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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我7岁，刚上小学，正是开始记事
的年龄。我老家是一个典型的偏僻山村，四
面环山。从村里走到村外的集镇公路，就有
四五里远。

村里最初通往外面的路，是一条蜿蜒曲
折的山道。

长长的狭窄的山道，曾是乡亲们最怕逾
越也最想逾越的路途。晴天一身灰，雨天两
脚泥，扁担和土车，不知在这条山道上吱吱呀
呀颤颤悠悠了几个世纪，也不知洒下了多少
汗水、累弯了多少脊梁……

在我童年乃至青年的记忆里，这条通往
村外的山路，无疑是村里父老乡亲最大的困
扰最重的心病。正月里拜年，本来是小孩子
最为高兴的事，但遇上下雨，村里小孩就提不
起出去走亲戚的兴致了。因为雨天出村的路
实在无法下脚，一路黏黏的黄泥巴，就连裤腿
上也会沾满泥浆；而且路上很滑，一不小心就
会摔跤，弄得满身泥巴，大正月的很是尴尬。

1983 年，我上初中，正值村里分田到户。
山村，人多田少，每个人口分摊下来只有三四
分田、两三分地。但父母干活的热情明显比
在生产队挣工分时强多了，天天起早摸黑，期
望能在土地上解决一家人的温饱。然而事与
愿违，每年过完年后总得借粮度春荒。村里
像我家这样状况的，占了绝大多数。每到这
个时候，父母脸上尽管浮着愁云，但干农活的
劲头一刻也没松懈。父母的勤劳坚韧，对我
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让我从小明白生活的
不易，更明白坚持的可贵。

初中毕业，我考上县城的师范学校，拥有
了“铁饭碗”，这在当时是很难的事情，自然成
了村里人教导孩子认真读书的榜样。

1989 年我师范毕业时，村里曾经的小伙
伴都去了外地打工。

“不出去，守着这么点土地，连肚子都吃
不饱！”村里大人每每这样安慰自己，也鼓励
着儿女，把一个个年轻人放飞到外面去。而
这些年轻人去了外地，只在过年时匆匆回家
待几天，放下肩头的包裹，擦干满脸的汗水，
就忍不住唠叨进村的路太难走。

那时村里人进出大多靠两只脚，只有少
数人买了自行车。为了回家方便，工作第二
年，我花了半年的积蓄买了一辆永久牌自行
车。遇上下雨，自行车没法骑，黄泥巴会将车
轮与挡泥板间的空隙堵得死死的，骑不了多
远就得停下来清理，因此雨天我一般不回家。

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随着杂交水稻的普
及，粮食产量大幅提高，村里人吃饭不用愁了，
每年还会有些存粮，年轻人在外面打工收入也
不错。日子过好了，村里人只要坐在一起，望
着自村前延伸出去的路，就会念叨，“这路真该
修一修了！”

村里开会统一了意见，家家户户按人口凑
钱，把路拓宽，把坡降低，铺上石子。虽然只是
石子路，但村里人还是非常高兴，车子能开进
来了，下雨天泥巴也少多了。之后，多数人家
陆续拆了原来的土坯房，建起了青砖瓦房。

此时，我已从市里的大学进修结束，回到
乡镇中学教书，每月基本工资有四百多元。
我花两千多元买了一辆摩托车，回家走在修
好的石子路上，不仅宽阔平坦，下雨天也能
走，感觉比原来的山道好多了。不过，石子路
易伤轮胎。我的摩托车轮胎就有两三次被小
石子顶破泄气，只好推着车子出去补胎。

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快速提
升，国家将关注的目光聚焦到了落后的农
村。斩断穷根，从修路开始。随着“村村通”
工程的推进，一条条水泥路不断伸展，连接着
一个又一个乡镇，连通了一个又一个村庄。

