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女将军为我颁奖
■ 胡 兰

诗以言志诗以言志

滨江的孩子
（外一首）

■ 杨秀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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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霞味的柚子
■庄行学校 严梓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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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故事身边故事

看看那冷雨
■ 鲁北明月

窗外，再次响起雨声，轻轻敲
击着雨棚。声音并不十分真切，窸
窸窣窣，如清晨麻雀的脚步滑过。

开窗，雨声于是变得清脆，和
冷冷的水气、自然的气息一起飘进
房间。雨滴在城市的灯下闪亮而
过，变得逶迤温柔且透着暖意。我
把手伸出窗外，一滴雨水倏然落
下，又四散开来，有些湿润仿佛溅
到脸上，一股寒意从指尖直传到心
里。

这是一场冬天的冷雨，不急不
缓，冷冷而且执着地下。因为这冷
雨，世界的繁华仿佛打了折扣，仍
然有行人、车辆以及霓虹，然而一
切都仿佛变得匆忙，在匆忙之中找
寻一个温暖而干燥的世界。

因为这冷雨，连绵数日的冷
雨，不急不缓，冷冷而且执着地
下，我取消大多的户外活动，然而
有一项活动不能不参加，亲戚中一

位老人在这冷雨之前悄悄离开了我
们。我从年底繁忙的工作中抽身出
来，参加他的身后事。事情办得隆
重而且铺张，我理解这是一种对逝
者的敬意，当然我无法了解这对逝
者的真正意义。在数度来去的行程
中，我总是去看飘着的冷雨，在车
窗上汇成不规则的小溪，仿佛永远
休止，但一个生命悄悄终止了——
或者在另一个世界继续行进。

如果真有一个不为生者所知的
世界，或许只有冷雨，无所不知。
它从我们之上的什么地方来，又沉
入我们之下的什么地方去，似乎为
只打通不为我们所知的、之上和之
下的另外两个世界。

冷雨不急不缓，冷冷而且执着
地下，努力营造一个可以表达悲伤
或者洗刷灵魂的氛围。这种暗示过
于遥远，理解的人应该寥寥无几。
逝者已逝，生者仍要继续，继续一

种灯红酒绿的奢华追求，就像窗外
无尽的苍穹仿佛有无数双神秘的眼
睛看着我们，而我们若无旁人或者
苍白无助。我们按生者的意图去给
死者创造一个纸醉金迷的奢华世
界，是因为我们无法拒绝这种奢
华，这是我们在物质世界里的永恒
追求，即使有冷雨执着地下。

老人生前淡泊朴素。在我的印
像里一杯黄酒、一包纸烟几乎已是
他的最大享受，事实上在生前近一
年的时间里，他已远离一切人世的
喧哗与躁动，生命的内容只剩轻轻
的呼吸和静静地沉思。原谅我这种
唯美的表述，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
有一段时间去思考生命的意义，这
是个基础性的前提，只是我们却大
多放在生命的最后时间进行，甚至
无暇进行。

生命的来去我们往往将其与宗
教或某种神秘意义相系，然而生命

中存续过程中我们抛弃一切宗教和
神秘主义，将其看作一个物化的简
单过程。世界变得奢侈，人性却更
加贪婪，在这细细的冷雨里，我不
知何处又有爆炸，何处又有杀戮？
有多少生命在颂歌中诞生，又有多
少生命在颂歌中离去？

事实上这些问题大多不必思
考，我们都意识到生命太过短暂，
享受青春，享受生活，关爱生命，
善待自己不都是我们的时髦吗？皱
着眉头思考生存还是死亡这个问题
的，千百年来，为数不多，几乎只
有一个著名的哈姆雷特。还有一个
贾平凹，他游历乐山时写一对联：

