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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

五河杯

我常常想起第一次听收音机
的情景。

那时我10岁。
那年冬天，临近过年了，生产

队干塘。小孩子们守在塘边，等大
人们把大鱼抓完了，我们就挽起裤
脚，打着赤脚，直奔鱼塘中央。

村庄就在溪塘边上，大人、小
孩常和水打交道，抓鱼就像在笼子
里抓兔子一样轻松。

我一只手捉着一条鲫鱼，飞快
地往家里跑，跑进院门时，听见有人
在唱戏，那声音婉转悠扬，听得我浑
身起鸡皮疙瘩，腿脚都迈不动了。

奶奶见了，说：“别呆在那里，
去厅堂看看吧，你爸爸买了个会说
话会唱歌的匣子。”

走进厅堂，只见父亲正端坐在
上横，微闭着眼，摇头晃脑，跟着咿
咿呀呀地唱着，一手拿着烟管子，
一手合着调子轻轻挥动着。见我
进来，他拿起那个匣子，招呼着：

“过来，看看这是什么？”
这是个白色的小匣子，我摸了

摸，它微微颤动着。
印象中的父亲一直是严肃的，

那天他似乎特别高兴，说：“这个叫

收音机，知道吗？”
奶奶走进来，用手拍拍我的

背，问：“这匣子，能算个‘纪录’
吗？”见我愣着，又说：“就是同年十
那天说的‘纪录’……”

我恍然大悟，认真地点了点
头：“算呀，肯定算！”

奶奶说的“纪录”是从我的小
伙伴同年十那儿学来的新词。

同年十是邻家男孩。那天，他
在自家院搬弄刚摘的冬瓜。包产
到户以后，家家侍弄田地都特别精
心，收成也一年比一年好。他费力
地扛起一条最大的冬瓜给我们看，
说：“你家有这么大的冬瓜吗？你
见过这么大的冬瓜吗……我家的
这条冬瓜，破纪录了！”

奶奶问：“冬瓜破了？”
我说：“不是冬瓜破了，是破纪

录了……就是他们家的冬瓜得了
第一名了。”

奶奶听后喃喃说：“那我们也
要破破纪录。”

奶奶更加努力了，她在为一家
人洗衣做饭的空隙，还到处去捡
粪，积肥，经常看见她拐着一双小
脚，追在猪和牛的屁股后面。那

年，我家地里的瓜果、蔬菜长得特
别好，秋收时，摘到了一个特别特
别大的南瓜。奶奶特意让我把同
年十喊到家里来，指着大南瓜对他
说：“你家有这么大的南瓜吗？破
纪录了吧？”

那个大南瓜，奶奶用它煮了一
大锅南瓜饭，南瓜饭的香味飘荡得
很远，奶奶给村里的乡亲们每家送
一碗，让大家尝尝“破纪录”南瓜，
还特意给同年十盛了一大碗。

奶奶摸着我们的头，说：“你
们，要多破纪录！”

我一直按奶奶“要多破纪录”
的要求去努力。

我读书时拿到的奖状是村庄
里最多的，考的分数也是村里最高
的。初中毕业后，我考取了师范，
成了村里第一个吃商品粮的人，破
了一个“大纪录”。

拿工资后，我在村庄里又破了
好几个“纪录”。比如我曾经为我
们家里安装了“自来水”——我们
的村庄有山有溪，并不缺水，但是
那时候打井没有机器，打出的水井
总是浅浅的，一到天旱，水就不够
用，大家要早早起床，到村庄中心

的一个水井里取水，候水的队总是
排得长长的。

父亲是个很有经济头脑的人，
改革开放以后，一家人口粮足够
了，他就开始织夏布、爆米花，搞各
种副业。手头有点钱了，他就雇了
几个人，和他一道在屋后山坡上打
井。

那时候我在外乡工作，周末回
家，奶奶就招呼我去参观新井。我
一看，井在高处，水缸在低处，联想
起物理课学到的“虹吸现象”，就去
买了20米皮管和一个水龙头，将井
水引到水缸里。奶奶成了我们村
第一个用上“自来水”的人，开心极
了。每次家里来了客人，她总要打
开水龙头，向他们展示一番，说：

