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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心兰
◎ 夏惠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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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的一个傍晚，散步到天桥下，有一
老者端坐，面前几株瘦瘦的兰草。看太阳已落
山，不忍心于老人的艰辛，便随手买了，回家找
一个闲置的青花瓷盆栽上，放在阳台花架上，
偶尔浇点水，
从没施过肥。
我是爱花之人，
家里栽培有各种各样的花，
三角梅，
紫花茉莉，
茶花，
海棠，
凤仙花，
蟹爪兰，
绣球，
月季，
再加上各种各样的绿植……所以，
家
里有限的阳台、
书房露台上，
一年四季都有各样
的花儿绽放，
生机盎然，
搁在阳台一角的这盆兰
草，
便渐渐地让我忘记了它的存在。
好几年了，兰草在阳台角落里兀自长着，
发出来的分枝也因疏于照护枯萎了，只剩下一
半的草那么顽强地立着，继续经历着一个又一
个的春夏秋冬。好几次，尤其是春节前夕为增
添节日气氛购置新花进家门时，家人总说“把
它扔了，几根草，又不开花，还占个地方”，而我
终究还是没舍得。
去年九月的一天，我突然发现，它居然开
花了！浅浅的花茎、淡绿色花瓣，素素的，悄悄
地在阳台一角，发出幽幽的香。这种香，没有
玫瑰的馥郁，也不是紫花茉莉的深沉，是清香
袭来，沁人心脾，就像喝到了一口陈年普洱，香
气先由外而内袭入，然后由内而外散发，唇齿
生津，回甘悠长……我惊讶于它如此绵长、富
有穿透力却又如此浅淡的香气，也感叹它如此
顽强的生命力，看着它半盆略显稀疏的叶脉，

故乡五题
从故乡的嚎啕中醒来
我哭倒了那棵大树
那棵长满了苔藓的树
几十年没有去过了
爷爷走了，
父亲走了
儿时的伙伴也长满了苔藓
再也找不到那棵树
那棵被孩子们背进学堂
背出山坳，
背到遥远异乡的树
它和我的童年一样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里
死在了那个叫作成长的路上

小 河
年少时，
总盼望长皱纹
以为每一条沧桑
都写满了传说
就像故乡
那条清清亮亮
怎么流也流不完的小河

时间过得真慢
半颗鸭蛋
我吃了几十年
青丝变白
咸味变淡

擦耳崖
擦耳崖，
是一处绝壁
爷爷曾经飞过
晚年时，
他一本正经地告诉我
我真的相信
因为，
我也飞过
那是在我长大前的梦里

外郎塆
外郎塆，
为什么这么叫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
爷爷没告诉我
父亲也没来得及告诉我
依稀记得父亲说过
我曾祖的祖父担着曾祖的父亲
从湖南逃难来到这里
狗儿的八大王
让我终于把自己与历史书
身不由己地捆在了一起
（作者系重庆市人民检察院二级巡
视员）
视员）

（作者系教育工作者）

◎ 江利彬
“一叶梧桐如唤客，起来搔首听秋声”。梧
桐叶落，
秋便跟着来了。
倏忽，落于我的窗前。我踮着脚靠近，拾
起，放在手心里静静品赏。灰黄底色上斑驳的
浅青，数道清浅的纹路穿行着，穿行成一种跌
宕起伏的美。这美，停留在《诗经》：
“ 凤凰鸣
矣，于彼高岗。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这个“梧
桐引凤”的传说，从古传唱至今，让人心生美
好，
无惧秋之凄凉。
因此，人们非常喜欢梧桐，也看重梧桐。
在他们眼中，梧桐是有灵性的草木、树中佼佼
者、能知时知令。
《遁甲书》说：
“ 梧桐可知日月
正闰。生十二叶，一边有六叶，从下数一叶为
一月，至上十二叶，有闰十三叶，小余者。视
之，
则知闰何月也。
”
在乡下，家家户户都会栽上几棵梧桐，或
房前，或屋后，或院中，一年四季，皆与梧桐为

伴，看它“亭亭若华盖”，看它护佑着青砖红瓦，
看它护佑着一个个家，撑起满是希冀、满是期
盼、
满是美好的大伞。
祖父家的天井里，也有一棵梧桐。每年秋
天的时候，落叶纷纷，似一张张拓印着思念的
信笺，迟疑着翻过围墙，散发着清幽的芳香，像
是要把思念送向远方。
梧桐的思念绵长，不曾辜负人们的心，她
含天地之醇和兮，吸日月之休光，尽善尽美，游
走在文人骚客的笔墨中。她是秋之氛围：
“凉
风敲落梧桐叶，片片飞来尽是秋”；她是秋之足
迹：
“睡起秋声无觅处，满阶梧叶月明中”；她是
秋之相思：
“ 一声梧叶一声秋，一点芭蕉一点
愁”。而在眷恋故乡的文天祥眼中，她更是一
抹乡愁，
“万里飘零两鬓蓬，故乡秋色老梧桐。”
不经意间望见囚室窗外的梧桐树，想起了万里
之遥的家乡，窗外的梧桐也已凋敝，就像那家