2012 年，我们村的水泥路项目也列入了
县里的扶持计划，水泥路终于修起来了。

水泥路通车那天，老家像过节一样热闹
和喜庆，乡亲们沿路插上鲜红的国旗。因为
他们知道，正是国家行动，让逶迤的山道不再
难走，让未来的道路更加平坦！

水泥路修通之后，村里与外面的联系非
常方便。从乡镇主干道到村里，以前步行要
近一个小时，现在开车只需六七分钟。

如今，在市里工作的我，虽然与老家隔
着 80 公里的距离，但总是感觉近在咫尺。想
家了，随时都能回去打个转，陪父母吃顿
饭。二十多年前，我在市里读大学的时候，
还没通高速公路，好的路也只是石子路，从
学校回家需要颠簸三四个小时。现在开车
只要一个半小时，从城里出发，先走一段高
速公路，再走一段县里的柏油路，最后上了
通往老家的水泥路。一条条经过硬化的路
对接起来，织起一张张四通八达的路网，回
家的路无比通畅。无论天晴下雨，只要想
家，随时都可出发。

回首 40 年走过的一条条道路、到过的一
个个地方，我亲眼目睹见证了家乡和祖国不
少地方蒸蒸日上的发展和变化。在感叹时
光逝去的同时，不禁为家乡乃至祖国各地面
貌的日新月异欣慰不已。持续延伸的高速
路，飞驰前行的高铁线，穿过大山深处，飞架
江河湖海。目光所及的角落，情之所至的地
方，一条条坚实的路，跨越了寂寥，串起了繁
华。纵横交错的路网，打通了神州大地的动
脉，让天涯海角不再遥远，令“穷乡僻壤”不
再荒凉！

改革开放业已走过 40 年，经历了岁月风
雨的洗礼，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我们的道路
一定会越走越通畅！

乡村路
□□ 陈修平陈修平

梦 回 军 营
□ 贺 荣

（一）

你望着我
数着冷却的星星
我眼里的那些
曾经的火焰
在记忆里叠成银河

你在我的荣光里青春不老
在我的苦难里一夜白头
你引我来
又送我走

我是举目四望的旗帜
被你爱的旷野包围
却终将独自站立
在伟大的暴风眼

我爱你作为母亲
以一个孩子的口吻
我爱你作为人
以一个
自你而来的
人的身份

（二）

故事、魔术和顶牛
书籍、政策与生活
大脚丫背小脚丫
手握着
不放也不怕

风雨在你面前躲闪
我紧跟在后
有所知觉地安眠
日落后将没有云
有一天让我为你撑伞

四十九个冬天围攻你的额角和面庞
我用你的白发写可能不朽的诗
用你的胡茬弹也许长存的曲子

永不歇脚的时间把春天带来了
四季划过你的肩头
你的瞳孔里
藏着长不大的我

（三）

用长发结成弦
夜风擦干手心的汗
把破吉他的苦瓜脸带走
牵着温柔的月光
去天上遛一遛
降落在冒烟的平房

我飞奔出你们的爱抚
自在地生长
如果自由能穿过肌肤
时间会爬得更慢
看一眼恍若隔世
在往事的桥头
酿一壶二十年的
好酒

如果把赣鄱大地比作一片绿叶，
那流经赣西三市的袁河就是叶片上一
条清丽的叶脉。因这“叶脉”长年累月
的输送，才涵养出众多湖泊沼泽、小桥
流水、水碓碾房、柳绿桃红，才有了烟
雨中袅娜行走的油纸伞，以及温润的
鹧鸪声声……假若这“叶脉”断了，那
这片叫“江西”的绿叶，至少有三分之
一将变成焦黄。

我的故乡湾里村，是袁水之滨的
大村子，袁河绕着我们村转了大半个
圈，才依依不舍往下流。袁河的这个
形状，就像女人的子宫，敦厚、温软、富
饶，我是这个“子宫”里蹦出来的孩子，
我们湾里村的孩子都是；对于袁河的
这份母性，我们眼里永远充满水一般
的柔情蜜意。