“看看我孙子破的纪录，还真好用
呢。”

我后来还给家里买了个收录
机。虽然因为村庄没通电，这个收
录机和父亲的收音机一样，很费电
池，每次买电池时，奶奶总是很心
疼，但是一家人还是很开心，因为
这毕竟是村庄里的第一个收录机。

工作了两年后，村里终于通电
了，我凑了540元，托熟人在县城五

交化公司买了台电视，是“飞跃”牌
的。几个同事帮忙，架好了天线，
电视里瞬间出现了人影，“雪花点”
有点多，但认真看，还是清楚的。

因为这是村子里的第一台电
视机，乡亲们奔走相告。电视装
好的当晚，全村人都来了，厅堂
里，甚至庭院都挤满了人。奶奶
新炒了南瓜子，备足了凉茶，招呼
着客人……她忙前忙后的，自己倒
没顾上看一眼节目。

客人走后，我们把奶奶拉过来
看电视。电视里能收看到的只有
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奶奶问：“这
电视上的人是哪里的？”我说：“北
京的。”奶奶说：“咦，那可了不得，
那么远的人都请过来呢！”她用围
裙擦着双手，笑眯眯地说：“这回真
的破了纪录了。”

…………
一转眼，奶奶走了 30 多年了。

这些年，我们的村庄在不停地破纪
录——

山更青了，林更茂了，路更平
坦了，人更慈和了，大家的日子更
好过了，都“享福”了。我曾经创
造的那些“纪录”也早就一再被破
打了，家家户户都有了图像清晰
的彩电，都有了干净的真正的自
来水，大家都住上了新房子，很多
户人家，都开上了小汽车。村子
里的孩子，许多都上了大学，甚至
读了研究生，大家也不再稀罕“商
品粮”了，他们再也不必像以前那
样为了吃饱穿暖而挣扎了，他们
的目标是小康、幸福……

村庄村庄““纪录纪录””
□□ 余新勇余新勇

村子的形状像只大船。
鄱阳湖的风，摇曳出一片苍劲。岸边的曹门村，曾经

祖祖辈辈靠“水饭”讨生活的日子，正在悄悄地改变。

捻 匠
村里静得出奇。
在渔家小院子里能听到鄱阳湖的水响。
那是很遥远的声音，就像表老手中那个蓝布包一样，

与鄱阳湖有关，与船有关，与他的生活有关。
在这个湖边堤内的曹门村，只有表老一人还在摆弄这

份古老的传承，是表老祖上传下来的技术。捻匠，就是给
船抹泥塞缝的手艺人。村人打造新船时，都得请捻匠。一
锤子敲下去，是虚是实，只有捻匠心知肚明。捻船时，得从
船板的缝隙中打进麻浆，这种麻浆用桐油、石灰、苎麻筑泥
夯实，方能牢固不漏水。新船下水前、旧船维护保养，都得
捻匠上手。

表老是个较真的人，手上的慢工细活十分讲究。捻船
时，他挑的苎麻是上等品相，丝长无黄蚀，人们都说他死心
眼，上等苎麻与末等苎麻价位相差之大，令人咋舌。这苎
麻好坏反正都得擂碎！其实，船东也无从计较这麻质的好
差，包条船捻也就几百元钱，能有多大赚头？村民都夸表
老人品好。

近年来，政府鼓励渔民洗脚上岸，给鄱阳湖留下喘息
的机会，也留下自然资源修复的空间。村里变换渔民身份
的人越来越多，船也日渐减少，打鱼这个水上行当渐渐淡
出人们的视线，捻匠也成了湖岸边的失业者。

