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一年后，重回沈阳，重回蒲河，是为
和一个老同学见面。他曾是大学时光里睡
在我上铺的兄弟，也是刚步入工作岗位时
给我最大帮助的同事。分别十一年后，他
邀请我重回蒲河游玩几天，微信里，老同学
潘盛很刻意地说：现在的蒲河，和过去不一
样了。

潘盛说这话，是有一番缘故的。十三
年前，我俩从建筑专业毕业，一同入职一家
建筑公司做助理工程师，随项目进驻蒲河。
那是 2006年，沈阳市将辉山农高区、虎石台
开发区、道义开发区合并，组建蒲河新城。
我们的项目在东北总部基地附近，当时那里
还是一片荒地，环境异常艰苦，吃的只能是
各种咸菜罐头，喝的是工地上引来的生水，
尤其冬天，简易活动房里大家冻得瑟瑟发
抖，我和潘盛像一对患难兄弟裹着大衣挤在
一起，边吃花生米，边哆哆嗦嗦地回忆上学
时光，还说起彼此的梦想，那些话，至今仍在
我脑海中挥之不去。

我煎熬着挺了两年。事情突然迎来转
机，公司要召一批工程师回大连总部上班，
我们项目上只有一个名额。我激动得眼睛
都红了。论条件，潘盛明显优于我，我使了
心眼，专门拉他到沈阳市内喝酒，喝到一半
时，我放声痛哭，说我再也待不下去了，求他
不要和我争。

潘盛很惊讶，说，这里也很有发展啊，你
真想走？我抹着眼泪说，如果是兄弟，你让
我先走，我这辈子都感激你，我听说总部明
年还会要人，以你的条件肯定没问题。

那一夜，潘盛喝了很多酒。最后，他说：
“我压根没打算走。”

2008 年寒冬，我离开蒲河回到总部，几
经沉浮，工作和生活始终停步不前。但和潘
盛的联系越来越少，尤其近六七年，我们之
间的联络几乎一年才一两次，只知道他从
2011年就跳槽走了，但始终围绕着沈北新区
一带的各个项目工作。微信里他介绍自己
的变化总是含混地三言两语，捎带说说蒲河
这边又搬来了多少所大学，有哪个大企业落
户。听他语气里，似乎总在暗示我不该离
开，这更让我想起过去，心里愧疚愈深，联络
也因此更少。

直到这次，我被派到沈阳办事，他知道
后主动联系我，要请我在蒲河玩两天。

我知道，这十多年沈北必然是发生很多
变化，但那无非是多了一些楼和马路。一个
新城，难道还能逃掉水泥的气息？有什么可
玩。

今年 8 月我们重逢——潘盛不到 40 岁
的年纪，头上已有了白发。他驱车带我去了
蒲河的一个地方，下车后，我眼前看到的是
一望无际的田园和花海，彻底将我惊呆了。
我看那地标，这里被称作“沈阳沈北道义花
海公园”。夏日的风从这广饶的田野远端吹
来，吹动艳丽的花色与翠绿的草甸交融在一
起像波浪般涌动，空气里是泥土与花香混合
着的芬芳气息，水洗般的天空下，仿佛忽然
穿越到了世外桃源。

“这是波斯菊、百日草、蓝蓟、硫华菊，还
有向日葵。”潘盛在旁边指点着说。我笑了，

说：“哥们，我又不是女的，领我看什么花
啊。”

潘盛叹口气，说：“难道，你不记得这里
了。你仔细看看，这里，是当初我们第一个
项目倒垃圾的地方。”

我愕然，他说：“是的，这里就是那个超
级大、望不到边的垃圾场。你有一回押车到
这，爬垃圾山摔了一跤，还把鞋摔丢了，你忘
了么。”

我这才真的惊讶了，我当然记得，这里
曾是蒲河最破败的地方，如今，却成了这般
美景。

潘盛略微激动地说：“我当初就和你说，
这里同样是有发展，十几年，蒲河已经不是
当初的模样，现在这里天蓝、地绿、水清、路
畅、宜业、宜居。未来，这里会成为东北第一
生态新城，一切都会变得比你想象中更好。”

我哦一声，尴尬地笑笑：“哥们，你跟我
说这些，是想让我后悔吗？好吧，如果能让
你释怀，我可以说我后悔。”

潘盛说，我不是这意思。我反问，那你
什么意思？潘盛边向前走，边抬手指远处：

“你看，那边的工地有很多项目刚刚开始，都
是参照国际生态城标准，低碳环保能源可再
生、智慧建筑高附加值，建成后，将是整个东
北的典范。”

“那又怎样？”我问。
“那边，有两个项目是我在全权负责。”

