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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DONG RIBAO

旧书扒出来看看的感觉，旧衣服扒出来
穿穿的感觉，竟然奇妙相似。从书房、卧室、
沙发几百本书中扒出这几本旧书，从压箱底
儿里翻出这几件旧衣裳。扒翻的感觉就是
一样的，找宝贝，找久违的熟悉又陌生的宝
贝。这些旧书啊永远不会埋藏，这些旧衣裳
啊永远不会过时，或许别人眼里不是，但在
我眼里总是这样的。所以，旧书总不舍扔
弃，不定哪个时刻灵光乍闪，就想扒出来读
一读，那些之前未读过的自然新读新感，那
些读过的重读，也因时光发酵出新滋味儿。
所以，旧衣裳总不舍丢弃，时尚流行轮回的
反复着，扒拉出来没准又是潮流，还别有复
古特殊的味道。且我这些些岁数女子，衣服
品味应该不再追求时髦了而是朝向气质型
迈进靠拢。老书旧衣裳，全然不搭界两者，
存有的类同，碎片、整体，你我、他者，沿袭、
异化，潜藏了多少生命密码！

时光挺短，夕阳洒金，那一瞬如何也捕
捉不到的短促。一秒钟的时间很短又很
长，你享受至上的快乐，你经受难忍的痛
苦，希望这一秒钟延长或者飞逝。更多的

滴答滴答在沉睡中，浅酣里，不知不觉度
过。觉知一秒钟，镜中，皱纹锁住眼角，白
丝爬上额头，眼神倦怠身形疲乏。在一秒
钟出生了，在一秒钟长大了，在一秒钟青春
了，在一秒钟老去了，在一秒钟得到失去顿
悟迷茫。杨柳青色告示一秒钟时间的讯
息，而下一秒似乎明了什么正在等待着，又
在等待什么。而在这个固定的时刻，叶子
倦了虫儿乏了，只有，桂花儿半睁着眼睛，
她们集体惺忪，放射迷离味道。眼前这支
沉香，原本盖不过满园桂花儿香。只是因
为在这个固定的时刻，陪伴只身于我，因而
有了属于自己的意义。

时光很长，望不尽晨光微露，身影颀
长。记得每一株樱花树在哪里，譬如记得每
一个你给的春日。很久了啊，那些闪动的模
样恰似短暂的樱花季，飘散风中。远远的清
笛，裹挟风里，淡去，偶尔的，又随风打了个
转儿，回眸一望。清凌凌回声，在这颗沟壑
之心，浅浅又咯疼的怅惘。时光是最有效
的检验师，验出一切，忠诚，妥贴，奉献，爱
的程度，等等，都可以用时间这把标尺衡

量。时光之前满足着，时光之中黯淡着，时
光之后茫然着。那颗根植于心底的种子，
怎么也想像不到时光过程里的各种模样。
那最美的时光总是走得那么急呀，像跃动
在草地上方的悠扬歌声，团着团着飘了散
了。那就光着脚丫儿在草地上，任露珠打
湿，浅唱低吟，将柔软温润的心裸露，一起
芳香馥郁。随着年岁增长，我们回首往事，
不是单纯地回忆往事。往事中的芬芳，苦
涩，甜蜜，悲戚，都是生命中的窑藏，由着岁
月流逝，酝酿各自清芬。

有两种时间。一种是时钟表上的刻度，
任务式习惯式。一种是心灵上的时间，没有
一种刻度方法来衡量计算。两种时间交织
于一起，有了人生的百般滋味，道得清道不
清说得明说不明，各人心里方能体悟。刻度
时间与心灵时间，础了基奠，长了延伸。时
间就默默停伫在那里，流逝在那里。两种时
间，依据命运的安排、心底的选择。

有很多个我。有很多个角色的我，有很
多个状态的我。因为处于不同境遇，自然生
化而成很多面。有意思的是，独处时，也会

发现很多个我，打架，拥抱，嘲讽，和谐，打
盹，揶揄……“我们”益发迷眩朦胧起来，边
界清晰交集重合离析，那是时光飘然又停顿
的眼眸凝结处，是时光窖藏的生命密码。我
在大街上追逐月亮，旁人也在追逐他们的追
逐。我们各个那般相异又如此存同，都在同
一个月亮之下，仰望。春天，所有的一切在
开花，有的花开不为果实，有的人追逐不问
结果。无论追逐什么，保持优美纯净，守住
心底执拗做好自己，优雅自芳华。

