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末我和妻子尧 女儿一起回老
家袁母亲显得很高兴袁也许是她和父
亲在乡下生活很寂寞的缘故吧浴 正
当我羞愧之余袁 母亲的手已经伸了
过来袁接过我手中沉甸甸的行李遥就
在触碰的一瞬间袁我不经意间发现袁
母亲的手已是青筋暴起尧 粗糙得如
同树皮般模样了遥看着母亲的手袁我
有些感伤遥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袁母亲的手是
厚实而强健有力的袁当然它也给我带
来不少惩罚遥 在那个年月袁母亲打孩
子是一种常用的教育方式遥 我的母
亲虽然没有多少文化袁不晓得野孟母
三迁冶和野岳母刻字冶之类的故事袁但
她对我也是野爱之深袁恨之切冶的遥 父
亲外出务工那几年袁因为母亲终日在
田里劳作袁无暇监管我袁淘气的我变
得无拘无束袁有一天竟然逃学和同学
去河里抓鱼袁但因为野运气不佳冶袁没
有抓到一条鱼袁还弄湿了一身袁最后
竟被班主任逮个正着遥 母亲闻讯赶
来袁她气得脸发紫袁一双大手拎起我袁
就像拎着一只小鸡遥 回到家袁她又狠
狠地抽了我一巴掌袁然后对我说了一
句院你这个不成器的孩子浴说完袁她竟
然也捂着脸哭了起来遥 我吓坏了袁一
边摸着自己火辣辣的脸袁一边看着母
亲那张流着泪的脸袁怯怯地说院妈袁以
后我不敢了遥 从那以后袁我开始认真

学习袁因为我不想再让母亲失望遥
当然袁母亲的手袁在我的感情上

更多的是其熨贴细腻的一面遥从我记
事起袁一家大小的衣衫裤袜都由母亲
来洗遥 冬日的早晨袁母亲顶着呼呼的
北风袁来到河边浆洗衣服遥 一块搓衣
板尧一块胰子袁就着冰冷的水袁灵巧的
手中不停地揉搓着衣衫遥北风刮得猛
了袁母亲的脸被吹得通红袁但她不管
这些袁她总是默默地洗着遥 父亲曾送
过母亲一枚戒指袁洗衣时袁母亲总是
小心翼翼地把它卸下袁生怕弄坏遥 母
亲从小就开始劳动袁她的手没有大家
闺秀的那么细长尧娟秀袁但却异常的
厚实而刚强袁足以应付任何苦难了遥

也同样是那双结满厚硬的茧
手袁在昏黄的电灯下袁为我们做饭遥
小时家贫袁平日少有荤腥袁农闲时袁
母亲就变着法给我们做些好吃的院
做豆腐尧做米馃尧煎糯米条袁她最拿
手的做饭丸子遥一大早袁她提着一盆
饭去圩上机成米浆袁回家后袁她把米
浆揉好后袁 就用手挤出一个个小饭
丸放入笼屉袁母亲手法娴熟袁她做的

饭丸子如机器做的一般匀称遥尔后袁
母亲把饭丸子放入蒸笼里袁 用大火
蒸袁约莫半个小时袁一笼饭丸子就熟
了遥我们兄妹几人急不可耐袁伸手过
去抓着就吃袁母亲赶紧递来筷子袁有
些嗔怒院野小心烫着袁慢点儿吃浴 冶贫
苦的日子是单调的袁 母亲却用她那
灵巧的手袁 为我们编织了一个色彩
斑斓的童年遥

夜渐渐深了袁冷空气侵入房间袁
冻得年迈的奶奶在隔壁房里吭吭地
咳遥母亲听见了袁轻轻地推门走了过
去问候遥奶奶体弱袁一遇到冷空气就
咳嗽袁为减轻她的痛苦袁母亲就为她
刮痧袁老人怕疼袁母亲不厌其烦袁动
作轻柔袁周到体贴袁宛若奶奶的亲生
女儿遥一阵忙活后袁母亲的衣衫已汗
湿袁奶奶却酣然睡着了遥伺候奶奶上
床入睡后袁母亲坐在灯下袁开始为我
们缝补衣袜遥 母亲缝补衣服的针脚
就像她的心思般细腻袁 看不出一点
痕迹袁年幼的我们袁穿着母亲缝补过
的衣服时袁竟一点也未察觉遥

母亲是农村人袁她不懂音律袁她
的这双手不会弹奏什么乐器遥 但就
是这双灵巧的手袁 会收割稻子尧锄
地尧洗衣做饭尧缝补衣服尧照顾亲人
噎噎母亲的手袁粗糙龟裂袁从未加过
任何化妆品的润饰袁但在我心中袁那
是一双臻于完美的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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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乡村走走渊外一首冤

阴邹晓慧渊九堡冤

到乡下老家走走
没有大欢喜袁 也没有伤感
没有行李袁 也没有目的
多少年过去了啊浴 还是这块我爱的土
地

到乡下老家走走
没有大惊奇袁 也没有什么欲望
没人知道你一贫如洗啊浴
也没有人知道你的
只有草根听得见的呼喊

到乡下走走
走不动的时候就写点诗
不想写诗的时候就晒晒太阳
想晒多久就多久
这就是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日子

风要吹多轻柔就有多轻柔
阳光要多温暖就有多温暖
花愿开多香就开多香
草要长多野就有多野

坎坷过后袁 困难过后
恐惧过后袁 挣扎过后
我们到乡下老家走走
走不动的时候就写写诗
写不诗的时候就发呆
这就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日子