乡的秋色一般。
梧桐叶落，一片又一片，饱含离愁寂寞。
李清照名篇《声声慢·寻寻觅觅》中有句：
“梧桐
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
愁字了得！”一叶一泪，一字一辛酸，憾人心弦，
可谓绝叹。
“ 雨歇梧桐泪乍收，遣怀翻自忆从
头。摘花销恨旧风流。”纳兰性德的《浣溪沙雨
歇梧桐泪乍收》，雨打梧桐，声声入心，思恋之
人早已离去难寻，孤单寂寞的情绪因梧桐细雨
而更觉绵长，就将这份忧思惆怅通过那片片梧
桐来表达罢。
“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知秋”，我们又何必
触景感伤。秋天来了，冬天近了，春天还会远
吗？莫哀怨，莫凄清，大好的秋日时光，在梧桐
叶落处等待，
等待着我们发现、
追寻……
（作者作品散见《惠州日报》等报刊）

父亲 卖 菜

爷 爷
爷爷，
就埋在那道山脊的下面
好像还是昨天
他把半个咸鸭蛋分给我
笑眯眯地看着我
一点一点吃完

视。经历了漫长的煎熬，苦难的
苦难的焠
焠炼，伴着
众芳的花开花落，不因众芳的艳丽而自惭形
愧，也不因百花的妒忌而愤郁，始终保持自
己高洁的节操，熬过了几十年一遇的高温，
经历了七载寒暑，风吹雨打，虽然只剩半
盆，即便伤痕累累，亦无怨无悔悄然绽放；
不管是在阳台最不起眼的角落，还是进了书
房，抑或是今日登上客厅最重要的玄关，进
入高光时刻，她只那么静静地，素净清香，
浅淡风雅，静而不争，安而不乱，我们的人
生，何尝不应如此呢？
心理学大师阿德勒曾说过：
“所谓自由，就
是不再寻求认可。”从素心兰身上，我看到了自
爱的勇气，看到了坚持的力量，也深切感受到
了不必活在评价里的精神自由的欣喜。
或许我们终其一生也无法做到脱离俗世
烟火，但并不妨碍保持一颗质朴、善良、宁静的
心，本本分分，安安静静，珍惜最平常的日子，
过好自己真实的生活。就像林清玄说的，
“人
要锻炼自己的人格、风骨，不要随风雨破落，失
去自己的样子”。
素心兰如美玉，只有细品方可见其秉性，
素而不娇，素而高贵。愿我们安安静静地优
秀，无声无息地坚强；不仅有努力的魅力，也有
被讨厌的勇气；不敷衍自己，
不辜负生活。

梧桐叶落时

◎王鸣隆

树

心中掠过一丝惭愧。我把它擦洗干净，搬进了
书房，让它伴着我看书、喝茶、听音乐。为纪念
它首次开花，
还特地为它写了首小诗。
大约一个月后，花谢了，我将它移出书房，
换上了文竹，
它又重新恢复到散养的状态。
今天是周末，一久未联系的故乡老友来
访，得知她是位兰花爱好者，便抱着好奇的心
情，请她认认这盆兰花，才发现它又开花了，还
是那么素素的，
悄悄地仰着头，
但幽香四溢。
老友连声问道：
“你有这种兰花？”
我笑答：
“只有这一盆。
”
老友又问：
“你知道这是什么品种吗？”
我恍然回答：
“不知道。
”
老友露出无限怜惜的表情，一边说“怠慢
了，怠慢啦！”一边双手恭敬地抱着，将它移进
客厅，又拿来棉巾仔细擦去兰叶和花盆上的泥
污，很认真地告诉我：这是素有兰中极品之称
的国兰“连瓣兰”，而且是素心兰，又称“细花”，
即高品质之花，它生长缓慢，成熟期很长，至少
七年才开花。它淳朴自然，没有多余的点缀，
没有斑点和杂色，观之若玉，温润而素雅，清澈
而透明，清香而悠远。我听完愣住了，心中五
味杂陈，眼眶热热的，我将它轻轻托起，放在家
中玄关上端详，像是面对久别重逢的知己，又
好像愧对冷落了多年的朋友，心中千言万语，
只剩欲言又止，
柔肠千回。
素心兰，几次差点被扔掉，一直被歧

