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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似乎暗得比以往更反常
些。低压压的乌云仿佛触手可及，
阴影般笼罩着不肯散去。空气浓
稠得像发臭的奶油，令人有种快要
窒息的压迫感。屋内的镜子被潮
湿镀上了一层水汽，那么浅薄的一
层却那么使人无奈。

又是一番争执。
我想不明白为何天下父母都

一个模样？都那么在意我们的成
绩？一次成绩的好差真的能决定
什么？难道因为一次期末考的失
利就判我们“无期徒刑”吗？总以
为我妈和其他成绩之上的家长不
一样，她会更关注我内心的想法，
可没想到真正成绩出来，那不堪入
目的分数还是会令她暴跳如雷。

多么老套的情节，与同学们口
中那些会为成绩教训自己的家长
有何二致？

妈妈激烈的言辞让我难堪得
要命，外婆在一旁的声声叹息如拳
头般捶打在我沉闷的心上，看似无
力却招招致命。

风从半开的窗户中吹了进来，
边下原本下垂的窗帘被吹鼓了起
来。这风全然不似往日的清冽，混
浊得快要蒸腾了。我双眼空洞地
看向窗外。哎，这世界竟悲伤得如
同没有生气的枯潭，一如此刻我的
心。

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我
听见远方呼呼风声响起。唯独没
有听见阳光的声音，穿破云层照亮
我的心。

就像此刻不会有太阳，我知道
也不会再有温暖进入我的生活。
没有足够多的自由，没有足够多的
关爱，不就像只被囚禁的鸟吗？虽
衣食无忧，可真正渴望的有谁知
道？又有谁能给予？

那么冲破鸟笼吧！冲破一成
不变的生活，去追寻我想要的。蓝
天，白云，新鲜的空气，苍翠的树

木，这一切都是那么美啊，如同窗
外的世界。

或许是失望之至，对于我任性
的决定，妈妈也没有做出过多的反
驳。在她同意让我每天自己在外
解决一日三餐的时候，我心里涌起
一阵报复的快感。手里握着钱，我
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踏实。自由，此
时已向我招手，触手可得的自由
啊！

没想到这次的考试失利居然
成了我获得自由的条件，实在不失
为因祸得福。我迅速推开家门，迫
不及待地远离了那个气氛阴沉的
狭小空间。我向街对面跑去，迎接
我的是这个雨后崭新的世界。车
水马龙的喧嚣，仿佛一支奏鸣曲，
在为我的自由庆贺。

鸟推开了鸟笼，挣脱了禁锢。
此时笼外的世界大雨初霁。

那段时间的我仿佛重获新
生，之前循规蹈矩的生活被推翻，
取而代之的是原本想都不敢想的
潇洒。我似乎更加融入了这个社
会，有的是天地，有的是时间供我
消遣。早餐中西式任选，午餐晚餐
更是种类繁多，感觉自己就像那些
朝九晚五的上班族，体验着物质与
精神的享受，规划着自己的生活，
不再受制于人。

我尝到了自由的甜头。
鸟张开了双翼，飞得出乎意料

的平稳。风很轻，花很香，它被这
个世界温柔以待。

我不敢回忆以前的按部就班，
那些被囚禁的日子，想着都使我厌
烦。

可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的好
运。自由总是相对的，没有能力，
又何来自由？钱很快就被我用完
了，尽管已经很节省，可一点也没
有金钱观念的我还是面临了“揭不
开锅”的窘境。校门口最便宜的凉
皮也要5元，可我已没有剩余的钱

了。这个世界向我展露出它的另
一面——不再温暖，不再光明，它
现实得可怕。站在马路边上，看着
来来往往的人群，才发现自己微茫
得几乎什么也不是。

饿了几顿后我就“缴械投降”，
屈服了。这一切似乎都在妈妈的
意料之中。见我不动声色地“倦鸟
归巢”，她表现得那么稀疏平常。
餐桌上又多了一副碗筷，还加了几
个我爱吃的小菜。

