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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八点缺一刻，离上班还有几
分钟，春日的暖阳早早地照得屋内金光
闪亮。休息在家的女儿也不赖床，饶有
兴致地邀我与她下一盘五子棋。于是，
她黑我白，各执二十五粒棋子，我俩拉
开了战幕。

不一会儿，棋盘上黑白相间，各有
战果。又过了十分钟光景，棋盘上大多
是女儿的黑棋了，她手里仅剩下两粒可
调遣，而我手里还有五六粒呢，情势对
她不利！我更窃喜于自己已找到了一
个制胜布点，下一轮出手就能让她束手
就擒。

分明可速战速决，完胜收局，可为
什么我有些下不了手的感觉呢？一边
软着手，一边脑袋开起了小火车，各样
念头纷至沓来。若是我赢了棋，我那输
了棋的女儿的自尊安放何处呢？她会
不会因此受伤而自暴自弃？若是我伺
机放她一条生路，她绝处逢生、东山再
起后赢了棋，会不会从此自视过高傲慢
轻敌呢？

两难于该手下留情放她一马还是
真刀真枪杀个片甲不留，犹豫片刻，我
还是将我的一颗白棋堵在黑棋的活路，
决定给她一个失败与成长的机会，毕竟

失败是成功之母，成长需要锤炼。出乎
意料的是，这边我的白棋刚落稳，那边
她的黑棋已落在最佳位置而救活了整
盘棋。

说到底，还是我想多了。我以为自
己稳操胜券，实际上对手早已胸有成
竹，局势变化只在一瞬间。虽丢了取胜
良机，我心却温暖无比，这个结果正是
最好的安排。稍后，告别女儿匆匆去上
班。

这是十多年前的一幕了，今日回
想，依然意味悠长。发现，在孩子面前，
再简单的抉择，都令人惆怅，因为天下
母亲均自带一种护犊子的光荣情结，也
是母爱的艰巨性所在。

有一次，在公交车站台等车，听到
两位妈妈彼此分享教养孩子的心得。

其中一个说，她给孩子生活费是一
周一付的，而且每次必须是现金而非支
付宝或微信等线上形式。另一位一月
一付的就好奇地问原因，那妈妈不无成
就感地说：“这样子，孩子就必须每个星
期回家见我一次，如果不是这样子，孩
子就难得回家里来了。给一个月的钱，
就一个月不回家，给两周的钱，就两周
不回家。唯有钱能拴住孩子！”

旁边的我，禁不住为这个一周一领
生活费的孩子捏把汗。我似乎能感受
到他卑微的身影里深埋着的无助与愤
怒。我更惊诧于这位妈妈的手段——
你听话，我给你自由，你不听话，我用钱
作缰绳。唉，姜还是老的辣呀，唯有一
声叹息！

其实，我好想提醒她。奔跑是马儿
的本能，成为自己是每一个独立生命的
天性。妈妈学习放手，孩子才有空间习
练自我管理，才有机会锻炼自我照顾。
钱可以买到很多东西，但换不来爱。恰
恰相反，交易疏离亲情，傲慢断送尊
严。有时候，涌泉相报的除了恩还有
恨。可是，我作为一个路人，千言万语
终究没能说出口。

由此，联想到张德芬写的《舍得让
你爱的人受苦》一书，仅仅一个题目，就
道破亲密关系的要诀——舍得让你爱
的人在痛苦中成长。

痛苦给人助益，过程就是奖励。妈
妈懂了这个舍得平衡之道，就会给孩子
掠尽风雨独立飞翔的自由，让他们在挫
折中变得茁壮。她们关心孩子的成长，
不仅允许孩子与自己的分离，甚至会促
成这一分离。正是这种分离，帮助孩子

跳出舒适圈，与陌生人建立新的关系，
在一次又一次的挑战中成为自我。

将孩子永远绑在腰际的，是自己也
还没有长大的妈妈，因为她们自己忍受
不了与孩子分离的痛，将孩子对自己的
依恋演变成依赖。她们容易心怀“我都
是为了你好的”无私，抱着爱的名义“肆
意妄为”，有意周全保护，无意中却剥夺
了孩子成为独立生命的自由。这种令
人窒息的爱，让孩子产生“人还活着，心
已经死了”的绝望。

有一次，读者问张德芬：“你觉得到
底有没有真爱？”她答：“说实在的，我觉
得没有。我认为所谓的真爱，只是真的
很爱，而不是真正的爱。”我认同，因为
很多时候，我们嘴巴里说的是“爱”，心
里想的却是“被爱”。