潘盛说着，回过身：“哥们，我听说，这几年你
一直不温不火，你一定也不甘于现状吧，所
以，我想你回来帮我。”

四月里，日子忽然变暖了，绿色如饱满
的汁液开始涂抹春天的枝条。小区庭院里
的那株梨树，一夜之间开满了梨花。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这株梨树已经好些年了。听说当年栽下这
棵梨树的主人，当岁月将她打磨成一介孤
独的婆婆，年轮的转盘再也载不动她蹒跚
的步履，叶落归根的心愿，便成了她最后的
归宿，她唯一的儿子，接她去了南方。

而她在北方的土地上是否也留下了一
树思念呢？

北方的思念也许被它的主人带走了，
而它却在我的心上留下了一树淡淡的情
结，无论是花浓似雪还是落英缤纷，都会勾
起我一段绵绵的梨花情，如一轴岁月的画
卷在春风里徐徐打开，那一树的花开，仿佛
挂着一朵朵别离的泪珠。

上世纪的一九七二年春天，那时我们
住在南方，也是梨花开满枝头的季节，父亲
走了，带着对梨花漫舞的殊途长眠于地下
的泥土之中。

大伯与舅舅从各自的家乡赶来，帮母
亲料理完父亲的后事，便要与我们一家天
各一方了。

也许是舅舅不忍心看到母亲一人承担
六口之家的重担，临走的晚上对母亲说，我
把三儿带走吧！母亲点了点头，背过身去，
流下了一串止不住的泪水。

第二天，我看见十二岁的姐姐拿着一
套换洗的衣服，包在一个花布包袱里，与大
伯，舅舅一起上了一列没有窗户的列车。

这是镇上的一个小站，没有喧嚣的人
来人往，只有稀稀拉拉的数得过来的几个
旅客，况且又是那种货物列车，票价要比绿
皮火车便宜。

姐姐哭了，一滴一滴的泪无声地滴在
姐姐手中的花布包上。妈妈哭了，我也哭
了。这一切都静若满枝的梨花在风中摇
曳。没有一丝哭泣的声音，仿若风中的梨
花在坠落中静静地撕扯着心中的疼痛。

货车的铁门“咣”地被拉上了，一声长
鸣，列车缓缓地驶离了站台，向着远方开
去。舅舅家究竟在哪里，那时的我还不懂
千里之外这个词。姐姐的身影看不见了，
货车也终离了我的视线……

回到家中，妈妈再也抑制不住姐姐的
别离，或许更多还有父亲离世的伤痛，一声
撕心裂肺的号啕，撞击着我幼小的心灵，也
深深地印在小院里那一树梨花上。

从此，漫漫长天里，小院里那一树梨花
开了又落，落了又开，每一片花瓣上都藏着
母亲对姐姐的思念。

后来，我们搬离了那个小院，住到一个
叫二台山的地方。临走的那一天，又是一
树梨花正浓时。母亲说，我们离开这里，再
也不会回来了。

我想着姐姐走的那一天，正是梨花满
枝头时，姐姐走了多久，我掰着指头，整整
三年了。

三年了，姐姐没有见过我们，而今的
我，也要离开这座熟悉的小院了，永远地离
开曾是父亲领着我们栽下这棵梨花树的小
院。

我仰起头，望着满树的梨花，梨花无
语，静静地盛开在枝头上。我想要摘下一
枝，却怎么也够不到。

我终究没能摘下一枝。
我望着满树的梨花，安静地出神。与

它朝夕相处的日子里，看着它恣意自由地
生长，冬去春来，有多少欢笑在它的枝头绽

放。又有几许难言的秘密倾诉在枝头摇曳
的月色里。

岁月流逝，在它花开花落的季节里，我
慢慢长大了。懂得了许多人情冷暖，看到
了母亲为生活来去匆匆的脚步。它是我可
以依赖的一片天地，如果我有足够的力气，
会把它一起带走，让我幼小的心灵安放在
每一片花瓣上，陪伴我长大。在风起花落
时，拾起一片花瓣，问一声，去了舅舅家的
姐姐你什么时候回来！

“一别如斯，落尽梨花月又西”，第二天
一早，满院的梨花碎了一地，我捧起一大
把，揣进花布兜里，坐在敞篷车上，在渐行
渐远中离开了那个小院。

小院里的梨花树永远地印在了我的心
上。

沧海桑田，岁月变迁，我们举家北上，
一九七六年的六月，我们来到了北方的新
家。那一年，粉碎了“四人帮”，家里的生活
开始有了变化，过年的时候，兜里揣着糖
块，花生，瓜子，还有手提玻璃做的点蜡烛
的小灯笼。妈妈给舅舅写信，让远在千里
之外的姐姐回家！