表老常年在湖边修船，皮粗脸黑，夏日坐在樟树下，树
叶飘在他头上。失落与宿命降临时，他似乎有些乱了方
寸，在经历短暂的惶惑和隐痛后，开始转换角色。

他笑言，自己现在是一只脚踩在船上，一只脚踩在房
上。他操起了自己的另类手艺，成了一名石匠，为老百姓
修房子。他将老行当所用的凿子、锤子等小心翼翼裹进蓝
布里，锁进自己的工具箱，然后，把泥刀插在腰间，仿如武
士出征，自得地朝村里走去。

戏 骨
现今的曹门村，最大的响动莫过于村里戏台上的锣鼓

声了。村中有句俗语，锣鼓一响，脚板发痒。守了生态环
境，冷了湖上捕捞，热了村里剧团。

村里的老戏骨庆青忙起来了，将戏箱打开，搬出各种
戏剧服装，放在太阳底下，一件一件像摆展品一样，琳琅满
目，吸引得孩子们来凑热闹。调皮的趁庆青没在意，将老
生的帽子戴在头上，长须挂在耳上，有模有样地踱步。庆
青并没有刻意去阻止他们，他想，这些孩子十几年后，说不
定就是剧团的接班人。

昌邑这个鄱阳湖边的小乡，两万人口不到，最高峰时
全乡有11个剧团，现在也有5个。曹门村剧团是历史悠久
的一个。庆青父亲的师傅谢与旺年轻时来到曹门村，就没
有跨出过村子半步。吃百家饭，穿百家衣，住在村里的古
戏台后，年复一年，自撰剧本，自担导演，写出剧本 80 余
个，曹门村剧团成了唱本最多的剧团。

庆青他们把这几箱戏服、道具看作宝贝。一到秋后，
便召集“人马”，开始响锣。每年剧团演出，必演的一部剧
便是谢与旺撰写的《三哭殿》，也叫《金水殿钓鱼》。

没有了打鱼的热闹，但有这戏的欢笑，村子里很祥和。

走马灯
将纸马盘活，神奇地转动于灯笼之中，曹门村这门手

艺绝活，让众人新鲜。
召俊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个在自家手中拨弄的玩意能

登大雅之堂。走马灯粉墨登场是在县文化馆的民间技艺
展演上，一个纸扎的灯笼竟在人们的目瞪口呆中，活灵活
现地转动起来。穆桂英骑马挂帅；岳飞骑马战金兵；文天
祥骑马举义旗……一个小小的灯笼，热闹有趣极了，也给
这个村子掀起了热度。专家来了、学者来了，都把目光聚
焦到曹门这个小小的渔村，都来观摩体会这走马灯的无穷
魅力。走马灯开始走出曹门村，出入区市，在大都会上演
了一幕非遗好戏。

召俊在村里成了名人，人前人后都把他当作村子里的
“福星”，人们簇拥着他，不少老者向他伸出大拇指。也怪，
这走马灯，谁去制作都不转，唯独出自他手的灯笼，却像一
个“转动的地球”一样，吸引人们的眼球。

走马灯这门几乎失传的艺术征服了人们的感官，也得
到了社会的认同，很快便成功申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个土头土脑的土灯笼，转动了城里人的目光，转动
了走马灯的历史，也给曹门村新的历史写上漂亮的一页。

鱼 庄
曹门村的健老，是湖上老手。这个近五旬的汉子，

中等身材，湖上的风将他刮得黑黝黝，似如湖边的黑铁
塔。见我来了，乐呵呵过来打招呼，邀请我去他湖边的

“家”做客。
湖边上，一只大趸船改造成的“鄱阳湖渔庄”分外惹

眼。进得船中，只见用朱元璋大战鄱阳湖时留下的湖名：
洗脚湖、茶蛋湖、笑谈湖等命名的大小单间一应俱全。他
说，政府动员我们洗脚上岸，并不是断我的财路。其实，政
府不劝，我们也会为母亲湖尽自己的义务。靠山吃山，靠
水吃水，没有了水，我们吃什么？把生态搞坏了，把生物链
弄断了，我们才是鄱阳湖的罪人呢！

