻过，老家的年画也在一年
一年的翻过、翻新。渐渐地，从风景翻过，翻新
到明星，一切越来越充满着商业广告气息。不
过，想起老家那些年的那些年画，还是很让人
难忘。 （作者单位：长寿区北城中学）

一
我把家门前与屋后的花园取名为“归园”。

归有一种朗朗上口的意韵，也有回归故土的亲切。
这个归园，是我和母亲共同打造的百草园。

在百草园中，我们种下了枇杷、石榴、金桔、柠檬、
三角梅、菊花、蔷薇、腊梅、杜鹃、月季等几十种草
木。每天，我喜欢到“归园”去看看花，看看果树及
蔬菜。植物的情感是丰富多彩的，情感的转换有
时候需要一个季节，有时候只需一片阳光，一阵
风，或一场雨。植物的语言常常是缓慢的，它们不
急不躁，不争不抢，它们知道哪一天发芽，哪一天
开花，哪一天结果，哪一天枯萎。性急的我，跟随
植物的脚步，让自己从外而内地慢下来。

待到瓜熟蒂落时，它们内心的火种一定会
以饱满的形态带给我惊喜与感动。

二
我和母亲把门前的空地利用起来。母亲松

土，我种花。空地多年荒废，土壤的表面已经坚
硬。母亲用锄头先把地松一遍，再俯下身，用胳
臂的巧力在松过的土壤中再挖一遍，一块土地
就变得稀松平软。母亲像在乡间种菜一样，挖
出几个浅浅的坑，按照“田字格”的排列，把花朵
的位置腾出来。母亲不懂艺术，但和土地打了一

辈子交道，多年来插秧种菜的
农作经验早已在母亲心中养成
了生活的美学。

我把花盆里的月季、杜鹃、栀
子花、三角梅移出来，按照母亲的布局，让它
们扎根土壤。只有根须向下，花朵才能对着
阳光向上。

我相信，我和母亲亲手打造出来的“归园”，一
定是雅致和迷人的。我每天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
去园里看看树枝的拔节、花蕾的绽放或是生长的藤
蔓，我的内心就会变得宁静与开阔，舒适而快乐。

三
虽然我从小在农村长大，但对于丝瓜、黄瓜

等农作物的长成，我的认知是模糊的。初夏，母亲
把丝瓜、黄瓜苗种在了“归园”，并用薄膜覆盖，还
在它们的身边插上了竹竿，让它们肆意攀爬。

母亲坚持给它们施肥、浇水，蔬菜苗像初生
的婴儿，每天都有变化，每一天都是礼物。比如
我头天夜里观察到黄瓜苗的藤还在原地，第二
天一早却发现它们已爬上了竹竿，像一种致敬
或问候，仿佛它们不是长出来的，而是像诗歌一
样，从诗人的笔端和思想深处淌出来的。看似
纤细的藤，挂的果实却是沉甸甸的。黄瓜与丝

瓜像在赛跑，此起彼伏地长着，大大小小的果实
把热爱与依恋扣在藤上，就像把自己的一生交
给雨露、夏阳和秋月。

四
朋友半秋从云南砚山为我寄来了20棵石

榴树苗。我和树苗第一次“见面”后，我的态度
是不屑的。树苗就是枯枝，他与生命力强劲、石
榴树的繁茂有何关系呢？

石榴苗种在前屋影响美观，我就把“枯枝”种
在屋后，在不起眼的角落让它们自生自灭吧。树
苗种下后，我每天都去观察，期待能有奇迹出现，
但是两三个月过去了，枯枝依然是枯枝，完全没有
想存活下去的样子。就在我准备将枯石榴连根
拔起准备替换其它植物的时候，枯枝上竟然发出
了新芽——它们的灵魂深处一定隐藏着神秘的
力量。我俯下身子，仔细观察石榴树的模样，一层
又一层的嫩芽在枯树上攀爬，那么欢乐又庄重，生
命的仪式感在爱与陪伴中与天地同行。我为力
量的集结与生命的重生而感动，一棵小树苗，给它
泥土与时间，它就会给你希望与奇迹。

按照朋友半秋交代的方法，我和母亲不定
期地给石榴修枝、施肥。半年过去了，二十棵石
榴如今已全部存活，在我的“归园”里大大方方
地长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我不期待它们都能“修
成正果”，只希望它们能和我相互陪伴，一起沐
浴“归园”的春秋冬夏。
（作者供职于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健康管理科）

清栖谷（外一首）
刘成林

清栖谷的柳条
不是普通的柳条，是

汉朝的
在风中
它们像活泼的少女荡

着秋千

清栖谷里的鱼
朝你吐出的泡泡，不

是泡泡
是鼓胀的呓语

清栖谷里的水
静静地流淌
仿佛每一滴
都有干净的骨头

清栖谷里的人
都是古典的人，他们

着汉服
走在幸福的小路上

美丽的瞬间

夕阳下
寂寥的湖面上
荡漾着明晃晃的光

她扎着麻花辫子
着印有水墨画的旗袍
捧着一本古书
站在岸边读生动的文字

风从远方吹来
不光掀起了她鬓角的发
还翻乱了她手里的书
她一时手忙脚乱

惹得树上的那只鸟儿
开怀大笑

那时，她面若桃花

（作者系重庆新诗学
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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