第二年，又是梨花开满枝头的季节，姐
姐回来了，相见的那一刻，我们全家抱在一
起痛哭。

后来，我和姐姐在自家的小院里又栽
了一棵梨树，到了一九八四年，我们的平房
却要拆迁盖楼房，小院里的梨树需要锯掉，
锯的时候，又是一树梨花开，虽然有过不舍
与难过，但内心还是充满了对新生活的向
往与憧憬。

今日，又一次与梨花的邂逅，它给了我
又一次情感的寄托与回味，愿这株梨花树在
新春茂盛地开下去。

朝阳之下，风筝齐飞，只因一线之牵。
是否有人问过，我们如今生活的这片土地，曾

经也是另外一番模样：在很久以前的那些年代，沈
阳这座城市还有另一个属于她的名字，也有另一群
人，我们永远不会相遇，但是他们如我们今天一样，
生于斯，长于斯。

闭上眼，此刻的我正站在盛京城中的十字路
口，繁华喧嚣，热闹非凡，街巷两旁尽是叫卖不停的
商铺，从布匹杂货到药店酒馆，一应物件琳琅满目，
路上的行人身着长袍衣裙，听着店家们高声揽客不
时停下脚步，驻足浏览。我也随着人流缓缓先行，
在中意的纸鸢摊前围观，询问价钱，老板笑问我是
哪里人，竟与他的一位老友如此相像。我抓抓头，
只得承认自己家在远方，我在口袋中胡乱翻找后才
想起自己身无分文，老板念在一见如故的缘分，偏
要赠予纸鸢，无奈却之不恭，言谢后继续前行。

阳光斜照，浮云四起，微风凉凉，城南不远处的
小河两岸弱柳依依，最长的枝叶在河中点头，蘸着
河水四处拍打，溅起水花。少顷，有船夫头戴草帽
手持长杆撑着小舟缓缓驶来，泛起条条水波。拱桥
上卖艺的小伙子，一招一式行云流水，博得路人纷
纷拍手叫好，我在树下静静望着这幅美景，想上前
凑个热闹，又怕落入画者笔下，这种感觉如此熟悉，
又如此遥远。

天空中的明亮渐渐消失，细雨如丝洒落凡间，
人们急忙撑起五颜六色的油纸伞，若在层阁之上俯
瞰，不知打翻了谁的画盘。小巷内男女老少皆加快
脚步，我四处张望，寻不到避雨的地方，雨水打乱了
头发，模样狼狈，不想惹得绣楼上的姑娘掩面而笑，
顿时令人心生憨涩，我眼神躲闪的留了个笑便快步
跑开，没人知道，那是这场雨里最美的邂逅。

碰巧路过一家茶庄，我一个箭步跳了进去，店
小二含笑端上一碗热茶，我看到这间不大的茶庄里
高谈阔论的人们，有赶路书生，有经商大贾，有江湖
侠客，也有富家公子，所谈之事无一例外皆是世情
冷暖，这些人如我一样，只因一场雨聚于此地。我
聆听他们的话语，想到现在的生活，原来无论哪个
时空下都有这般温馨的故事。雨过天晴后我亦随
着人潮散去。

来到城墙下，侍卫又张贴了新的告示，我明知
与自己无关，却依然坚持在人群后围观凑一会热
闹。步出城外，映入眼帘的竟是一片世外桃源的景
象，抹平了高屋楼宇，褪去了富贵荣华，城外地势平
阔，树林绵延，偶有炊烟几缕浮上云间，花香阵阵伴
风而来。我赶过一程路，发觉一处路上而驰之，下
而疲之，游人往返数次，颇为惊奇，我已知晓它在后
世的名字，忽见一妇人携数幼童前来，释疑道：此坡
怪也，堪称一绝！童子们将我围住，只因见到我身
背纸鸢甚为欢喜，加之天色湛蓝，嚷求着放飞纸鸢，
我摘下纸鸢和孩子们一起牵动绳线，纸鸢高飞，期
间笑声不断，嬉戏玩耍，和睦不已。

夕阳之下，风筝齐飞，只因一线之牵。
睁开眼，我看到今天的沈阳车水马龙，高楼林

立，满是现代化大都市闪耀的霓虹灯，人们依然热
情明朗，浑河两岸美轮美奂，各大名胜古迹游人如
织，大家尽是赞许与期待，我依然在这里，陪伴这座
城市成长，前行。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副属于自己家乡的旧时
模样，我心中的盛京城，无论古今，依旧江山如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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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国·我的家·我的新时代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爱中华·颂家乡”征文大赛作品展示

□陈生花海重逢【一等奖】

□邹家宁

心中有座盛京城
【三等奖】

□李英子又是一树梨花开【二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