只是心里还是隐隐有些不
甘。一边痛恨自己的软弱，一边又
对家这个避风港充满渴望。我无
计可施。

花坛边上腐烂的叶子，那些清
新嫩绿早已埋葬在时间刻度的前
端，惟有铺天盖地的腐烂气味着实
留在实践刻度的尾部。

那些天的自由，就像打碎的琉
璃瓶，无论怎样努力，终究无法找
回。

我还在回忆里走走停停，直到
那天看见妈妈为我精心地准备晚
饭。我怎么没发现呢？妈妈也老
了，虽然做事依旧雷厉风行，但眼
角的皱纹却是掩盖不住的。

她对我的期望也不高，她也只
是希望我好。她付出的也不少。
她为我失去的那么多，她有过怨言
吗？她是我的妈妈呀！我责怪她
不理解我，我又何尝试着理解过她
呢？我责怪她夺走了我的自由，可
我又何尝不是要走了她的自由？
她若不是因为我的不懂事，该少很
多操劳吧？是啊，妈妈一直都在老
啊！

鸟的自由在鸟笼外，鸟笼的自
由在没有鸟的世界。鸟在经历风
雨后回到鸟笼，因为那是它的家；
可鸟笼永远只能敞开门任凭鸟自
由进出，它没得选择。

鸟再一次想飞出鸟笼，它想把
自由还给鸟笼！

囚 鸟
□周艺涵

又是一年橘子成熟时。
热闹的集市上，有几个小贩拉

着一车的橘子在叫卖。我忍不住
停下自行车，买了5斤橘子。

橘子，与常人而言，可能是最
普通不过的一种水果。与我而言，
却不是。

当然，说它特别，并不是因为
它的味觉。世间水果千万种，比橘
子甜的，比橘子美味的数不胜数。
我之所以喜欢橘子，是因为它藏着
记忆深处的爱。

人到中年，已走过半生岁
月，经历过很多冷暖，也尝过很多
悲欢。一些记忆，在当时可能并不
太在意，如一阵风拂过，悄无声
息。可是，随着年岁渐长，往事里
的一幕幕会突然在不经意间浮现
脑海。而在你猝不及防的泪目
中，才会明白，那些记忆是多么
弥足珍贵……

在我 6 岁时，我有了一个弟
弟。这个超生而来的弟弟是母亲
的掌上明珠，是全家的希望，是当
年那个重男轻女的时代，母亲用来
对抗奶奶的封建，并得以扬眉吐气
的资本。

不得不承认，我的弟弟小时候
不仅长得聪明可爱，脸上还带着三
个深深的酒窝，很迷人。所有的亲
戚都对我这个弟弟喜欢得赞不绝
口。而那个敏感又脆弱、倔强又不
懂事的我，在弟弟的万丈光芒之
下，开始了被忽略乃至被嫌弃的命
运。

那时候，几乎所有的亲戚，都
喜欢我弟弟远胜过我。然而，有一
个人除外，这个人就是我的爷爷。

其实关于爷爷的记忆，在我的
心里留下的并不多。我只记得，有

一个午后，爷爷左手牵着弟弟，右
手牵着我在街上闲逛。路过一个
橘子摊时，爷爷用身上仅有的钱给
我们买了两个橘子。一个大的，一
个小的。大的递给了我，小的递给
了弟弟。然后，我就听到弟弟有些
不满地问：“为什么姐姐的橘子大，
我的橘子小？”爷爷笑着回答他：

“因为姐姐年纪大，你年纪小啊！
姐姐大，所以吃大橘子。弟弟小，
所以吃小橘子。”听了爷爷这个答
案，弟弟虽然还是一脸的不情愿，
不过也只能作罢。

一路上，我手里拿着那个大桔
子，蹦蹦跳跳，满心都是欢喜。到
家时，我剥开橘皮，将橘肉塞进嘴
巴时，只感觉无比的甜。甜，不仅
仅是因为橘子，更是因那份心情
吧！那一刻，那甜到心底的味道，
就此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在我读师范的第一年，爷爷走
了。此后，我对爷爷的怀念，就开
始凝聚在每一年秋日的橘子里。

爷爷是我童年里的一抹暖
阳，奶妈家也是。

幼年的我，在奶妈家长大。奶
妈无比地疼爱我。奶妈家有3个哥
哥姐姐，也是对我百依百顺，什么
都让着我，宠着我。

奶妈家在车口溪，那里四面
环山，山上有很多橘子树，是别
人家种的。有一个秋日的午后，
我和哥哥拿着一个白色的麻袋，
准备去山上偷别人家的橘子
吃。哥哥在前，我在后，当我们
偷得不亦乐乎时，听到一个大人
的声音：“谁在那里？”我和哥哥
一听，提起麻袋就跑，直跑得满
头大汗，慌不择路。幸运的是，
那橘子树的主人并未追上来。