乐山有佛，你拜了，他拜。
苦海无边，我不渡，谁渡？
于是现在，唯有冷雨，不急不

缓，冷冷而且执着地下。

2006年8月下旬，我收到首
届“真情人生”全国散文《最美
丽的脚丫》入围通知书，信中写
道，已收到征文来稿 16000 多
篇，届时，将邀请部分获奖代表
出席。没想到，同年10月中旬，
又收到“真情人生”散文征文活
动办公室的来信。拆开一看，
是一份获奖通知暨参会邀请，
只见上面写道：“尊敬的胡兰同
志，经组委会认真复评，您的作
品《最美丽的脚丫》荣获二等
奖，特此通知，谨致祝贺！组委
会定于 12 月 1 日至 3 日在北京
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首届真
情人生’全国纪实散文征文表
彰大会暨首届中国纪实散文高
峰论坛，特邀请您准时出席。”

看罢来信，欣喜若狂。我
特意在衣柜里挑选了中式织锦
段宝兰底色上面有红色牡丹的
上衣，代表荣华富贵和中华民
族 的 国 花 ，配 一 条 黑 色 丝 绒
裤。到北京直奔京西大酒店报

到。第二天一早，大巴车前往
人民大会堂参加表彰大会。上
午 9 时，北京人民大会堂河南
厅，由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中
国散文学会联合举办的真情人
生全国纪实散文征文表彰大会
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主持人向到会的来宾们一
一介绍与会的领导，会场上掌
声不断。当介绍到特邀代表

“贺龙元帅的女儿、中国人民解
放军少将、著名作家贺捷生带
病前来参加颁奖大会”时，会场
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大家纷
纷向这位女将军投去了敬佩的
目光。

大会宣布获奖名单，原中
央政治局季员、中央军委副主
席迟浩田《怀念母亲》荣获特等
奖，没想到我的作品有幸荣获
二等奖，更没想到是贺捷生将
军为我颁奖。

大会结束，贺将军走下主
席台，与会代表纷纷围拢上去，

以敬佩的目光和关心的语气，
向这位元帅的后代问好致意，
大家争先恐后地与其合影，我
也挤上去荣幸地与之合影，并
在请柬上签名留念。

贺大姐在人们的拥戴下缓
缓向会场外走去，会议秘书长
介绍，贺大姐因病住院特意赶
来参加会议。由此可以看出，
贺大姐的文学情结是那样的深
厚。看上去，贺大姐虽然年纪
不轻，但清瘦的脸上，眼神是那
么炯炯有神，眼光里有着贺元
帅的坚毅，但说话声音却甜美
温柔，面带笑容，是那样的可亲
可爱，丝毫没有拒人于千里之
外的傲气。

在大会堂的底楼又邂逅贺
将军，我再次要求与她合影，她
欣然同意，合影后我关切地问
道：“你住在什么医院？”她笑着
说:“301医院。”我默默地记在了
心里，翌日上午，我抓住这千载
难逢的机会，到医院采访了贺

将军。
她见到我有些吃惊，但听

说我是从上海来的警官，便热
情地接受了我的采访。贺大姐
开始很随意，但随着回忆慢慢
地深入，她道出了一段跌宕起
伏和催人泪下的个人往事。她
出生于湖南桑植，1935 年 11 月
生下来仅十八天，就由父亲贺
龙、母亲蹇先任背着去长征。
1937年，还不足两岁，父亲亲率
领八路军一二O师东渡黄河抗
日，托两位国民革命军前部下
将她带回湘西抚养并渐渐长大
成人。1949年全国解放后回到
父母身边。长期在部队从事党
史和军史工作，曾任北京市和
全国政协委员，军事科学院军
事大百科部部长。那次采写的