听了健老的话，我笑了：你和政府发出了同一个声
音。他认真道：“嗨，这是真心话，如果政府不闻不问，岸上
不长草，水中不游鱼，天上不飞雁，到头来，我们不是竹篮
子打水一场空？”

也是，健老的思路是对的。这些年，自从湿地保护措
施开始到位，湖上船少，湖滩人稀，鹤雁在湖面自由翱翔。
不少渔民洗脚上岸后，多少有点失落感，政府给予的补贴
只是贴补点家用，只有靠自己动脑子堤外损失堤内补，水
上损失岸上补了。别人办农家乐，他办渔家乐，健老的渔
家乐项目就是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这一招，还真给他带
来了蛮可观的收入。不少渔民也效仿他的做法，有了致富

新招，健老成了湖
边上岸的渔民中第
一个“吃螃蟹”者。

给鄱阳湖中的
鱼、鸟、虫、草留足生
存空间，曹门村这个
小小的渔村，扮演着
一个新的角色。

渔村新事
□□ 陶陶 江江

站在那幅《荷花图轴》前，我看见墨韵从碧
波间攀爬上茎，在肥硕的叶冠里绵延开来。我
是一尾游鱼，我是一只青蛙，我是一棵柔软的水
草，我仰视着荷花鲜嫩欲滴的样子，我私下将暗
香藏于锦囊，带进岁月深处。

墨荷的倩影飘逸于青云谱的各个角落。它
们是八大山人的遗言，不羁，恣肆，却浸透无奈
的悲悯。画家将诸如残、瘦、冷、留白的山水虫
鸟与人生意境寄身于毫端，设置了无数密码，任
凭后世猜度。荷，是八大山人的主要画语之一，
他画荷的各种形态，技法娴熟，他跟荷的约定，
迄今令人战栗。

我多次猜想着这个没落王子的声音、心境，
亦儒，亦道，亦佛，那么多变故，那么多疼痛，最
终只能奔泻于墨的叙说之中。时而，像荷花那
般绽放；时而，像茎叶那般摇曳；时而，像雨点穿
透荷的身体；时而，像阳光抚摸着荷的肌肤。他
把所有的气力化成了墨的驰骋。小小的青云
谱，同样可以酿造圣洁的醇酒。

我曾经守望着青云谱的飞檐看雨打浮萍的
情景，那一刻，似乎多少明白了，八大山人颠沛
流离的一生，正与之契合。天下之大，却难以觅
得一处安放此心之所。幸好还有一个青云谱，
让八大山人看见了余生的灯火。不能说的话，
终于可以拜托一朵荷花，亮出明朝遗民的腰牌。

那些长满梅湖的荷花，被墨纠缠，被宣纸的
唇吻开，保留着自由、率性、清纯的本真，替八大
山人穿越时空跟我颔首示意。荷的表达简洁干
净，“超于象外”，对世间的爱意大于抱怨。它们
躲避着三百多年战火、风雨、劫难、人祸，倔强地
等到了我们。如今，我们喜欢解读墨荷里的往
事，希冀自己能够居住进去，寻求真正的风雅。

暮春里的青云谱，正耐心等待花朵走出荷
的身体。蜻蜓和蝴蝶尚未前来报到。浓郁的绿
色里，总有某种情愫在蓬勃生长，仿佛一茎茎荷
叶逐日撑开水面。我想，自己一定真心愿意闲
坐回廊，静等荷花凌波的时刻，然后吟咏八大山
人的那首《荷花》：“东畔荷花高出头，西家荷叶
比轻舟。妾心如叶花如叶，怪底银河不肯流。”
青云谱使一切安静起来，即便尘埃，也失去了扑
腾的翅膀。我感受着八大山人重建“青云圃”的
心境，尝试着消遣自己，将家国、生死、祸福、悲
乐溶解为一滴滴墨，经营着纸上的世界，那般孤
独，那般怆然，那般渴望。

