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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长宜诗二首

遐思

意惹情牵又一秋，
星随月转始多愁。
空间杳杳银河阔，
鬓角苍苍绮梦悠。
不合时宜追宋玉，
偏缘桂魄喘吴牛。
篱边袖染黄花泪，
柳下谁闻紫腑讴。

环球灼热感怀

流火炎光七月洇，
沁红气象五洲陈。
洪荒有史钟鸣警，
大地无言土裂皴。
炙烤生灵珍物绝，
衍生沙漠杞忧频。
唯栖天府人间幸，
独享乾坤夏里春。

曾经，一本本稿笺如一块块责任田，写满我
的早春对秋收的期盼。

记得第一次使用的稿笺纸，是在西昌县大巷
口的一家文具店里购买的，红色的格子，20×25，
共50页，每一页都是500字。就是在这本稿笺上，
我写过诗，写过曲艺，写过通讯。并且都在当时的
地区报纸《西昌群众报》上发表过，得到过从柒角
到一元二角不等的稿酬——最少的一笔也远远
超过了我在田坝头做一天活路所得到的工分值。

这本我很舍不得用的稿笺纸还未用完，就因
故不能再投稿了，但我仍不时在稿纸上写点什
么。终于，稿笺写完了，也就什么也不再写了，就
天天晚上在煤油灯下与知友们摆些龙门阵，然后
吹灯睡觉，隐隐听远方城里——西昌城里成都城
里北京城里有雷声隆隆，响彻天际。

回城打零工两年后，就成了教师，有充足的
备课本供我写些什么，自然就不去购买那种红格
子的 500字一页的稿笺了，无格子的备课本纸充
作了我继续写些什么而自娱自乐的稿笺纸。

在黑板前纷纷扬扬的粉笔灰中，不知不觉，
邓小平先生又恢复了工作，有些报刊也复刊了。
就在粉碎“四人帮”的前一两年，我又开始给报
刊写稿，多为简短的诗稿或唱词或散文或新闻
稿之类，也就郑重其事地又去买了那种红格子
的 20×25的 500字一页的稿笺。抄好稿子装进信
封，在信封上剪去右上角即报刊邮资总付，稿件
先后由《四川群众文艺》《四川日报》和《成都晚
报》等刊发了。那时，没有稿酬，但编辑对作者很
好很关照。记得我到以上几家报刊去面送过稿
件，编辑或主动或因我开口索要，而给了我半本
或小半本稿笺纸，均系深蓝色或浅蓝色格子，
20×15，300 字一页，下角有“四川日报社稿笺”

“成都日报”“四川省群众艺术馆”字样，格子显
得更大气些，也更像乡坝头那一块块期待栽种
的秧母田。

这几十百来块秧母田也有小收获，它们栽种
的秧苗很快又移栽到了四川人民广播电台、成都
人民广播电台和《星星》诗刊、《四川文艺（学）》等
报刊台，我因此又有了这几家单位的蓝色或黑色
的每页300字的稿笺。

紧接着就成为成都市首届文代会的代表，记
得会上还讨论过《青年作家》的刊名等，但记不清
是否获赠过市文联的稿笺；相继又参加了省作协
首届青创会，还记得得到了会议赠与的两本蓝色
的稿笺，稿笺上方印有“中国作家协会四川分会”
的草书，令人爱不释手，很是舍不得用它。

上世纪 80年代初，经过一年的借调即试用，
我从校园调入报社，任编辑记者，从此我就有了
用不完的稿笺纸。

报社管理规范，领取办公用品不限，只需各
自签名备查，所以，我每次都是领两本或四本稿
笺，多数稿笺自己办公用，少数稿笺也如之前扶
持过我的报刊老师一样送给了来访的作者朋友
——如同把一块块责任田分给了这些勤劳刻苦
的朋友，祝愿他们都有好的收成。

我的办公桌左前方有一盏台灯，如灯塔般照
着我在一叠叠稿笺（大多是来稿，也有我自己采
写的作品）卷起的浪花间航行，有风和日丽，也有
风狂雨骤。曾有一段短暂时光，大体如我之前所
写的一首后又被音乐家谱为歌曲的诗所描绘的
那样：我“惊涛骇浪稳把舵，沿着安全的航道走”。

就这样，十多年过去了，我不知接触过多少
写满文字的稿笺，也记不清自己到底消耗了多少
稿笺。到了一九九六年，我竟然要向稿笺告别了
——

某日，我接到华西都市报一位女编辑的电
话，她问我使用电脑没有，我说刚学会打字。她
说，报社新开了电脑版，问我能不能写篇有关使
用电脑的文章。我当即答应道，可以，我可以写一
篇千字文《儿子教我学电脑》。那时，我刚学打字
二十三天，电脑是租来用的，一家人正在商量要
买电脑。

