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年春天，父亲将一根光秃
秃的杨木杆插在地上，大声说，将
来，用它给我打一口棺材！

那是在我家院子门口，大门
的右侧，父亲用铁锹挖出一个不
大的坑，将杨木杆埋在里面，填上
土，踩实。

父亲说话的声音十分响亮，
让我家大门前的那棵杨树也跟着
颤动了一下。

那年，我 7 岁，我的父亲 43
岁。

后来，我就忘记了那根光
秃秃的杨木杆，但杨木杆对我
是否忘记它并不在意，它开始
无声地生长。它的生长是寂静
的，甚至是寂寞的，它悄悄长出
小小的嫩叶，淡黄色的，接着，
又长出细细的枝，也是淡黄色
的。做这一切的时候，杨树始
终是无声的，如一个闷着头走
路的人。因为杨树的寂静与沉
默，我差一点儿就忘记了它的
存在。

我不知道自己小学毕业后到
一个叫仇化屯的村子去读初中
时，它长到多高了，我也不记得自
己到锦西县城去读高中时它长到
多高了。直到我在抚顺市清原满
族自治县一家工厂工作后，携妻
带子返回家乡看望父母时，才猛

地发现，那根杨木杆已经变成了
一棵又粗又壮的大杨树。

傍晚时分，村街上的乡邻喜
欢坐在大杨树下乘凉、聊天。这
棵大杨树成了一种标志，在不声
不响中走进了村里人的心中。
每次回乡下老家，我都会在树下
待一阵儿。夏天的时候，我在树
下坐着，摇着父亲用的那把大蒲
扇，扇风、驱赶蚊虫。冬天，我会
站在大杨树下，将肩膀倚在已经
皲裂的树皮上，看阳光在树干上
缓慢地流淌。乡下的阳光似乎
更明亮一些，大杨树看上去更干
净、更庄重，好像在无声地诉说
着心事。

我了解大杨树的心事，因为
多年过去了，父亲那响亮的声音
依然在我的耳边响起。

多年过去了，很快。就如同
一根杨木杆变成一棵粗壮的大杨
树，很快。仿佛只是一个黄昏的
时间，就过去了。

父亲已经到了黄昏。不久，
夜便降临了。父亲走了。那年，
父亲 91岁，距离父亲埋下那根杨
木杆已过去了整整 48年。

父亲走了，却没用那棵大杨
树打棺材。父亲与大杨树之间的
默契皲裂了。这让我的心里隐隐
生出些许遗憾。父亲与大杨树之

间的默契没有达成，总是一件遗
憾的事情。

父亲母亲已先后去世，回到
那个老院子的冲动在我的心中一
点点淡了。对那棵大杨树的记忆
也一点点淡了。但是，淡了，并不
代表着消失。

前些天，我和姐姐、姐夫一起
回老家，去坟上看看父亲母亲。

从山上下来，我来到老院
子。哥嫂很是热情地为我们准备
了东西，都是菜园里出产的。哥
拔了一大捆花生，让我把花生角
儿摘下来，带着。嫂子用弯镰割
下一捆嫩韭菜，让我带着。哥拔
了一捆大葱，嫂子到白菜地里拔
了一捆小白菜，让我带着。

我把哥嫂为我装好的东西放
进车子后备箱，突然发现我家院
门右侧那棵大杨树不见了。我的
心颤了一下，静静地站着，站了好
一阵儿。

我不知道大杨树去了哪里，
做了什么。但是我没有问哥嫂。

我没有再询问，我知道，那棵
大杨树一定是以另外一种方式，
去完成了与父亲达成的默契。

启动车子，慢慢驶离老院子
大门口的时候，我的泪水无声地
流了下来，就像那棵大杨树无声
地向上生长。

父亲和大杨树
闫耀明

梁娟从县城回到娘家鸡爪洼
村看望老爸梁玉松。她带了一大
堆吃食，还把儿子程程带来了：这
小祖宗，打放暑假就整天玩手机，
眼睛都快看瞎了。在姥爷这待几
天吧，这儿没装宽带，省心。老梁
笑呵呵地说：跟姥爷玩，上河里洗
澡，上山采蘑菇，抓蝈蝈，瓜果梨
桃想吃啥就吃啥。程程高兴地点
头。梁娟说：别惯着他，让他吃点
儿苦更好。

临走时，梁娟从包里掏出一
部手机给老爸：智能的，把你那破
手机扔了吧……还缺啥？我给你
买，我妈走了，你一个人别省着。

话到嘴边，老梁又忍住了没
说出口，他真想让闺女给买样东
西：高档的真丝衬衫，深蓝色的。
常跟他聚堆儿唠嗑儿的老哥们儿
袁建国就穿着一件，跟大伙儿显
摆好几天了：儿子给买的，穿着真
舒服！前天，梁玉松伸手摸了一
下，老袁笑着呵斥：别乱摸，1000
块呢！