真爱是无条件的。
只有那些生命根底很扎实的人，才

有无条件爱的能力。有条件的不是爱，
是需要，给出去越多，越令人生疑

母爱的艰巨性

夜航船

■陈幼芬

灯下漫笔 ■李维松

鸡鸣之声

最近梦笔桥副刊有篇《印象大漈》，
刚好7月份我去大漈“农家乐”住了几
天，所以格外留神。

的确如同文章写的，大漈山好水
好，空气清醒，人文古迹丰厚，是个度假
小天堂。夜里不开空调，还得盖薄被。
享受诸般曼妙和谐山野晨曲，舒坦之
极。遗憾的是，未能听到雄鸡啼鸣。驴
友同感。

老底子，萧山农村几乎家家养有雄
鸡，雄鸡啼鸣时，高仰大红鸡冠，两脚蹬
地鸡身前倾，胫部金黄色羽毛微微舒
展，朝天发出“喔喔——喔”的鸣唱。雄
鸡声声，催醒早起人，也催眠枕上人，各
得其所，俱呈祥和。啼过头遍，村庄醒
了，炊烟袅袅，男人准备着下地。晌午、

傍晚，雄鸡会啼示主妇烧饭，鸣声零落，
不像黎明时分的大合唱。可以说，鸡鸣
之声与旧时村民生活息息相关，真真切
切的人间烟火，原生态乡村题中应有之
义。

鸡鸣之声来自生活，亦升华为文
化。报晓的鸡鸣之声，体现准时守信，
历来颇受推崇，被上升到道德文化层
面。明张岱《夜航船》称雄鸡有五德，

“头戴冠，文也。足搏距，武也。见敌敢
斗，勇也。见食相呼，义也。守夜不失
时，信也。”五德之中，我最欣赏它的

“信”，它的准时。相传少年朱凤标寓寄
万寿庵，清晨听到雄鸡啼鸣，便起身展
卷读书，天天如此。后来，他中了榜
眼。万寿庵从此又叫雄鸡庵。浦阳镇

早先有条鸡鸣江，一度所在的村便叫鸡
鸣村。鸡鸣，融入地名文化之中了。而
高玉宝《半夜鸡叫》里的周扒皮，半夜钻
进鸡窝忽悠鸡提早啼鸣，催促长工下地
干活，黑心财主的丑态活生生定在文学
画廊的群丑图里。

鸡鸣之声入画入诗，历来为艺术家
所钟情。杨柳青“金鸡报晓”年画，画出
雄鸡啼鸣的壮美形象，仿佛也能听到它
美妙鸣唱之声，深受老百姓喜欢。《诗
经·齐风》云：“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可
能是诗歌中最早运用的鸡鸣意象。唐
温庭筠《商山早行》有“鸡声茅店月，人
迹板桥霜”名句，鸡声点明时间，还衬托
寒冷清晨旅人“客行悲故乡”的愁思。
老年陆游夜宿梦笔桥边，听到鸡鸣之

声，写下“梦笔亭边拥鼻吟，壮图蹭蹬老
侵寻。不眠数尽鸡三唱，自笑当年起舞
心”的诗篇。诗人借“鸡三唱”，将一个
爱国志士念念不忘收复中原失地的不
已壮心，抒发得淋漓尽致。“鸡鸣”意象
诗词中用得最出色的，莫过于毛泽东
《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的“一唱雄鸡
天下白”。