次日，我把拷好的软盘送到宿舍街对门打印
店打印，再骑车不过十分钟，就将稿子送到四川
日报和华西都市报的收发室。三日后，稿件《儿子
教我学电脑》见报了——这是我第一篇非使用稿
笺写的作品，对我来说具有里程碑似的重要意
义。再后来，这篇短文和它涉及的原生态百姓生
活也以大散文的再创作方式写入了我的《晒太阳
的人和岁月》之第二辑《成长之梦》。

虽然用电脑打字而不需用稿笺手写的文章
开始发表了，但我依旧天天面对稿笺上手写的来
稿，单位那时还未试行无纸化办公，稿笺依旧是
我的亲密朋友。

又是几年花开花落，又是几度月缺月圆，老
知青熬成了老编辑，老编辑工龄超过 30年或 40
年，有资格领一份退休金，也有权利到哪里去献
余热了——

我到了电视台帮忙看新闻稿，领一份劳务
费，供养还在读大学的儿子，依旧面对稿笺，面对
记者交给我的稿笺，编辑处理他们手写的新闻
稿，再交付打字和进行后期配音等后续工序。

前不久，我整理书籍也整理稿笺，看到我还
有那么多从作家协会到出版社、杂志社和报社的
稿笺，一时百感交集，五味杂陈，它们似在无言地
抗议：你那么喜欢我们，为什么不给我们写下你
的心声呢？你忍心让我们如你曾与邹忠新大师合
著的《岳飞》中写过的那样——“有多少千里马拉

车负重，有多少好宝刀锈烂匣中，有多少治国臣
无人使用，有多少杀敌将老死家中……”吗？

我无言亦无愧。因为电脑的普及，因为互联
网的革命，因为社会被科技所引领的进步，我早
已基本告别稿笺了。我不仅可以在电脑上写诗
文，也可以在手机上写诗文；我不仅可通过互联
网向报刊投寄电子文稿，也可在手机上在电脑上
继续当老编辑——如同那些跳广场舞的同龄人，
以不扰民而有益于他人更有益于自己身心的方
式继续写着电子短诗文，编辑着朋友们的电子文
稿。

——我在电子文档上写着“征文启事”和《笔
底波澜——四川省记者散文随笔选》征稿启事，
以中国作协会员、主任编辑和省级社团秘书长兼
会刊主编的身份，先后主持或参与了“四川省首
届记者文学奖”“秦巴鹰歌杯酒文化”“走向春天”

“拥抱金秋”“亲水南部杯我和我的祖国”等有奖
征文活动。自四川省记者文学艺术研究会（即今
四川省文艺传播促进会）成立至今，21年来，省内
外获奖人次已达 200余人，其中有后来获得国家
级大奖鲁迅文学奖的著名诗人，有现任某省作协
副主席的著名作家，有现任报刊总编辑和副总编
辑多人……

——仅去年，我在电脑这本大稿笺上写的诗
文在报刊发表了 50余件次，获奖多件次，并出版
了《老成都街坊龙门阵》一书。

——从上世纪我和朋友在稿笺上主编报纸
文学副刊和文学期刊《二十一世纪》，到今天我和
朋友在电脑上主编《船波文艺》《文艺船波》《蜀
本》，再到“中国作家徐建成”在头条号上发布个
人作品和选编朋友们的诗文，我青丝已变成白
发，但初恋的情怀永不会变！

请我已退休的稿笺们原谅吧，原谅我这喜新
厌旧的人！

现在而今眼目下，我的稿笺在我的手机上，
我的稿笺在我的电脑里，取之不尽用之不完，只
要我视力尚可，只要我脑力尚可，只要我精力尚
可，我将与我的电子稿笺们同呼吸、共命运。

新老稿笺，我亲爱的新老朋友，是你送我远
行，还是我送你远走？

我还可以在这一块块责任田上收获点晚稻
或者时鲜蔬菜吧？

谢谢新老稿笺，我最忠实的朋友——
谢谢你们让我的心声还有可以表达的地方！

注：《岁月风送万里船》一书由四川民族出版
社于2019年9月出版，系《亲水南部杯我和我的
祖国》等征文作品汇编，由何开四、李银昭任编委
会主任，徐建成主编。

故乡的哥哥打来电话，告知老家的老屋拆了，
准备新建一个四合院，而那把原先挂在老屋陈旧
斑驳墙壁上的木犁也劈柴“喂”了灶王爷！欣喜与
惊愕间，一扶锋利的犁影分明在眼前浮现……