鸡爪洼是个好地方：山上有
松树、枫树、山杏树，有野花、蘑
菇、山枣，还有酸甜的“狗奶子”。
山脚下是一条季节河，夏秋间有
水，清清亮亮的、细细的一道水
流，浅得只能没脚面。河道转弯
处水深些，能到程程的脖颈儿处，
正好洗澡，还能练“狗刨”。河岸
不远处是老李家的瓜园，香瓜、西
瓜可以敞开肚皮吃。桃、李子、葡
萄之类的水果，相中哪家的，摘几
颗吃，主人不会反感，还会乐呵呵
地说，多吃点儿……多吃点儿。

开头几天，程程白天跟着姥
爷疯玩，晚上扎到床上就睡，把手
机和作业都忘后脑勺儿了。可几
天新鲜劲儿一过，他又琢磨起上
网了：姥爷，你家装个宽带呗，上
网可好玩呢。

老梁眼珠一转：行啊，你教姥
爷拼音，我会打字了，就装宽带。

真的？一年级小学生程程来
了兴趣，翻书包找课本：你没上过
学吗，拼音都不会？

姥爷初中毕业，可我们那时
没学拼音，打不了字。老梁摇摇
头说。其实，前两年闺女梁娟想
教他打字，可他没学，给他买智能
手机，他也没要，还振振有词：老
年手机方便，能打电话就行了；上
微信，没啥唠的；支付方便？万一

多摁个零，找谁去？
外孙程程翻出课本教姥爷：

这是声母bpmf……这是韵母……
慢点儿啊，姥爷老了，一下教

这么多，记不住啊，老梁挠挠头皮
说。

可也是，程程笑了：我们还学
一个月呢，今儿先学声母吧，练习
本和铅笔都送你，好好练啊。

老梁照着课本在本子上画，
或在手机上练拼字，嘴里还小声
读着。程程背着手巡视，摆出老
师的样子：哎呀！真笨，若在我们
班，老师一天得训你八遍。

笨，姥爷是笨。老梁讨好地
笑：念书时老师就骂我榆木疙瘩
脑袋。

从那天起，祖孙俩每日都用

小半天学习。程程也渐渐进入老
师角色，连语气都像了：这么简单
都不会，罚你写十遍；刚学的就
忘？唉，朽木不可雕也；学习上吃
苦，一辈子受补；少壮不努力，老
大徒伤悲，明白不？

老梁笑呵呵地立正回答：是，
老师说得对！

不过程程小老师也有吃瘪的
时候：w……ai……外，这拼起来
一样，咋区别？整体认读，咋回
事？这时，程程小老师就会红着
脸讪笑：嗯，这个嘛，休息一会儿，
老师再给你讲。

姥爷就忍着笑，看他躲到墙
角偷偷给老师打电话。

十多天后，简单的字老梁能
打了。老梁果然兑现承诺，打了

电话，要安宽带。不一会儿来了
辆轻卡，3 个小伙儿忙活一阵儿，
宽带就接通了，连梁娟扔家里的
电脑都帮着安上了。有了电脑，
练字更方便了，尽管老梁像用镐
头刨土坑一样“吭吭”地单指戳，
但基本的汉字可以打出来了。

在外孙程程的指导下，老梁还
下载了淘宝、拼多多、支付宝，上了
微信，绑定了银行卡。他领着程程
见了老袁，程程回来就在网上找到
了老梁心心念念的真丝衬衫，要价
只有 300多元，还跟老袁那件是同
一厂家、同一牌子的。下单。4天
后，戴黄头盔的快递小哥来了。老
梁迫不及待地打开：深蓝色、真丝
料，样式、手感一模一样。

老梁穿着蓝衬衫挺胸叠肚地
找老哥们儿聊天去了。看着老袁
蔫头耷脑的样子，他挺高兴，更高
兴的是能打字、能上网还能购物，
天地都显得宽敞了。

傍晚，他兴高采烈地领外孙
到了钱老大的饭馆。程程点了锅
包肉，他要了盘拌猪耳丝。程程
趁他高兴，教他上微信，进了亲友
群。不过在取昵称时俩人有点儿
争执，外孙说，就叫“老梁头”吧，
他摇头：土！老袁还叫“原上草”
呢，有点儿文化气。外孙说：那就
叫“不老松”吧。老梁点点头：这
个嘛，还靠谱。

第二天，程程被梁娟接回去
了。好在能上微信了，老梁隔三
岔五地跟闺女、女婿、外孙聊几
句。闺女微信说：程程变样了，对
老师有礼貌了；也不玩手机了，爱
上了学习；还说要争第一，不然让