五百年的槠树下，八大山人的墓冢被一只
鸟的鸣叫惊出几棵野草。说墓，其实不过是个
念想而已，真正的墓地，据说位于西山，却无人
知晓。我还是喜欢他流连忘返于荷花里的样
子，他爱每一朵荷花，创作出鸿篇巨制《河上花
图》。爱荷的人，总是怀着一颗不染淤泥的心。
守着青云谱，八大山人可以跟先贤梅福神交，可
以参悟许真君留下的谶语，可以跟那棵唐朝的
桂树讨论诗歌，可以从一朵荷花看到另一朵荷
花。在孤独的地方放牧孤独的灵魂，让墨荷的
模样赋予神的容颜。荷的另一头，化名为“牛石
慧”的弟弟，也以墨为声音，向一个不属于自己
的王朝做出决裂的表达。

水墨里的日子，浸着梦与酒，躯壳游走红
尘，灵魂高于云端。亡国之痛奔腾成血液，却仅
能向纸墨倾诉。那么，让每一只动物长着一双
白眼，目光犀利，看穿人心。荷叶凝结着风雨的
足迹，又何尝不是托举着八大山人的翔实履历
呢？他说：“墨点无多泪点多，山河仍是旧山
河。”片片荷叶间，跳动着青云谱不息的脉搏。

假如说，脊椎使人挺拔，那么，深植心灵泥
土里的那棵精神树更加重要。八大山人以最简
洁的笔法、最精短的言语答复了这个世界所有
的提问。青云谱在一幅幅墨荷里伟岸起来，凝
重起来，成为南昌文化的一个坐标。

向一个浊世亮出质地高洁的底牌，绝不低
头。这就是青云谱的底气。

我只能暗自喝一声彩。

墨荷
□□ 彭文斌彭文斌

山中饭早。等到星星月亮出来，顺着
一条无名溪谷往东下行。一来可倾听蜿蜒
的水之天籁；二来，是去溪谷岸边相会流
萤。

若是天气晴朗，在星月的照护之下，踏
着一川山水的节韵慢行，放空身心，就能看
到草林间有流萤起舞。

起先是一点弱黄微光，在眼前忽闪而
过，很是惊讶了一下：难道有萤火虫？
这一个惊动，就像不经意间，被什么触动岁
月之钟，有回声如涟漪，在心海里轻漾开
来。停下脚步，目光投向林坡中，静等几秒
钟，三五点荧光，十几点、几十点荧光就陆
续点亮起来，忽而亮在眼前，忽而又熄灭于
草林中。还有亮得更高的，那是山道另一
侧更高的林子里飞出来的。于是，走在路
中间的我，就夹在了高低两岸相迎的荧光
中。就好像，这是萤火虫们商量好，专为我
举办的一场荧光舞会。

明明灭灭的微光，在暗夜的背景上闪着
诗意点点。这些诗意，令我既陌生又熟悉。

萤火虫，那是童年的遥远记忆了。确
认之后，怡然就如羽毛拂过周身——相对
萤火虫的微小，一个女子和虫虫相遇的喜
悦，当然以轻轻盈盈为最宜，只怕兴奋的分
量重了，会把萤火虫吓跑。

这实在不容易，有太多他乡遇故知的
滋味。春梅，秋娥，花婆，小红，冬英，多少
小伙伴在这点点荧光中露出小脸……人生
竟是如此荡荡悠悠！我和她们，共同拥有
过暗夜里捉流萤的日子。可惜，如今星月
下独行的我，身边连一个分享的伙伴都无。