投胎农家，与田地打交道，犁耙是常用的农
具。有人说，土地是农人的第二个女人，一块好地
就是一个好女人。好女人需要好好地伺候，这种伺
候就离不开犁耙。

我一直不太理解的是，犁耙为何能沿用数千
年，而形制基本不变。难道是，完美就意味着停滞，
缺失了改进优化的动力？

布谷声声，人勤春早。每年陇上春耕季来到
时，最先登场的农具便是木犁。父亲因祖上出了个
烈士而被“根正苗红”地保送读了个高中，书读完
后又学了泥水活，成了“砌匠”，修房子是好手，可
犁田耕种这类农活就不行了。每每这个时候，总要
请来外公帮忙。外公可是十里八乡有名的“庄稼把
式”，他会牵着家里的牛牯来到稻田，此时稻田里
的水踏进去，依旧清凉刺骨，若是我自己下田，会
禁不住打一个寒战，倒抽一口气。但因为跟外公犁

田，会有泥鳅捡，故满心欢喜地跟着要来。
只见外公首先把犁辕平放在地上，然后安装

好犁舵间的犁盘，并把两根棕绳连接的牛轭架在
牛牯的脖子上。随后，外公用右手立起弯弓般的犁
辕，嘴里发出“哦哦哦”“吼吼吼”的吆喝声，立马开
始前行，拖着三角形的犁铧斜插入土，犁起的田
土，顺着弧形的犁壁一块块被掀翻在犁的右边。

田土被翻开了，蕴藏了一冬，田土也像发酵一
样温热起来，有一股醇厚的泥香，我便飞快地脱下
鞋袜，尖着脚跳下田，踩在光新的犁道上面，暖暖
的，软软的，很是惬意。“元胖子嘞，一条肥泥鳅滚
出来了，看到没？”“小元子嘞，又有一条长黄蟮哟，
像条黄蛇哩，怕不怕呀？”“外公，看到了！”“外公，
我才不怕它嘞，我最会捉。”“嗯，我们家的小元子
真能干，胆儿大，眼睛放尖些哈，都捡起，回家让你
娘红烧，好给外公喝酒酒，好不好？”“嗯，要得！”

祖孙俩的对话，仿如一幅天然的田园牧歌，多
年后想起，嘴角也总带笑靥。

捡累了，我就会回到田埂边，看着外公犁田。
我发现，外公手下的犁铧是欢快的，蛰伏了一个冬

季的它，骨头里闷得慌，早已憋足一股劲，在牛牯
的牵引下，它不断地朝前拱，强悍地解开了土壤的
纽扣，大地丰润的肌肤在阳光下铺展，随着犁铧的
挺进，所有的秘密都被打开了，温润的泥土就迤迤
逦逦翻卷过去，草啊花啊，筋斗似的被放倒、埋进
土里。翻起来的湿润泥土光光滑滑，透着光泽，释
放着泥土特有的馥郁香气，沁人心脾。

谙晓人意的牛牯径直前行，它早已学会犁田
的线路，就像一个老司机，绝不走错道；它对于身
体左侧延伸到外公手上控制的缰绳的含义，也熟
稔得很。走到田埂边它就左拐，外公则提起犁，跟
着左转，回头，又犁过来。他们配合完美，只要外公
吆喝两声，牛就转弯；他敲一下犁身，牛知道走曲
线。外公犁过的田地很受看，阳光下一垄垄排列整
齐，像一张写满一行行汉字的书页，一群小鸟在新
翻的地里高飞低走，啄食逃跑不及的蚯蚓和昆虫。

紧跟着犁后面登场的是耙。我记得外公使用
的有两种耙，铁耙和木耙，几柄铁齿或者木齿我都
记不清了。按照原理，铁耙负责的，就是戳碎土块，
割断杂草，并把泥土从高处运到低处，使田面平整
——因为稻秧的生成期必须灌水，而成熟期必须
排水，若田面高低不平就不利排灌，影响稻谷生
长。

每次犁完田之后，当外公把犁小心地放到水
圳或池塘里，抓一把杂草把木犁擦拭干净，并把木
犁扛在肩头时，他的眼神里闪耀着一丝难以察觉
的自得，我也感到，他内心里应该是充满成就感的
——脚下的大地是他刚刚完工的作品，水平如镜，
水波不兴，静待着插秧那个充满绿色与希望的时
节到来。吆喝着牛牯，赤着脚、裤管依旧高高挽起
的外公温情地唤着我跟上，一同往家走去……