袁河旁有我们村的码头，河上行
走着我们村的渡船。河水清亮，蓝天
倒映在水中，如水晶在闪；鸥鸟自河上
掠过，偶尔在船篷上歇脚，有让行船捎
带一阵的意味。渡船是樟木制造，日
头一晒，散发出淡淡的樟脑和桐油的
混合气息。渡船可供五六十人同渡，
我们常到河对岸的千年古镇黄土岗赶
集。河对岸的码头上，一摞摞地堆叠
着大大小小的陶器：甏、瓮、罐、坛、砵
……都是从袁河里水运过来的，古铜
色的釉光在春日的阳光下显得格外静
好，如一架随时可能弹响的古琴。

拾级而上，就是临河而建的老街，
分上街和下街，两条街呈倒“V”字形，
像两片正划着的船桨，让人疑心这老
街随时可能顺着脚下的河水漂走。老
街的楼与楼相距很近，陈旧的板楼歪
歪仄仄，似乎随时可能扑倒或搂抱在
一起。板楼上住人，女眷每天早上自
后门口出来，沿着河岸的石阶，下到河
里的麻石上洗涤，捣衣声久久在河上
回荡。好水涵养出美人，袁河边的女
子个个脸面圆润、皮肤白皙、声音柔
媚，有路过的行船过来，船夫见了便心
旌摇荡，唱：“迈步经过贵门前，清水塘
边一朵莲。如若采得莲花到，金花银
花钉一脑……”浣衣女子听了，羞得满
脸通红，笑骂着端起衣盆就跑，河面空
留一圈圈涟漪。

老街的板楼下是各色店面：桐油、
木器、篾具、剃头、打铁、照相、谷酒、布
匹、杂货、中药等应有尽有。街面由长
条青石铺就，由于长年阴湿，加上多年
的踩踏，光溜溜几乎照得见人影。每
逢老街赶集的日子，袁河上船来船往，
街上摩肩接踵，挑着担子的人在后面

“嗬嗬——嗬嗬——”地喊着，提醒人
们让出一条狭道。念小学时，我曾在
暑假的一个大清早，赶到这街上卖韭
菜花。为占一个好位置，我和隔壁的
齐婆婆清晨四点就出发，那时天将亮
未亮，船夫一声声咳嗽，在空蒙的水天
间回荡。

河畔人家的孩子，没有不会游泳
的，没有不好水的，到了暑假，袁河就
是我们的天堂。天空湛蓝，日头还老
高，岸上的橘林绿得转黑，鸥鸟在河上
发出“鸥哦——鸥哦——”的叫声。清
风徐来，河水泛着碎银的光泽，我们在
袁河里氽行，无拘无束，清凉的袁河，
消解了我们身上的燠热。

受河水长年的冲刷，我们湾里村
的洲地全是沙质土，肥沃而松软，是韭
菜、柑橘、枳壳和萝卜的优质产地。洲
上最好的出产，当数橘子。就是在我
们村的这片洲地上，培育出了江西三
大柑橘品牌之一的“新余蜜橘”。农历
十月下旬，碧绿的河水搂着彤红的洲
地，秋日的阳光洒在橘林上，散发出酒
一样浓烈的香味。林间金蝉时断时续
地鸣叫，如哼着民间小调；鸟儿似乎被
这香味醺醉了，跌跌撞撞飞行，一不小
心就蹭落一个红果。湾里洲上出产的
橘子皮薄、瓤沙、汁甜、化渣，深得市场
青睐。“红橘子，开白花，两个橘子一个
把，橘子挑到闹上（集市）卖，客气（漂
亮）老婆抱回家”。村民用渡船将橘子
送往黄土岗车站，再通过浙赣线输送
到全国各地，换取了大把大把的钞票。