《帅门女将》后来发表在档案春
秋杂志上。

虽然多年过去了，但这次获
奖的经历却终身难忘，并激励着
我向文学的深处不断迈进。

流年复制了所有景色，也翻新了所有故事。
——题 记

老家有一颗柚树，傍着淙淙的小溪，倚着傍
晚的绮丽乡阳，很美。

“快跟上！”灌木丛中钻出几个小脑袋，乱蓬
蓬的脑袋上挂着几片叶子。“柚子熟了！”为首的
女孩抖抖脑袋上的叶，爽朗一笑。

正值黄昏，老树的叶在风中轻飘，蜿蜒的树
梢上挂着累累黄澄澄的柚子，几缕晚霞挟着沁人
的柚香萦绕在枝头。“找根竿子吧！”那女孩——
也就是我，勾唇一笑，扬起下巴，“到时候柚子一
起分！”不一会，几个孩子便呼哧呼哧地扛来竹
竿，合力举起竹竿，将目标锁定为那颗最大的、最
饱满的柚子。好不容易瞄准了柚子，便乱了章
法，有步子快了，有步子慢了，动作完全配合不
上，脚和脚绊在一起，身子撞在一起，摔了个前仰
后合，最可悲的是，我被后面的人挤了一下，摔在
地上打了个滚后，还被从天而降的竹竿打了个正
着。躺着也能被打？我这运气也是齐天了！

我自是不服气，揉着红肿的额头，秀眉紧
皱，一骨碌爬起来，脸被气得红扑扑的，瞪了一
眼高高在上的柚子，它还挺开心呢！胖胖的柚
子挤开厚厚的绿叶，在枝丫上荡秋千。“继续！
现在我来指挥！”我一扬手，眼里映着晚霞的金
黄和老树下的我们，“刚才步子太乱！现在我数
数，你们先迈左腿。”树下，几个稚童如同一支军
队，漆黑眼眸里闪烁着一种叫“坚毅”的东西，女
孩站得笔直，仿佛真的是个指挥官。“往左一点，
再往上一点，打！”几个孩子目光灼灼，齐齐望着
摆动的柚子，可它却只摆了两下，在众人的目光
中慢慢停止摇动……“打起精神来！别难过！”
我叉着腰，扛起竹竿，“想吃柚子的话得抓紧！”
话音刚落，众人就已齐聚，精神抖擞。

又打了几次后，大家体力开始不支。“这是
我们最后的机会了！成不成就得看这一次了！”
我为大家鼓劲。“加油！好，凝神，瞄准，往上一
点，打它的茎！”我的目光将那枝头摇摆的柚子
锁死，和周围的孩子一样默契地没有出声，那柚
子摇啊摇，摇啊摇，“砰”地一声掉在了地上，裂
了个大口子，里面全是晶莹璀璨的宝石。我将
它掰开，一股芳香便扑鼻而来，不知其中挟着几
缕彩霞。细腻的果肉上光华流转，晚风将沁人
的芳香衔到了很远的地方，天色将暗，老柚树沙
沙的树叶声在微风中诉说着一个美丽的童话。
盘旋的花鸽在树梢间穿梭，似是窥伺那墨绿叶
间掩藏的秘密珍宝。

彩霞味的柚子，很甜。自那以后，我再没尝
过如此清冽可口的柚子了。心里那日柚香如
故，自是一派欣喜。

这座远方的小镇

有着琥珀色的建筑

像一列从远方开来的火车

张开所有迷人的大眼睛

行驶于你童年的梦境

世界似圆非圆，人间似方非方

你看，水中泊着舞蹈的窗子

水中泊着晶亮的路灯

还有嘟嘟哝哝的野花的嘴唇

在诉说着

连妈妈都听不懂的言语

作者简介：杨秀丽，中国

作家协会会员、上海作家协会

诗歌委员会副主任、《上海作

家》杂志副主编、《上海诗人》

副主编。

残雪迎春
■ 杨凌仙

江河有着发光的肌肤

游轮有着犁得更远的呢喃

这些秘密都交给了风帆

这儿，人间和仙境毗邻

就仿佛珍珠居住在贝壳里

我们一起看夏夜的星群

听人间的欢欣

这世界，从不疲劳、从不懈怠

因为，新的时代

总会向孩子们

献上浪花般的丰采

远方的小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