那些年一起看过的云和落日书写遥远
天际。什么改变容颜改变内心改变情感？
这世界永远不会改变的唯有改变。回首，那
些一起看过的云和落日，那些日子已然模
糊。不是岁月衰老容颜不是时光黯淡心境，
一切都是悄悄儿的悄悄儿的，飘荡的尾翼啊
也静悄悄吹拂眼前。如果可以将时光吹回
去又吹回来，我不知道愿意停留在哪一刻。
哪一刻都不能欢畅生命，哪一刻都带着疼与
痛。没有永恒的不变，只有变化永恒。

人间世，出离，沉潜，纯然，复杂。各样滋
味，你便是品尝过了，才是丰富而原本的人
间世。你有你的人间，我有我的世界，殊异
貌似，质素相同。离析了，撕扯着，回旋来，
尚贪恋着的吧，是些些“欲望”，那“要得”的
心思，夜幕之中繁星点点，闪闪的光子勾着
心儿与眼。

每个人都走在开悟的路上，一念执着，
转身天涯。

如今在故乡恐怕很难见到酸枣了。那是故乡的一种
植物，长在岭上，遍布乡间，随处可见，并不起眼。酸枣在
老家的南岭居多，那里虽然是岭，然而水肥却很充足，因而
成为它们的乐园。

在故乡曾经有很多岭，那是一种独特的地理形态。故
乡的岭不是山，没有山的巍峨，也没有山的俊美，因而实在
无法称之为“山岭”，当地人只习惯称之为“岭”。如果从远
处望去，便会发现一道道岭绵延起伏，那是大地的皱纹
吗？或者是群龙俯卧吗？或者是土地上起伏的涟漪？平
坦的大地隆起来，横亘在面前，非常壮观。岭一般呈东西
走向，于是便有泉水向两侧流去，形成一道道小溪。那些
小溪很小很小，然而水质很好，非常清澈。

故乡的岭上常常有大片大片大大小小的鹅卵石，鹅卵
石之间存在少量红色的泥土。人们曾经以为那里会寸草不
生，其实不然，那里长出了各种各样的树木，也生长着大片大
片的酸枣。岭上的树木以刺槐为主，长的密密麻麻，外乡人
进入其中常常会迷路。就在那片树林边缘，在岭与洼地的交
界处，树林子已无退路的地方，灌木林发展起来了，而那些灌
木中的典型代表就是酸枣。那些酸枣看上去低低的、矮矮
的，非常不起眼，大人是看不上的，只有孩子们最喜欢。

我们小时候并不敢到树林里去玩，它太幽深、遮天蔽
日，有时候还会遇到蛇后者其他不知名的物种，让人觉得
心里发慌。林子的边缘成为孩子们的乐园，可以挖泉眼，
或者摘野果，酸枣便是野果中的典型代表，酸的够味，足以
满足口腹之需。

那些酸枣默默长在那里，没有人知道它们什么时候开
始出现在这里。它们在这里生长的历史也许非常久远，至少
在那道岭形成之后便有了吧？我们当年摘酸枣时常常被刺

伤，它身上的刺实在太多了，扎到衣服上，或者扎到手指上，有些钻心的疼。然
而我们并不怨言，依然游玩如旧。在荆棘中穿行而不被刺伤，这种可能性恐怕
并不很大。其实酸枣本无伤人意，只是我们贪求它的果实以至于此。

作为灌木的酸枣似乎乜有什么特殊的才能，低低的、矮矮的，毫不起
眼，一生生长在岭上，毫无起色，不能成材，并不被大人看好。大人们唯一
看中的是它们那浑身的小刺。人们把酸枣的纸条剪下来做成篱笆墙，把菜
园围起来，防止野狗野猪闯入。酸枣以其不起眼的身躯把“偷菜”的不速之
客阻挡在外面，因而它其实是立了大功的。

其实酸枣的功劳不止如此。它们长在岭与洼地交接的地带，那里是岭
的边缘和洼地的起点。在那里，它们以其弱小之躯锁住了岭上那些少的可
怜的泥土，保存了岭的形态，让那些树林自由生长，仅凭这一点，我们便有理
由赞美它们了。