时光流逝，袁河不息，我在与袁河
的相互凝视中长大，我熟悉她的体香、
呼吸和脾性。如果要将她比作一个
人，那只有民国时穿天蓝色衣裙、抱着
书本的女学生了，女学生有乳名、小名
和学名，袁河一样不少——这条从江
西武功山汩汩而出的河流，在芦溪段
叫芦水，在宜春段叫秀江，在新余境
内，却称作袁河。这袁河，还具备女学
生的气质：内敛、温润，有书卷气。袁
河两岸风景如画，人文景致不胜枚举，
但她的名气却不大，她是女中君子
——“人不知而不愠”的那种。美丽的
袁河，孕育了仙道文化、天工文化和抱
石文化；因为袁河，才有了新余蜜橘、
夏布、凤凰舞和新余花鼓戏……

新余城有一个文化创意公园，名
叫袁水园，这个公园是利用袁河防洪
大堤兴建的亲水公园。2005年，我从
乡下调到城里，我居住的小区过马路
就是袁水园。公园里有习凿齿、卢肇、
傅抱石等新余历史文化名人的雕像，
每次观后都让我倍感自豪。袁水园的
石壁上，雕刻着明代宋应星《天工开
物》中的很多器具：水碓、筒车、石碾、
水车等，这名曾做过分宜教谕的科学
家，实地查访袁河两岸千村万岭，蘸袁
河之水，写就了这部被誉为“中国十七
世纪工艺百科全书”的著作。我仿佛
看到袁河岸边，筒车高大的转轮随着
水流而转动，在转轴的摩擦声中，竹筒
里的水倒入木槽中，河两岸的禾苗得
以分蘖、扬花、灌浆、结实，鸟儿在迸溅
的水珠中打着快乐的呼哨……

夕阳渐渐落下，走过仙来大桥，我
来到河对岸的龙池墅公园。几年前，
袁河上还有一座浮桥连接南北，这座
建于 1187 年的古桥，历代多次重修，
走在桥面，铁链扣着船体，咯咯作响，
微微晃动。如今浮桥已拆除，但河岸
还留有一段浮桥遗址，并在遗址上建
有一个六角石亭以示纪念。石亭的石
条登上坐满了纳凉的人，河风吹来，水
汽中夹带着淡淡的河腥味，特别凉爽
舒畅。岸柳上的蝉鸣止了，向晚的河
水呈藏青色，河岸的灯光倒映在水面，
如水彩涂抹在宣纸上，闪着蒙蒙碎
光。河上有小船划过，船夫正在河里
布网捕鱼；河边夜钓者悄然无声，只有
浮漂在河水中闪着蓝莹莹的光。河对
岸的魁星阁和孔庙，高挑的飞檐隐在
夜色中，如两只落巢的鸟，依偎着共享
凡尘爱恋。

回头看来，我的大半生都没走出
这条河流。袁河滋养了我的肌肤、血
脉、骨骼乃至梦想和爱恨情仇。她的
清澈引领着我的品行，她的丰饶决定
着我的荣枯，她的一笑一颦都左右我
的心境。我把袁河当成自己的亲人，
我在“保家行动”“清河行动”中给她梳
洗打扮，我用文字给她画眼描眉。即
使她发出轻轻鼾声，我也愿做天上那
轮月亮，在无数次月缺月圆中，守望她
的酣眠。

莹澈如练袁水流
□□ 彭秋平彭秋平

写给我的父亲母亲
□□ 刘刘 诺诺

母与子 燕 平 摄

怡情
诗笺

心香
一瓣

昨夜
我梦回军营
伴着朦胧的月影
带着“近乡情怯”的心情
一个霸气的声音突然响起
刺破了夜色的宁静

“口令！”
“泰山！”
“长城！”
默契对答让我有些自鸣得意
你个新兵蛋子
岂能难倒我这个老兵？

我堂而皇之地走进军营
顿感铿锵有力的步伐声从记忆深处渐行渐近
我分明
听到了连长那质朴浓郁的赣南乡音
听到了指导员抑扬顿挫的阵前鼓劲
三排长那气宇轩昂的叫操口令
我多想重归方阵
再次感受一场大汗淋漓的晨训
我多想再次聆听一次训话
哪怕绷紧神经！