外公先前使过一架洋槐树犁，那把犁高，犁身
粗笨，犁梢粗大，用手握不过来，那张犁后来坏在
黄泥地里。此后，听舅舅说，外公换了多架犁，称手
的不多。

父亲和王家冲的栋木匠通过做“乡工”相熟，
一个砌匠一个木匠，共同配合因而共同语言很多，
再加上喝了几顿酒，交情自然也就喝出来了。偶然
有一次，父亲相中了一根弯曲的梨树，梨树的弯度
天然适合做犁身。在他的一再央求下，栋木匠使出
十八般武艺，车铣镗刨，抛光打磨，精心按照外公
的身高为其量身打造了一架泛红釉色的木犁。

新打的犁很合外公的意，高度适中，大小合
适，犁梢正好一握，犁身赤亮。外公把它看作宝贝，
从不外借。儿时到外公家玩，每次犁完地，总是见
他把犁洗得一尘不染，放在门前的石板上晾晒。农
闲的时候，他喜欢把犁头犁耳下下来，擦得雪亮，

还常用桐油把犁身里里外外刷几下，犁在阳光下
泛着光，刺鼻的桐油味飘得很远。

那架犁耕过村里大部分土地，村南村北，冲田
岗头。曾经有人想用新买的铁犁和外公交换，他不
肯，嫌铁犁笨重，转弯抹角不如木犁灵便。

外公对农具有着特殊的爱，说起那些年村里
的人，每次去地里干活，如缺或嫌哪样农具不顺
手，就会跑到外公家借。他们说：莲公（指外公）拾
掇的家什，用着禅活。每每这时，外公就会得意地
笑了。是的，外公善于给农具安装可心可用的把
儿，铁锨、木锨、镢头、锄头、铁镰、铁叉、斧子、耙
子，包括木犁、木耧，都是他亲手一件一件给收拾
好的。他最爱端着一个铜烟壶，将烟叶切成丝，再
用废报纸卷成烟卷儿，然后点燃放到烟壶嘴上“咕
咕噜噜”地钻到仓房里，看看他的宝贝。有时会取
下锄头，试一下把柄，有松动的话，他就找来小木
块，削成合适的薄片，用斧头“砰砰”的敲顶进去。
隔一段时间，还会把柴刀、斧头、镰刀拿到磨刀石
上去磨，直到磨出光亮来，再给它们上一些“洋车”
油，是为了保存那份光鲜吧。

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越来越深入，村里
的很多人都跑到深圳、广州“抓现金”去了，各家承
包的土地面积也日渐小了，外公的犁派上用场的
机会也随之不多了。不用犁时，他把它放在厢房
里，底下垫一层厚厚的报纸，上面盖着塑料薄膜，
确保犁身不落灰，不受潮，犁头犁耳不生锈。有一
年，外公生病二十多天，回到家后他非要我和表弟
把犁搬到院子里去晒一晒。那架犁稳稳地伫立在
院子里，外公蹒跚着走过来，手扶着犁梢，摩挲着，
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但是没有发出声。

就在那一年，外公最心疼的亲密伙伴牛牯也
积劳成疾，卧圈不起，虽经兽医多方调治，终究未
能挽回其可怜的性命。牛牯死了，外公为此三天三
夜不思饮食，长吁短叹：唉，人老了，牛也老死了！
种田人没有牛，往后的田可咋耕？

外公走后，那架犁“物归原主”，又回到了我
家，可再也英雄无用武之地，父亲用不来犁，只好
将它当成一件“装饰品”高高挂起。

如今，父亲也仙逝多年，而那张父亲送给外公
并“南征北战”立下了汗马功劳的木犁却永久成为
了历史记忆，其结局有些遗憾和悲催，辛劳一生，
怎么就被大学生的哥哥给劈柴烧了？

脑海里，熊熊大火中，我分明看见了那张安详
地挂在老屋墙上，栉风沐雨，锈迹斑驳，锋利的已
显驽钝，灵巧的已显笨拙的旧木犁，我的眼眸中仿
佛出现了老实淳朴的外公在那乡村的田野里，弯
着腰身，手挥牛鞭，扶犁耕田的情景……