“不老松”笑话。女婿也说：跟姥
爷这半个月，程程进步很大，老师
都表扬了……寒假还给您送去。

老梁回微信也越来越流畅
了，还能用表情包了：“原上草”厉
害了，前几天在网上发了几首诗，
正 跟 我 们 嘚 瑟 呢（表 情 ：吹
牛！）……钱老大不开饭馆了，开
了一家快递超市（表情：赞！）我也
得学点新玩意了，不然别说被程
程瞧不起，就连跟老哥们儿唠嗑
都递不上词儿，让人笑话呢，嘻
嘻！咱也要做个“智能农民”哦

（表情：龇牙）……
梁娟看着微信对程程爸说：

真是小小孩、老小孩啊！程程爸
笑着点头：好，真好！

“不老松”上网
段锡民

微小说

营口北海团山海岸，经过18亿年潮
汐作用形成了千姿百态的地质奇观，被
誉为龙宫，闻名遐迩。徜徉其间，观海读
石，浮想联翩……

夕照为涛声镀金。
转过那尊状如老妪的石头，我放

慢了脚步，不忍把眼前美好的时光那
么快用完。眼观天地，耳听涛浪，沉醉
的心对奇迹的海岸细嚼慢咽。当我再
次回眸，那尊老妪的侧影成了娉婷的
少女，辉煌的落日是她反弹的琵琶。
而刚刚路过的那块龟形的石头，成为
归山的野兔。

没有规定的世界，没有一成不变的
事物。

你看，那振翅的大鸟蓦然间成了扬
鬃奋蹄的烈马！

落日移入幽暗，而轰鸣的涛声依然
是它饱满的歌唱。

隐约中，我看见一块孤傲的礁石站
在波涛中歌唱。

赶海者

一位赶海的汉子，寻寻觅觅，他频频
弯腰、低首，一边向大海索取，一边向大
海鞠躬，身边的玻璃瓶子装满了海蛎子。

我站在一块礁石边，凝视着凸起的
岩脉，追踪远古信息的蛛丝马迹。我看
见了寒武纪、侏罗纪……看见了游弋的
蠕虫、奇虾、三叶虫、魔鬼蛙……空气中
弥漫着悠久而神秘的气息。

遐想纷纷……
其实，我们都是赶海的人，他寻找

牡蛎和海货，我迈着幻想的脚步寻觅灵
感和诗句。赶海的人，我们可以称兄道
弟。

赶海的人视大海为菜篮子，他们眼
尖手快，总能讨到鲜美的生活。而我喜
欢在海边遐想，用波浪煮诗，饕餮灵感的
美味！

在北海，我们总有收获。

晚风里的北海
（外一章）

张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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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我军为
增强对空作战能力，从正在辽宁盘
山屯垦休整的两个师中选调排级以
上领导骨干及新入伍的一批学生
兵，组成我军第一个探照灯团。我
有幸成为这个探照灯团的一名报务
员，那年我正读初三，不到17岁。

1951 年冬，在朝鲜大地漫天风
雪中，在敌军对朝鲜全境特别是车
站、公路实行“绞杀战”的时刻，我
所在的部队从定州下火车，上了汽
车。我们这个探照灯车队在夜幕
掩护下，历经艰险，准时潜入清川
江两岸阵地。

安州——战争中已被敌军飞
机炸成废墟的城市，正燃着熊熊大
火。一条自东北流向西南、素以清
澈 见 底 闻 名 的 清 川 江 ，从 城 边 流
过。横跨江面的是清川江铁路大
桥 ，旁 边 还 有 一 座 公 路 大 桥 与 浮
桥。这里就是朝鲜战场最重要的
交通命脉之一，每天不断有火车、
汽车满载着军用物资通过，源源不
断地将各种物资运送到前方。

为切断这个交通命脉，敌军出
动上百架飞机，日夜对江桥狂轰滥
炸，夜间还出动“空中堡垒”B-29，
在高空进行水平轰炸，清川江交通
命脉危在旦夕。为与高射炮部队
协同作战，保卫清川江交通命脉成
为我们探照灯团肩负的重要使命。

我所在的二营四连指挥室就
设在江北岸山坡上朝鲜村民的草
房里。台案上铺放着横竖方格的
坐标图，一部扯着线的电话，一部
架着天线的电台。志愿军远程雷
达对敌机的监视情报，用无线电报
传送。标图兵按我们报务兵抄收
的情报，诸如敌机的批次、机型、
距离、航向、航速、高度等，在图上
标 明 ，随 时 向 指 挥 员 报 告 。 作 为
一 名 毫 无 实 战 经 验 的 新 兵 ，对 头
顶上方敌军飞机肆无忌惮的狂轰
滥炸，内心还是恐惧的，但战斗岗
位要求我必须把敌机的轰炸置之