在大漈的一天清晨，驴友说，“夜里
听到雄鸡啼了！”我摇摇头：“那是半脚
佬，太监的声音！晚餐菜鸡。”驴友回过
神来，两人相视大笑。我想，有条件的

“农家乐”要是养只把雄鸡，专司清晨
“喔喔——喔”地报晓，让游客体验原生
态乡村的淳朴之声，定然游客乐，农家
也乐。

朝花夕拾 ■张飏

烟花肆记

壹
穿着花袄的小女孩顶着红扑扑的

脸蛋跑在光秃秃的水泥地上，手里的烟
花棒划出一道光线。新年里，农村的夜
晚是不会暗的，这边如意高升，那里招
财进宝，满天是绽开的光点。

来短住的女孩把烟花变奏曲刻进
心里。枕着红纸包和爆竹声入睡，在酒
酿圆子和爆竹声中醒来。

很小很小的时候，很久很久以前，
窝在爸妈中间，生活被填满了颜色。

在小轿车的颠簸中离开老屋，在新
年时归来。就这么穿梭了很久，直到这
个声音渐渐淡去。

恍然若失地站在麻雀三五成群的
电线杆下望着远处高高矮矮的一片房
子，天空挡不住地从五色的房顶后面溢
出来，肆意地铺张开它的蓝色。

记忆里的冬天，在烟花中沉溺失
声。

枕着它入睡的人醒了，却再找不到
那闪闪亮光。或许为了未来的蓝天，真
正的烟花必须从生活中退出。但记忆
里的烟花消失了吗？

汽车又从村口穿出，穿进车流中，
等待下一次相遇。

贰
“你如果，缓缓把手举起来，举到

顶，再突然张开五指。那恭喜你，你刚
刚给自己放了个烟花。”杨一午在短诗
里写道。

午后在暖暖的空调房对着明亮的天
空张开手指，像进行某种奇妙的仪式。

让手指和一朵云在不同维度重合在一
起。乡村的气息涌过来，覆盖着我的脊
背。花被子和小枕头，爆竹声又循入梦来。

偶尔出去逛夜市，熙熙攘攘人群
中，经过红色帐篷下一排排的小摊，灯
泡下摆着几枚烟花烫画。有路过的女
孩把它买下放进帆布袋里。甩一甩长
长的马尾，蹦蹦跳跳地离开。

我看向她的背影，斑斓的烟花和擦
肩而过的少女，带着烟火和快乐的气息
一同散开去。

和烟火在普普通通日子里的聚会，
或许既是命中注定又是不期而遇。

夜卷着月光透进窗户，今夜有斑驳
月色洒落，把垂着的灯笼挑亮了。

叁
电影《男人四十》说：“好多东西都

没了，就像是遗失在风中的烟花，让我
来不及说声再见就已经消逝不见。”

每天上学放学，上班下班的日子似

乎庸庸碌碌，可以称上一句“人生海
海”。过年回老家的路上再看不见的几
朵烟花，也常常被挤在角落里忘却。

然而要说不寻常，似乎是排一个小时
等待日料的热情淡了，走五层楼梯为了一
个冰激凌的次数少了，黄昏日落看向硕大
的操场感叹一句真美的日子不见了。

那些和烟花一并丢失在潮湿生活里
的快乐，毫不设防地消失在了黑夜里。

有天突然想起，就拥有了发现宝藏
的惊喜，回顾一下又喜又悲，悲的是在
爬行摸索的日子里忘却了它的支撑，喜
的是未到尽头就又重温了它的美好。

这时抬头看一看月亮，一月一次的
满月才会让人们记起在街头有一碗盛着
月亮的天空。他们急急走过，偶尔抬头。

肆
我们匆匆地坐车、行走、入睡又醒

来，找寻了很久很久所谓金银珠宝，所
谓财富密码，所谓成功道路。

找到后来，湛蓝天空中空无一物，才发
觉，这一路，我们早就把烟花弄丢了。然而
它们没有走，它们只是和我们走散了。

因为即使焦头烂额的时候，最好吃
的还是炸得金黄的天妇罗，最喜欢的还
是混沌而绝望的说唱文化。我们爱的
东西还在，只是被淡忘了，只是被一层

雾遮盖住了。
“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我的心里已

经炸成了烟花，需要用一生来打扫灰
炉。”钱钟书先生把烟花保存进浪漫的
书页里。一个人徜徉在暮色中翻书，每
每翻到此处都不禁满心思绪。

烟花、爱和生活，正如幼时的记忆、路
遇的惊喜和每一天的期待都紧紧相连。

“烟花就是爱啊。”我在日记本上这样写。
老屋门前田埂上的五福临门，河边

邻家的飞天老鼠，小卖部里一根根漂亮
的仙女棒，或是丢在地上噼啪作响的小
爆竹。

烫画上的烟花图案，张开五指的模
样，定格在相机里的照片，或是过去爆
火的电子烟花。

它们都还在我们身边陪伴着，陪伴
着我们度过每一个黑夜白天，陪伴着我
们走过每一个十字路口，陪伴着我们找
回弄丢了的生活。

逃脱忙碌的生活乘着大巴去一个小
镇旅行，和母亲手拉手路过买腌肉的铺子，
看几盏灯笼悬在河边。小孩的嬉闹声从巷
子深处传来，噼里啪啦的声音也传过来。

我不知道那天的月亮是圆是缺。
但我清楚，烟花很漂亮，生活也是。

再拥挤的街头，它们也不该被忘
记。

风景独好 ■周亚萍

唐峰尖上
春光融融，与好友三人携家眷游富

阳新登之唐峰尖。登山观映山红，其山
不高而景色秀美，映山红独特而娇美，
故作文以记之。

是日天朗气清，自萧山驱车直达富
阳新登。不知觉间车已蜿蜒上山，两旁
悬崖险峻，方知已达半山之高。山色清
朗，周围景色之佳，真仙境也。唯山高路
险，颇多急弯，同车人皆惊呼不已。进山
已深，周围皆原始森林，遮天蔽日。山野
无人，清溪自流之，飞鸟自鸣之。林静景
幽唯吾等扰之，过则复归于幽静。林木
苍郁，于空隙处偶见山外，则山青云白，
吾等已在云端之上矣。