像老树一样叶落不落无所谓
像老牛一样再耕不耕地无所谓
像田野一样长得是稻草还是春天无所谓
像不肯安睡的老屋空空如同祖辈的背影

因暖冬
天冷了袁天空越来越空
像一些落魄的故事没有了皈依
像一个失足的浪子离开了家乡
像一条离开了农夫怀抱的蛇

一条赤着脚踝又一些疲惫的
对冬天不怀好意的母兽
以打霜的姿势凝望这个世界
打开河流 又关闭河流

我听见被尘世冲刷过的雨雪
发出白花花的孤独的声音
我看见一个花白的老女人
坐旧了整个乡村的黑

天冷了 心灵越来越空
被霜雪打过的冬天容易生病
那些失魂落魄的陈年往事
只能乱七八遭地丢在生活的低处

冬天的沉默会把你带入回忆之中
某些不寻常的温情
不是被别人拒绝 就是被自己拒绝
春天只能渴望 但不可靠

只能怨自己的肉身太薄
无法抵挡多年积累下来的寒冷
这个消瘦农妇的腰身无法捆住
一身至死不休的慢性疾病

对于穷人来说 越来越空的冬天
就像到处打滑的乡间小路
就像赤手空拳挣扎的人生
无声尧空旷尧漫长尧无所依噎噎

在长空万里的初秋袁 我携一身
清尘袁抑制几许激动的心情袁来到瑞
金市委党校开始为期一周的学习袁
也由此了解了一段悲壮的历史遥

在苏区历史的节点上袁 老师浓
墨重彩地点出了 1935 年 6 月 18
日遥这一天袁瞿秋白用完人生最后一
餐袁照完人生最后一张相袁画上了他
年仅 36岁的人生句号遥 83年后的 9
月 3日袁 我坐在党外干部培训班教
室的屏幕前袁 看着他临刑前坦然自
若温文尔雅仿佛下一秒就要去赴一
场美丽聚会的样子袁 心情一下子变
得十分复杂遥 我看到的不再仅仅是
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袁一
个苏区时期的教育组织者和领导
者袁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遥为了了
解瞿秋白袁 我点开人民网党史频道
瞿秋白纪念馆袁 发现这里有女儿对
父亲的纪念尧有学者对伟人的祭奠袁
也有客观的描述遥而现实中袁他会留
恋尧会纠结尧会斗争袁最后还是用生
命走上了他的理想之路遥
从书生到领袖袁瞿秋白走过了短

暂却沉甸甸的一生遥 在历史的注脚
里袁瞿秋白的信仰与理想尧责任与担
当如一壶老酒袁醉了同样心怀理想的

无数后世凡夫遥短短 36年袁他过成平
凡人的几倍袁他做的事情远远超过他
36岁的精力袁50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
和政论袁甚至于在狱中他还精心列了
一个提纲袁认真挑选了十几个题目遥

9 月 6日下午袁 我随班外出学
习袁来到瞿秋白当年被关押的原国
民党第三十六师旧址遥 在左侧偏房
一角袁我推开一扇黑色的狭长的木
门袁一脚踏进那段令人揪心的黑色
历史遥两间木板房袁一口天井袁一处
放风的小院袁 一棵怒放的石榴袁如
此清简之处袁曾囚禁着一个高贵的
灵魂遥 导游介绍袁这课石榴树见证
了瞿秋白最后的人生袁只开花不结
果袁暗示国民党的劝降是不会有结
果的遥 其实每一个没有结果的故事
都包含着另外一个结果袁在国民党
没有结果的事袁对共产党却结下了
硕果遥 瞿秋白一生娶妻两任袁并无
自己的后代袁但继女瞿独伊却以他
为父袁一生撰文回忆他尧怀念他尧亲
近他袁这是结果遥 他 36岁为真理抛
却生命袁却使更多的有志青年更加
坚定革命信念袁更加死心塌地跟党
走袁这也是一种结果遥

在瞿秋白纪念馆前袁 一块石碑

矗立眼前袁 诉说着那个令人心痛的
历史时刻袁野瞿秋白就义处冶袁我在想
那一刻袁 想那就义前的内心是否会
有一丝恐惧袁和对世间的无限留恋遥
如今人来人往街角繁华袁 是否可以
安抚一点孤独上路的寂寞惆怅钥 临
刑前袁 瞿秋白用俄语轻哼着自己翻
译的叶国际歌曳袁走上讲台发表最后
的演说袁 他坚信共产主义这个理想
迟早一定要实现袁 中国共产党一定
会取得最终胜利遥 野此处甚好冶袁唯生
命不再袁野鞠躬尽瘁袁 死而后已冶袁只
是世失英才痛心疾首遥 书生的世界
是单纯的袁读书是为了追求理想袁为
了理想可以放弃生命遥 这样的瞿秋
白不懂迂回袁 但他的信念就如一粒
火种袁点燃了中国黑暗的大地遥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袁 我希望这
样一位先贤能被历史温柔以待袁能
与同志一起踏上长征路追求革命理
想袁 最后能在满头白发中接受世人
的瞻仰和追悼遥

可是时光不会倒流袁他无限珍惜
又坦然接受遥 他走了袁用生命给我们
留下一个信念袁人袁只要内心足够坚
定袁便可以为了心中的事业尧理想尧未
来舍弃一切袁这袁就是秋白的风骨吧浴

秋白的风骨
阴毛燕群渊市委农工部冤

母亲的手
阴钟燕林渊市委党史办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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