◎ 吴天胜
打记事起，父亲就一直种菜卖，即便是大
年初一或者他的生日，他不是在卖菜，就是在
卖菜的路上。
据父亲讲，他年轻的时候，曾经挑一担仔
姜步行到万州去卖，两天后才卖完，以至于很
少出过远门的他，至今都对万州的钟鼓楼记忆
犹新，念念不忘。父亲还说他曾搭车去过四川
达州卖嫩姜，结果不好卖，一星期后才卖完回
家。
父亲年轻的时候，经常种一些比较笨重的
蔬菜去卖，比如莲藕、莲花白、白菜等等，这些
蔬菜产量高，但价钱低，满满一担蔬菜也卖不
了几个钱。父亲老了后，他才选择种一些轻巧
的蔬菜，比如豌豆尖、葱、蒜等等，这些蔬菜价
格高，
很小的一把就能卖到较高的价钱。
父亲年轻的时候是挑着菜担子去城里卖
菜，卖菜的时候起床很早，通常是下午的时候
才卖完回家。每当晌午的时候，母亲就叫我去
看父亲回来了没有。我站在院坝边，向河对岸
眺望，正往回赶的父亲的菜担里，又装满了煤
炭，肩上颤悠的扁担，随着沉重的步伐一起一
伏。母亲不愿他这般辛苦，总埋怨他是“一挑
挑出去，
一挑挑回来”。
城里有个蔬菜批发市场，那里来往的商贩
较多，蔬菜在那里卖得快，但必须早起，一般是
凌晨两三点钟就得赶到批发市场。凌晨批发
不出去，就只得去零卖，那样耗时费力。虽然

零卖能多卖些钱，但父亲不愿耽搁，因为下午
现他走路一瘸一拐的，问他是否摔了跤，他说
的时间，
他还要回去准备第二天卖的蔬菜。
没有。又带他去医院做了 CT，才发现是半月
不管多早，父亲卖菜出门前都要在家里吃
板损伤。联想到自己曾经骑自行车久了，伤及
早饭，他说城里的饭菜不好吃。其实，他是节
半月板的事，便疑心他每次拖重了，导致半月
俭，城里的饭菜贵，他舍不得吃。如果菜卖得
板损伤。
快，他就回家吃午饭，倘若不好卖，捱至下午
打那以后，我们坚决反对父亲再种蔬菜
时分，
他才会到小食店里吃一碗面条。
卖。但父亲是一个既不打牌，又不会下棋，甚
莲花白几乎每家都种，要想卖个好价钱， 至连茶馆都不会泡的农民。换句话说，除了种
就必须挑到城里或乡里的集市上去卖。有一
菜卖，他啥都不爱好。不让父亲种菜，他说，
年，父亲种的莲花白太多，挑到乡里的集市上
“你总不可能让我整天像菩萨一样坐起噻。”姐
去卖，母亲让我也跟着挑了半筐同去。哪知到
弟几人觉得他说得有道理，认为适当地做点力
了集市上一看，全是卖莲花白的，而且因为是
所能及的活，权当每日必须的锻炼，对身体是
农忙季节，赶场的人又少。我们眼巴巴地望着
有益的，就让了步，默认他少量的种点，仅够自
来赶场的每一个人，巴不得看一眼我们的人都
己吃就可以了。
能买走我们的莲花白。一直等到快散场的时
但父亲的种菜技术和种菜精神实在不容
候，我们还剩下满满一挑莲花白。父亲不想贱
小觑，几番折腾下来，他不仅在园区的边角空
买，说挑回去，等第二天再到城里去卖。那时
地上开疆拓土，而且种啥都高产。自己吃不
我的肩膀还稚嫩，早上挑来的时候，已经磨红
了，
又偷偷拿去卖。
了，一碰就疼。最后，父亲看着我不情愿再挑
谁知这一让步，
谁知这一让步
，再次让他承受了伤痛
再次让他承受了伤痛。
。一
回去的样子，咬牙将剩下的莲花白以极低的价
次凌晨，
次凌晨
，他骑三轮车去卖菜时
他骑三轮车去卖菜时，
，被一辆小车撞
格卖了出去。从那以后，父亲再也不大面积种
得多处骨折。
得多处骨折
。不幸中的万幸
不幸中的万幸，
，父亲的身体像他
莲花白了。
种菜的精神一样顽强，
种菜的精神一样顽强
，一年后
一年后，
，他又走进了菜
父亲 70 岁左右的时候，学会了骑三轮车。 地，
只是菜地面积缩小了很多。
只是菜地面积缩小了很多
。
有了三轮车，他出行更加方便，经常骑着三轮
在我们的坚决阻止下，
在我们的坚决阻止下
，父亲再不去卖菜
车去卖菜。
了。
前年，父亲种的胡豆丰收了，连续几天他
都拖着满满一大车胡豆去城里卖。后来，我发
（作者单位
作者单位：
：
梁平区公安局）
梁平区公安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