酸枣浑身长满小刺，每年到了九十月间便会结出黄豆般大小的枣子，吃起
来很酸，半点甜味也没有，然而却是我们小时候的美味。在故乡成长的那几年
里，我们在放学并不急于回家，而是直接奔向南岭疯玩一阵，然后把每一个衣服
口袋里装满酸枣再回家。然而如今它们已经消失很多年了。因为树林被砍伐
了，岭上那些少的可怜的泥土被流水冲进了洼地，而那大片大片的鹅卵石被运
走铺成了道路，于是那些岭被一天天移成了平地，酸枣失去了成长的家园，于
是便一天天消失了，一起消失的还有那些在故乡与酸枣相伴的童年时光。

从春天不起眼的几朵小白
花，又从夏日绿叶间隐约可见的
小青果。

露珠儿在它脸上湿了又干，
干了又湿……

日复一日地重复着昨天的故事。
夏末秋初，它已经变得憨态

可掬，一副傻傻乎乎的模样。
一个挨着一个，依附在母亲

的怀里，吮吸着太阳给予的能量。
一切都在悄无声息中，沉甸

甸的它已把枝条压弯。
中秋将至，看着即将成熟的

柿子，心里痒痒，仿佛已到嘴边。
转眼间，它已由绿转红，由硬

变软，如无数盏小红灯笼在笑傲风
霜，它不但营养丰富，还有润肺、生
津、祛火的功效，尝一个，让口干舌
燥的你，立刻变得冰凉舒爽。

流淌于舌尖的甘甜，触碰着
心灵，这是柿子特有的一种果糖，
缠绕着每一颗味蕾，让你欲罢不
能，切意非凡。

记得小时候，也没有什么水
果吃，唯有土生土长的柿子飘浮
在记忆里……

把没有熟好的柿子用楝树叶
捂好，说是能催熟变甜，天天想，
日日盼，时不时的扒开来看看。

你知道的，那都怪我嘴馋，就
等柿子熟了的那一刻，真的好想。

把熟透的柿子揭去蒂盖，用
嘴对准猛吸，把肉瓤尽数吃完，注
满水，再盖上蒂，原封原样，就这
样还能看上好几天。

秋色如画，千果飘香。柿子
又熟了，一年又一年，一切都在变，
社会在进步，物产好又多，不变的
是草木的轮回和柿子的美味。

柿 子 熟 了
□ 冯旭东

玲儿呆子其实不是个呆子，她本就叫做
玲儿，之所以被人们唤作“玲儿呆子”，多是
由于她母亲——耿儿呆子的缘故。

说起来，“耿儿呆子”的叫法也不完全正
确。玲儿的母亲耿儿是个间歇性精神病患者，
大约一两年发次病，发病时对旁人也没有什么
伤害，最主要的症状就是不干活了满世界的
跑。平时她是个及其勤快的人，什么时候见她
在西边公路上来来回回的跑，就知道耿儿呆子
又犯病了。在乡下，把所有的智障、疯子、傻子、
还有这类的精神病患者都统一一个叫法：呆子。

除此外,耿儿被唤作“呆子”还缘于她异
于旁人的长相：天生驼背，背上似乎扛着一
口罗锅，一辈子都没有站直过;眼睛和嘴巴
特别大，旁人笑起来的时眼睛眯着，而她眼
睛却是鼓起，越是开心越是鼓得厉害，嘴巴
咧得能够塞得下一只梨子；嗓门特别大，但
是吐词却永远不清，有时候嚷上半天别人都
不知道嚷的是什么。

而玲儿的外形就是母亲的翻版：一样的
龇牙咧嘴，一样的口齿不清，一样的弯腰驼
背、背扛罗锅。所不同的是，她没有遗传母亲
的精神病，至少一直到她死，也不曾有过明显
的发病迹象。可是没有精神病又怎么样呢？
耿儿呆子的丫头，长得和呆子母亲一样的奇
形怪状，肯定就要叫呆子了——玲儿呆子。

玲儿和我是一个村子里的，大我两三岁
的光景，从没有上过一天的学。她家有一块
地靠近我们就读的村小学，她在地里干活时
得空就往学校里跑。那时候的村小，没有围
墙护栏门卫啥的，学校纯开放式，所以玲儿
进出自由。校长有时候看到她会骂几句，她