春梅秋娥你们都去了哪里呢？仲夏
夜，从火车站看完露天电影，村路上夹道送
我们回家的萤火虫，飞了几十年，飞到了这
座大山里，在每一个秋夜忠诚地陪伴着
我。而你们，却没入人海杳无音信。

逝者如斯。我的村子，早就没有萤火
虫了。很多村子，早就没有萤火虫了。我
的女儿，到现在不知萤火虫为何物。忆旧
事，怀旧人，止不住，一片怆然。眼前，雄性
萤火虫飞来舞去，忙着在草林间寻找安静
的爱侣。沉醉于求爱之欢的它们，全然不
知是怎样就触动了我的心事，是怎样就牵
起我的衣角去往了发黄的光阴里头。

呃，“虫虫虫虫飞，飞到花园里，花园里
有双新鞋子，给我妹妹穿下子。”

祖母的声音响起来了。乡村里很多祖
母的声音响起来了。童谣已远，童谣里的

“虫虫”，却在高山之巅，依水而居，忠诚地，
为我发出如同往昔一模一样的光。

一川山溪水，轰轰去向江河。水往低
处去，往山外去，往未知去。我却逆水往高
山来，往自然的怀抱来。我想弄明白，这一
路走啊走，除了萤火虫，除了祖母们的歌
谣，我失去的，到底还有些什么？

曾经，我以为小伙伴们和我的关系会
是天长地久；以为生我养我的土地永远不
变；以为那些给我们快乐和想象的萤火虫，
会在我的乡村永生……年幼不解世事，哪
里能够知道，世界的本质，就是“变易”两个
字。如果失去是一种必然，费神梳理失去
了什么反倒不重要了。

人和人会失散，土地和乡村会变革，而
古老的萤火虫，逃离了所有工业化的魔地，
在一座海拔一千七百米的高山溪谷，飞舞
了一年又一年，等着与我重逢。

这种充满神性的失而复得，才是真正
值得珍惜的。而懂得这份珍惜的人，必定
也在童年拥有过萤火虫。

嗯，你我成为知音，是因为彼此经历过
同样的事，并因之而具抱相同的情怀。

山里的夜，出奇的安静，万古安静。有
些萤火虫，飞得比几十米高的水杉更高，我
不得不引颈抬头，目光循着它们划过的点
点光亮，望向更高更远的虚空。

然后，它们飞累了，滑了下来。少顷，
又有几只从花草间飞了上去。这些活不过
二三十天的小虫，轻盈自在无忧无虑地，藉
借夜幕呈现自身的美丽。造化之神赐予了
它们别于众生的生命——还有哪样生物，
能够自带发光武器，既成全自己的爱情（发
光是一种求爱的语言），又扮美暗夜的平庸
呢？

我好奇，这些萤火虫，会落在我目光投
注过的，林间哪朵草药花朵上？如果可能，
我希望它们会把每一朵草药小花儿都光临
一下，用它们虽微弱但却切实的光芒，给花
儿们一点照耀和抚爱：这些草药远在深山
无人来采，在一年又一年的生死轮回中自
生自灭，自美其美，无用其用，而仅仅是凭
其好看的花朵，被我偶尔间看见、相认、乃
至相惜。白天尚有日光的陪伴照耀，夜晚
呢？那遥遥的长河星月，到底不如近身的
刹那荧光来得更明亮真实，更有意外之喜。

有时候，我也觉得自己是一只萤火
虫。我做副刊编辑十余年，邮箱里，少不了
收纳着一些文青们的迷茫和彷徨。在以文

字谋饭票的职业生涯里，我不仅仅是一个
编辑，有时候也要充当知心姐姐。每逢那
个时候，我就把自己变作一只萤火虫，尽己
所能发光，去照一照在暗夜中摸索的求助
者，即便只是刹那的相会，即便光芒的亮度
实在不值一提，但我一直相信，因为我真诚
而全力的回应，给他们的确带去过意外之
喜和薄薄的暖意。甚至有人，的确沿着我
的这点荧光，走出了黑，走进了亮。