刘道平诗二首

秋溪

留痕穿乱石，
低处梦前程。
总是怜当下，
勿须叹已经！
兼程拼魄力，
共月赏涛声。
道异犹成海，
涓流谁可轻！

月半

冥钱袅袅烟，
夜半月儿圆。
莫道归途静，
当心小鬼缠。

中秋词二首
□ 廖亦龙

谒金门·中秋今日

秋风起，帘外雨潇难歇。忽听
铃声佳节到，问君知喜悦。

常念深情故语，有爱壶心冰
结。曾几月圆频斟酒，妙语诗不绝。

沁园春·中秋感怀

烟雨廊桥，风寒碧树，酷暑顿
消。观锦江远去，楼台雾锁；霏穿白
鹭，径落红飘。露撒莹珠，物生霜
影，玉兔娇羞桂树遥。云天外，问哪
家灯火，辗转良宵？

祈求世道平安，任岁月逍遥安
涨消。忆少年落魄，怆惶蓬草；灯花
夜读，水煮荒蒿。温饱何求？背磨肩
肿，烂泥田中水谷挑。曾记否，孤月
思乡泪，暮暮朝朝。

犁殇
□ 唐雪元

稿笺对我的情意
——《岁月风送万里船》代后记

□ 徐建成

终将抵达你
□ 沈群

收到你
一万年后
写给我的诗
你那里正下着大雨
下啊下啊
灌入我
蜿蜿蜒蜒的大河

大河澎湃而安详
以宿命的姿势
流过古道西风
流过荒天老地
流淌不尽的忧伤和情欲
滋养我
长长久久的生命

未来的雨依然滂沱
冲刷着我充盈着我
我的一万年长的大河啊
朝圣般匍匐前涌
柔软的河水
终将抵达你
起身弯向你 吻你

从爱幼到尊老
□ 李俊杰

陪女儿上早教课时，看到教室的墙壁上有
一条标语“蹲下来和孩子一起看世界”，感觉这
句话说得特别好，只有我们蹲下来了，才能和孩
子同一个视野，从而走进孩子的心灵，进行有效
的交流与沟通。记得有一则故事，讲的是一位年
轻的妈妈带着女儿逛商场，她正津津有味地挑
选漂亮衣服时，女儿却在那里一直哭闹，说不好
玩嚷着要走。年轻妈妈正准备发火训斥女儿，可
当她蹲下来意外地发现，因为视角的原因这些
漂亮衣服只显露了下半部分，加上模特的腿，变
得一点都不好看。年轻妈妈理解了女儿的哭闹，
于是给女儿道歉并快速离开了。

现代社会竞争加剧，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
跑线上，家长们真是披肝沥胆、绞尽脑汁，很多
从胎教便开始抓起。由于工作忙碌，陪伴孩子成
了奢侈。有一天我和爱人早起上班，女儿还在熟
睡中，晚上回来听老人讲女儿醒来，发现爸爸妈
妈不在了，说“妈妈上班去了，爸爸上班去了”，
听到这心里都有点愧疚。陪伴是最好的关爱，如
何高效的陪伴成为重要的课题。同时，尽可能提
起手中的笔，记录孩子成长的点滴。有些家长做
得更好，不放过任何一个重要时刻。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当我们
蹲下来陪孩子，努力给孩子记录时，不妨问问是
否陪伴过老人，给老人做过记录。通常情况下因
为代沟，我们觉得老人的思想过时了，步伐跟不
上时代的发展，很多时间不愿意蹲下来沟通，于
是选择了居高临下、颐指气使。同事的一个举动
让我感动，他给母亲60岁生日准备了一份特殊
的礼物，那就是给母亲写了一本书并正式出版。
一本书十来万字，首先不说文章写得如何，能有
这份心就很了不起。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长久的陪伴似乎不太现
实，不管是尊老还是爱幼，寻求高效陪伴成为一种
必然。社交软件耗费了我们不少的精力，一边玩手
机一边陪伴则严重降低了陪伴效率。很久没有联
系过的一位朋友，因朋友圈里也没见她的消息，一
天打电话才知道原来她把社交软件给屏蔽了。看
着大家天天拿着手机耍，她就不相信自己戒不掉，
于是有什么事情就打电话沟通，几个月过去了居
然坚持了下来。原来她说父亲几年前走了之后，母
亲一个人显得很孤独，今年已88岁高龄，于是就
在工作之余全身心照顾母亲。尽管还有哥哥姐姐，
可母亲就喜欢和她在一起，她每天回家哄母亲开
心，就像逗小孩一样。母亲多年前的那颗童心被呼
唤了出来，也感受到了人生的温暖。

老人和小孩有相似的地方，要不为什么会
有“返老还童”这个词语。对于小孩，蹲下来和孩
子一起看世界；对于老人，也不妨蹲下来和老人
一起看世界；对于朋友，也尝试一下蹲下来和朋
友一起看世界。或许，当你透过他们的视野，你将
看到不同的世界。爱孩子是天性，爱父母是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