看见校长就绕着道走，时间长了，校长也不
管她了，她就更不把自己当做外人。

玲儿的腰上永远围着个围腰。围腰里总
是鼓鼓的，有时候是棉花，有时候是猪草，有时
候还看见她从里面拿出根脏兮兮的胡萝卜
啃。课间，我们在教室门口跳绳、踢毽子、跳皮
筋，玲儿就在旁边咧着大嘴巴四下望着，我们
跳绳时少个摇绳的，跳皮筋时少个绷皮筋的就
会喊上她帮忙。每每这个时候，玲儿就特别兴
奋，系着她鼓囊囊的围腰，顶着背上那硕大无
比的罗锅，卖力地跑来跑去，鼓起的眼睛随着
跳动的孩子们上上下下，闪烁着喜悦的光芒。
偶尔玲儿没有来，我们到有些不习惯，“咦，玲
儿呆子呢？今天怎么没有看见玲儿呆子？”

除了喜欢去学校，玲儿还特别喜欢去村
子里的理发店玩。理发店是我婶婶的妹妹开
的，我们姐妹平时理发就在那里，经常我们去
的时候就能够碰得到她。那时农村里刚刚风
行烫发，婶婶的妹妹从外面学了烫头的技术，
全乡里就她一家店会烫头，所以生意特别好，
来烫头的大姑娘小媳妇的络绎不绝。

玲儿在店里玩，最喜欢的就是看着烫头，
从头到尾几个小时。只要没有家里人找她，
她就一直耐心地在旁边看，间或还帮着递个
毛巾，打点热水什么的，所以虽然她面目狰
狞，店主和客人倒也不讨厌她，由她在店里一
呆就是半天。等到一个头烫完，再经吹风定
型，一头漂亮的卷发成型后，玲儿比那烫发的
人都要激动，脸上红扑扑的，扯着大嗓门口齿
不清又叫又笑，才开始都听不懂她嚷的什么，
时间久了，听懂了：“卷卷毛！卷卷毛！”

在我初中毕业的那个暑假，村子里发生

了一件大事——
王三的儿子死了。
王三是谁？是玲儿入赘的姐夫。玲儿

有个姐姐叫芳儿，一奶同胞却是天上地下，
姐姐模样周正，白白净净。而且精明能干、
能说会道。还没有结婚前，家里大凡小事基
本上就是芳儿说了算，当然在这样的家庭也
必须有一个能够说了算的人。 到了结婚的
年岁，招了邻村的一个泥瓦匠做上门女婿，
泥瓦匠姓王，在家排行老三，人唤王三。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和芳儿一样，
王三也是那种精明能干，脑子灵活的人，夫妻
俩肯吃苦，会算计，婚后没几年，家里的日子
过得风生水起，红红火火。上门女婿王三在
村子里渐有声望，在家里自然更加是绝对权
威，漫不说玲儿了，就是岳父岳母也唯其马首
是瞻。人们提到玲儿家什么事时，以前都是
说“玲儿呆子家”“耿儿呆子家”怎么怎么样，
渐渐地都改成了说“王三家”怎么怎么样。

王三儿子的死，绝对是个天大的意外。
孩子那年六岁，长得白白胖胖的甚是惹

人喜爱。玲儿对这个小外甥更加是百般疼
爱，王三夫妇忙生计，孩子基本上从出生开
始就是玲儿带着看着，无论走到哪里玲儿都
像宝贝似的抱着他、搂着他、用背上的大罗
锅扛着他。村里人都说这孩子是玲儿呆子
的“命根头子”。

出事的那个傍晚，和许多个平常的夏日
那样，和许多个平常的农家一样，太阳还在天
上好高，玲儿就早早地把煮好的粥从灶上端到
院子里凉着，然后忙着喂猪喂羊，唤鸡唤鸭，小
外甥也跟着她在院子进进出出的不亦乐乎。

当玲儿往猪食槽里舀第二盆猪食时，院
子里传来“哐当”一记闷响，紧接着就是一声孩
子凌厉的嚎叫。玲儿扔下猪食飞奔进院子，只
见还冒着热气的粥锅已经翻倒在地，而她的小
外甥，她的命根头子，有半个身子坐在粥锅里。