而我的身心能长到今天的好样子，又
得感谢多少人，举着内心的光芒，照亮过我
的路？！萤火虫发光，自有其美。人心向
善，也自有其美。

一场冷空气袭卷山中，两天内温度急
降，冷雨斜风中，有人穿起了厚衣。寒意初
现，那溪谷边的萤火虫是否安好？

这天黄昏，风停雨驻。天一擦黑，顾不
上衣单不抗寒，我连忙往溪谷走去。

萤火虫的舞会是在天更黑些时启幕
的。当报幕的头一只与我赤诚相照时，悬
了两天的心终于放平。我喜上眉头，轻声
细语道安：“你好，终于看见你了。”

哦，奇迹这时出现了——这只萤火虫，
它从空中滑了下来，停在了我的脚边，它一
动不动。那天云厚，没有星月。即便夜色
很黑，凭直觉我依旧能判断，它就在我脚
下，没打算要飞走。

我掏出手机，打开了闪光灯，还是凭直
觉，弯下腰，往脚下拍了个照。点开照片一
看，端端的，萤火虫真的就在镜头里了。

细细地，我端详着它：淡金色的头部，
有触须，中心有一点红；两扇黑羽翅同样镀
了一道金边；尾部凸出一团，同样淡金色，
这是自带的发光武器无疑了。

蛮好看的样子！就是说，那个夜晚，有
一只帅帅的萤火虫，把它的好模样大方地
给我看过了。我惭愧，几十年风来雨去，早
就把它们的长相忘得一干二净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能让一只飞翔着寻
找爱侣的萤火虫，停到我的脚下来，给足我
机会，让我重新记住它的样子？

这确乎是一个谜。回木舍的路上，更
多的萤火虫为我点亮起身躯。它们总是扯
住我的步履，令我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看
着山路两岸林子里的点点流光，一种无可
言传的美四袭而来，令我柔软如同秋水。

“虫虫虫虫飞，飞到花园里，花园里有
双新鞋子，给我妹妹穿下子……”古老的歌
谣又在心头盘起。祖母们早已不知去向，
唱响歌谣的是我自己。

萤火虫飞呀飞
□□ 安安 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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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春牵来寒风在滨湖狂吠
瓦屋阴沉，安静的乡村
几粒电灯早早点开，却显微弱
透过窗户，数枝倔强的油菜花
扶着菜园墙头，风雨中摆动笑脸

甫一进门，英德弟就嘀咕不停：
你带领大伙搞的大棚，受罪得厉害
天头若好，辣椒都会开花了
说的是余干辣椒，年后下的秧
明日大早就去查看！

晚饭时，我瞧了瞧院里的农用三轮车

村支书担保，贷款所买的车
解英德弟的无技之窘，从卖菜开始
脱贫起步。但今夜，他将驶入雨阵
卷起被褥，去十里外的制衣厂
陪加班的妻子值夜。我心里明白
这是为了腾出更舒适的床铺……

三个儿子活泼
爷爷奶奶带着颇感吃力
本想二胎接个女儿，却迎来双胞儿子
夫妻只读过初中，总叹不知如何教育
趁着茫茫雨夜，一堂语文课
挂上了农家陈旧的墙壁……

二老舒心而笑，一旁观看：
小子们从未如此乖顺，如此上心
你争我抢的朗读和解答一声压过一声
躺在英德夫妻床上，我的两侧
揽着双胞胎可爱的脸
屋外天籁渐息

披衣且迎无边曙色，云雨收起无情
东风村外的鄱湖烟岸
绵延开阔，似要舒展万家安详
平畴里，一片大棚依旧泛着亮光
沿着新修的村道，向春天深处走去
那里，万物已涌起清新而强大的交谈

夜宿扶贫村 □□ 王科福王科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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