度外，必须聚精会神，必须冲破强
烈 的 电 波 干 扰 ，完 成 任 务 。 在 炸
弹横飞、天崩地裂般的响声中，每
当我将耳机中的摩尔斯电码准确
抄 收 下 来 ，心 中 都 涌 起 阵 阵 兴 奋
与喜悦。

历 史 将 永 远 铭 记 这 一 时 刻 ：
1952 年 2 月 14 日晚，云层笼罩，夜
空漆黑。一批美国重型轰炸机利
用云层掩护，偷偷向江桥飞来。敌
机刚一露头，我连一排的雷达探照
灯和跟踪探照灯的雪亮交叉光柱
立即将它紧紧夹住。随后我连各
灯站相继开灯，光柱将敌机团团围
住。密集的高射炮火，顿时让敌机
陷入火海。接着又照中第二架、第
三架、第四架……这次探照灯团与
高射炮部队协同作战，击落敌机两
架、击伤一架。号称“空中堡垒”的
B-29，首次被志愿军防空部队击
落，给美军不可一世的“空中优势”
沉重一击。

这次战斗胜利后，四连一排的
雷达灯站战友，荣获集体一等功。
作为连指挥室当值报务员，我为准
确抄收远程雷达站传送的敌机活
动情报，感到欣慰和自豪。我非常
赞赏的诗句是：战士，不一定都是
英雄，可它是崇高和光荣的尊称；
战士，站立着形成一堵坚固的墙，
护卫着祖国和民族的神圣；倒下去
铺成一条宽阔的路，通向国家的繁
荣昌盛。

由于战斗需要，我一直坚守到
最后停战，在朝鲜战场奋战了一年
零八个月，那是激情燃烧的日日夜
夜。回首往事，最感欣慰的是，花
一样的年华在硝烟战火中度过；最
危急的时刻为和平献出火红青春。

抗美援朝战争已过去 70 年，时
至今日，耳畔仍好像响起混杂在敌
机轰鸣中的电波声，那亢奋、激越
的节奏，对我这年届耄耋的老人，
依然是生生不息、自强奋进的咚咚
战鼓。

朝鲜战场的电波
秦杰民

车辙里开野花
大地的芬芳吐芽
弯腰拾起来

七十年前的往事
带着焦土的气息
经过了血与火的洗礼和绽放

我站在越来越冷的风里
流着泪花
浸润战争的
泣血歌吟
还有那战火硝烟中
滚烫的柔情和浪漫

他们那么年轻
却一个个都牺牲了
牺牲在希望与和平诞生之前
连爱情都无法憧憬
连母亲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

那些文工团的女兵
是风中玫瑰花
经历风雨
开得更艳

而那些厮杀疆场的士兵
就是烈酒和炸药啊
顾不得保护自己
就向着侵略者
投射出心中的烈焰

当看到那个叫刘磨拴的小战士
悲壮地在一次突然的空袭中
倒下身躯
16岁的男孩
连同那条叫赛虎的狗——
从前一直相依为命
现在他们双双被埋葬
在厚厚的雪坑
我的泪水
无声落下
划过脸颊
仿佛那上面凝聚着历史的温度
情感和重量

七十年风雨沧桑
七十年默默守望
战地的玫瑰
今天还会在
和平年代
每个热爱生命的人的记忆中
庄严绽放

看海鸥滑翔

一只海鸥老了
翅膀沉沉
如同铅块

沿着海平面划下最后弧线

生命的诞生、成长还有衰弱
都是必然
偶然中的必然

那天早上
翻书
猛然间看到一句话

“渴是对水的嫉妒”

那么飞翔也是对蓝天的
渴念和褒奖
当海鸥老了
翅膀就托不动对蓝天的思念

其实，我也不知道海鸥
最后一刻飞过海水的激情
是俯冲还是上扬

但在我心里
一只海鸥飞不动了
并不表示
它对命运的无可奈何的屈服

那苍茫里贴着水面
搏击的姿态
每每想起来
都是生命最美的画面

落光叶子的树

晚秋时节
发黄的发红的叶子
掉落腐烂在泥土边

于是这一棵棵大树
就像美容师
把它们的衣服
随手丢进了风里

越饱满的日子
越是以掉落
祭奠曾经辉煌的美好时刻

一片树叶的坠落
仿佛受到了大地
神秘诱惑的吸引
为理想主义的召唤而殒身

我们每个人也都是那叶子
拥抱着祖国的参天大树
拥抱着自然的领地和领空

等到落下自己
成熟生命的时刻
也都将义无反顾
参与到对另一个世界的
祭奠和洗礼

读《枪炮与玫瑰》
（外二首）

刘恩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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