孩子送到县医院两天后，停止了呼吸。
当孩子的死讯传来后，玲儿被父亲藏到

了亲戚家。据说王三回家后四处要找玲儿，
过了好久才得以淡漠下来。一个月后，玲儿
被父亲接回了家。

一年后，村子里又发生了一件大事——
玲儿呆子死了。
玲儿呆子的死，也许是个天大的意外。
那也是一个傍晚，姐妹俩都在家，芳儿

在屋子里扫地，玲儿坐在灶膛门口烧着锅。
灶上的两口锅里，烧着全家人的洗澡水和晚
饭，已经有淡淡的水蒸汽从锅里冒了出来。

不知是往灶里添柴火还是从灶里往外
拿火钳，总之，不小心下，有火苗从灶膛里被
带了出来。火苗溅到了玲儿的身上，瞬间裤
腿和鞋上都有火花闪烁。

玲儿窜出灶门口，窜到屋子中间，不停
地跺脚、扑打身上的火苗。正在扫地的芳儿
见状扔下了手中的笤帚，端起灶上的一口锅
往玲儿身上泼去。劈头盖脸倒下的，是几乎
已经烧开了的洗澡水。

还没有到乡医院，玲儿就在木板拖车上
断了气。

后来有村干部找芳儿谈话，芳儿说，当
时太急了，忘了锅里是水是热的。

有人说：王三家的祖茔出了问题呢，怎
么会两代人都会是被烫死的，得找个鬼婆回
来查查呢。

有人说：玲儿呆子是舍不得小外甥在那
边没有人照顾呢，到那边找他去了。

……
当时，说什么的都有。
若干年后，便什么也没人说了。

玲 儿 呆 子
□ 吴晖

生 命 密 码
□ 桑云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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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记者三问
——写在第20个中国记者节来临之际

□ 袁金泉

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
这是一个崭新的征程
我们是新时代的记者
我们是新征程上的追梦人

倾听大海的波涛
追逐长江的浪花
仰望星空
我们从历史走向未来

初心不改，永远在路上
使命在肩，信仰镌刻在胸膛
做党和人民信赖的新闻工作者
我们发出时代的呐喊

一问自己
我们的初心是什么？

我们是新时代的记者
我们是新时代发展的见证人
不忘初心需要我们牢记历史
不忘初心需要我们捍卫真理

遥想当年
战火纷飞，炮声隆隆
范长江一支如椽之笔写青春
赞红军颂抗日为人民
他的风骨在中国新闻史的天空高扬
他的伟绩缔造了中国记者节的辉煌

邹韬奋满腔爱国激情
办刊办报办书店
宣传抗日救亡思想奔走呐喊
为真理而战的韬奋精神
铸造了中国新闻人的脊梁

叶邦瑾，新华社的战地女记者
一位地地道道的如东女儿
为了新中国的诞生
21岁惨遭国民党反动派的杀害
她的浩然正气在江海大地永存

为真理而战，为民族而歌，为人民的解放
绽放芳华
这是英雄先辈们的初心与追求

风在吹，浪在滚
英雄的赞歌唱不完
新时代的洪流再激荡
当好时代的答卷人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呐喊护航
我们与党和人民同频共振
一路行！

二问自己
我们的使命是什么？

我们是新时代的记者
我们是改革开放高质量发展的歌唱者
伟大的梦想需要伟大的创造
伟大的创造需要我们有冲天的担当
用初心引领使命
让使命照亮前行。

扶海神韵
山川秀美
登高山，我们观风云之变幻
潜海底，我们寻潮涌的力量

穿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战袍
踏进普利策的新闻前哨
我们披盔挂甲出征疆场
铁肩担道义我们揭露真相
妙手著文章我们激情飞扬
继承老传统，唱响时代曲
媒体融合征程似火
我们浑身充满金色的阳光

转作风，改文风
俯下身、沉下心
察实情、说实话、动真情
传播党的声音
保持人民情怀
凝聚民族力量
讲好中国故事
把神圣的使命燃烧成不朽的荣光

三问自己
我们奋斗比什么？

我们是新时代的记者
我们是追梦路上的奔跑者
奋进在新时代的浩荡春风里
我们高歌新闻事业的声音清脆而响亮
抬起头，关山阵阵苍
迈开步，朝霞映天红

用责任吊起人生的高度
用信念丈量奋进的脚步

最恢弘的书写，源于精神之奋发
最执着的追求，始于初心之闪烁
闻得泥土的芬芳
听到花开的声响
在脚力、眼力、脑力、笔力中比出我们的实力

比一比步履的铿锵
赛一赛足迹的闪光
让最美的声音飘荡在春风里
闪烁在阳光中
从此，一路花香

在世界的眼睛里
有风的时候，我们是树的坚强
有雨的时候，我们是鹰在飞翔
若问我是哪一个
沾泥土、带露珠、炼金睛
我们是风的信使、雨的精灵
我们是新时代党和人民的记者
笔墨人生写华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