不久，车停九仰坪。周围空旷，几户
人家散落四处。唐峰尖已巍巍乎在望。

上午十时，吾等始登山。青山巍巍，
野旷人稀。漫步山村土路，迂回曲折。
时树枝嫩芽已发，而路旁枯草丈高。进
山，路侧溪流潺潺，身边灌木丛生，登山
者笑语盈盈。进山渐深，路愈小林愈
密。林木森森，不见其日。流水淙淙，只
闻其声。

山路陡峭处山民垒石为阶，斩木为
梯。悬崖峭壁上立足，枯藤老树间穿
行。山高途险，人竞相扶携，虽老弱者
亦攀援而上。夫攀爬之苦，亦登山之乐
也。扶携之间，人相亲近。山途虽险，

亦得野趣也。
未登顶而见遍野山花。花曰映山

红，每于青翠碧绿间忽见其红色怒放。
亦有紫色者，高雅绽放。亦有色白者，
娴静优雅，亭亭玉立于悬崖峭壁。峰回
路转间数株相迎，平坦路直处连片争
妍。天蓝云白，山峰苍翠。山坳处散见
梯田人家，芳草鲜美，落英缤纷，三两黑
牛闲卧。宁静悠闲，真世外桃源也。

终登顶也，映山红已连绵成片，其色
姹紫嫣红，其姿万千多变，娇美异常，真
世所罕见。果如杨万里诗云：“正是山花
最闹时，浓浓淡淡未离坡。映山红与昭
亭紫，挽住行人赠一支。”作者亦叹：山花

不为游人开，游人却为山花来。年年岁
岁山花似，来来去去人不同。极目四望，
群山茫茫，连绵不绝，奇峰挺立，苍松傲
然。天地辽阔，胸怀为之一畅。人尽吐
其胸中浊气，入其境而融其景，忘其忧而
得其乐，飘飘然兮欲成仙。

山顶有一座双层木亭，人或登高望
远，或散坐其下，于此处休息进餐。有
自热泡面煮汤者，有呼朋唤友喝酒吃肉
者，有水果干粮拌着清风下咽者，有摆
姿势拗造型拍照者。风景佳而疲乏消，
人皆醉也。

餐毕下山，意犹未尽，归途互发照
片欣赏，其乐融融以俟再约。

大雨将至
九月的大雨说来就来
在你还来不及关上门窗。狂风大作
天地之间，马路
车辆、树木、楼宇……

一一归位。仿佛它们都是附着物
要接受一次清点
那又能如何？当炙烤的万物
没有了光
不亚于一个走下神坛的军阀

雷声隆隆。闪电像一把用旧的镰刀
在云层中反复摩擦
越擦越亮，直到
雨点把两个世界紧紧缝合在一起

大雨将至。狗尾草的歌唱里
失忆的人凭一把雨伞
找到了回家的路

黄昏的土坡
黄昏的土坡真美
长满了小草、小花，一条小路
从土坡上走下来
来到我们身边

黄昏的土坡真美
父亲背着山货回来，有山楂
板栗、山核桃，还有
红扑扑的柿子

黄昏的土坡真美，走下
黄昏的土坡
不惊动蝴蝶的睡眠
也不惊动坐落在阴影里的
金家埭

贴地飞行
低气压的滩涂
空气弥漫着欲言又止的沉寂
蜻蜓振动薄纱的翅膀
低飞在茅草之上，发出“嗡嗡”声

守着自己生活的底层
它们在有限的高度，不事攀比
鸿雁、天光
呵，尘世需要一只蜻蜓
像需要河水，需要匍匐的春天

而更多的蜻蜓从金家河对岸
飞过来，那么低，那么小
仿佛于荒野萌发
原汁原味的冲动

边缘地带
道路把我送到边缘地带
我必须观察有利地形，把自己安顿下来

又能怎样？世界是贴着地面滑行的拖钩
要带走什么像带走一根寒草

我必须时刻保持清醒。身在边缘地带
有山有水，有猛虎出没

而时间以冷杉树的形式伫立

先照寺
前一小步
就是山的悬崖，树的悬崖，草的悬崖
就是崖壁上的碎石、枯枝
就会坠落到最低处

而佛，就是来自湘湖之光的
第一时间的，把你
自度与照亮

中元节
他们一定还深爱着人间
香烛点上，我知道他们就在我对面
看着我们

为此，母亲做了周密安排
大姐、二姐洗菜，我和老婆上灶做火头军
菜端上来，摆菜倒酒由母亲
自己来完成
仿佛一部默片的又一次陈述

我知道他们就在我对面看着我们
而窗外，秋天夕阳的辉光
四处滚动

乘着秋天的火车
论嗅觉，花有花的模样
树有树的模样

论视觉，白鹭投影于水面
江山，你就是湘湖寂寥的黄昏

远处，又有一万只鸟飞了起来
世界与世界都如此广阔

乘着秋天的火车，突然一场疾雨
让一颗毫无防备的心
安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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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着秋天的火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