在营区我信步独行
当年种下的杨桉树
已然长大成林
军人般昂首挺胸、高耸入云
当年平整过的菜地，依然方正严谨
像是机械切割出的艺术品
彰显着军人一丝不苟的韧劲
东北角的驭手班
军马不时地奋蹄嘶鸣
西南角的炊事班
锅碗瓢盆已打破拂晓的宁静。

从一排的墙角漫步到三排的领地
蹑手蹑脚怕惊扰了睡梦中的兄弟
门窗中透出了浓浓汗香、此起彼伏的鼾声
散发出十足的“兵味”和雄性
我倚靠在这厚重的排房墙体
眼前闪过一幕幕过去的场景
入伍第一个夜晚
沉睡中被哨声惊醒

“紧急集合！”

黑灯瞎火中我早已乱了方寸
帽子、腰带、挎包无处找寻
抱着没打好的背包拼命外挤
班长的训斥，兄弟们的讪笑让我羞愧不已
往事就是一个跌倒爬起、再跌倒再爬起直至成兵的经历。

到了，眼前就是连队的荣誉室
墙上挂满了奖牌和一面面锦旗
那面“人民守护神”的锦旗让我思绪翻滚
想起那次七天八夜与洪魔斗争的情景
忘不了赤裸身躯洪水滔天中打桩脚、固堤基
忘不了顶着似火骄阳争分夺秒扛沙包、筑围圩
忘不了溃口激流中手挽手舍命护江堤
忘不了冒死脱下救生衣只为遇险群众多些生机
哦，那块“钢甲列车连”的奖牌
让我想起了千里野营大练兵
三十多度高温的炙烤
四天四夜的奔袭
走、打、吃、住、藏交替进行

“炼狱”般的强度
焠炼出铮铮铁骨、虎狼雄师、壮士血性！

来到连队俱乐部前
眼前闪现出指导员讲课的情形
灵魂在这里洗涤
思想在这里碰撞
是非在这里澄清
理念在这里更新。

这里充盈了我最初贫瘠的思想
这里注入了我作为革命军人的基因
这里让我思想升华信仰笃定
从不埋怨生活清苦、从不计较得失与否
从不渴慕世事繁华、从不艳羡大款明星
即使日子如数学公式般默然恒定
纵然生活如日升月落般波澜不惊
哪怕世人冠以我“傻大兵”别名
只要故园年年桃红柳绿
只要人民天天安居乐业享太平
我无悔，我心静！

曾几何时，我的赤诚之心常被人当作笑柄
军中贪腐案例频频曝屏

“高大上”形象不再朗俊
曾让我夜不能寐十分痛心

但我深知
有阳光的地方便有阴影
为此我充满信心
三湾村的枫树根基已深
古田会议的灯光依然光明
更有新时代的沙场点兵
打虎拍蝇
刮骨疗毒
正风塑形
我魂牵梦萦的钢铁雄师
如换羽雄鹰！

晨光微微
军营沸腾
排山倒海般的步伐声把我深深吸引
力与健
健与美
美与勇
激起我长城泰山般的豪情
请让我归队吧
我是你们的战友，我是军人，我是老兵
我渴望享受这热血澎湃的行进！

我深知，这是我的灵魂在梦里追寻
但我不愿从梦中惊醒
枪的历史、炮的往事
是我一生最美的回忆
亲爱的战友
退出军营的日子
我坚守了军人品性
如同点射最后一个十环
我没有忘记
聚焦目标，坚定前行。

我站上了营区的至高点
向着行进中的战友们
默默地举起右臂
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是谁说，人走了，往事如烟云
唯有不忘，唯有坚守
才有这梦中回望的无限深情
我真心想喊
祖国和人民啊
我永远是你们的子弟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