我们拖着一袋橘子逃到家时，累得
直喘气，却兴奋得满脸通红。

时光飞逝，一晃我已近不惑之
年。我的爷爷，在我读师范那年不
幸离开了人世。而我的奶妈，我的
哥哥姐姐们也逐渐远离了我的生
活。因为天各一方，加上忙碌的现
实，让我们彼此的交集越来越少。

此刻，我的桌上，静静地躺着
一袋买来的橘子。我看着它们，拿
起其中几个，吃着吃着，恍然间又
想起了旧日的时光。我想起了爱
我的爷爷，想起了车口溪的奶妈和
哥哥姐姐们。那些时光，那段快乐
的童年，美好得就像一个梦。而我
知道，从此，它们只能留在我的记
忆里。

所幸，记忆不会磨灭，正如那
些爱。它们已经刻进了我的心里，
时不时地跳出来，温暖着我在这个
苍茫世界里孤独的心。

橘 之 忆
□陈 瑶

画家 在等一幅画

落不定笔下是风是雨是雪

还是骄阳里你步伐的坚决

只有底色

确信是红旗一角的气血

诗人 在等一首诗

想不好句中用星用火用电

抑或银河上那启明的光线

唯独基调

一定要大江东去的鼓弦

画的平尺

要多大才正好装你的初心

这颗律动的初心

一脉一络可都有时代的行吟

诗的起伏

要如何才匹配梦想的波澜

助推改革的波澜

一激一荡那都是风正扬帆

答案就在画里

高明的丹青手施下粉彩

同你一样描绘众生百态

他是把你的镜头展了出来

看 百姓们笑逐颜开

答案也在诗里

善咏的百灵鸟顿挫情怀

家国愿景一扫过眼阴霾

像你千钧发力的文章纽带

听 人心齐歌声豪迈

大概再没有一种身份

提起鸿毛笔就可当枪劲指正义

蔚蔚然敬以赤诚肝胆

公理的求索何顾险阻不息

迎接明天是严阵以待

追逐每一轮日出职守人间大爱

缘聚信凝且昂扬众志

连心桥为民从来风雨安在

社会需要一面镜子

堂堂正正地照出邪恶与忠良

是否就可以参借你的双眸

收获明亮与铿锵

大地要被覆以蓬勃

无垠的广袤该用赤子心滋养

纵连与横亘的都拔出伪装

尽是真善的华裳

这是你联接中外的笔端

这是你沟通世界的镜头

我们口中的难坚持

却成为你更想前行的理由

小中见真 微行大义

因为你

使命的华彩苍穹化练

责任 在长空架起飞虹

如你所说

记者是击折

不论暗礁与滩石

万击坚劲

而记者更是记着

所以黑暗与光明

皆有庄严

清晨，小广播里的喇叭一响，廊檐下鸡窝里
讨厌的黄胖子必定带着它的一窝仔扯着脖子准
时开唱：喔喔喔……跟小闹钟一样不美好。磨磨
蹭蹭穿衣着袜，食指当梳捋捋几根稻草鸡窝头，
沾点水让炸飞了的几根妥帖归队。然后，点燃奶
奶提早塞好的一灶柴，一把火后锅里的冷粥就冒
热气了。草草吃过，背起那时洋气的双肩书包，
打开咿呀一声响的老木板门上学！这就是我八
九岁时的日常！

家在山坳里，年幼的孩子真的是无所畏惧。
擦黑前行，右手边就是山，沿着山脚一个人，似乎
什么都不怕。影影绰绰转几道弯跨几道坎翻几
座桥，大路上有几棵树，树上有几道疤，小路上有
几处洼，洼里有几只蛤蟆小虾，全都了如指掌。
日行六七里，来回数几次，风雨不敢阻。田野垄
上花开了，草绿了，油滋滋地润着，散发着淡淡的
清香。那时最羡慕的是牛，“阿姆阿姆”喷着热气
咬上一口，那扯断嫩草时的声音，草断后散发的
青草味儿，断口处流淌的青绿汁液，有时候看着
看着就呆住了，好好吃啊，好想好想也和它一样
咬上一口。

秋天的时候，会遇上浓雾，悄然聚拢，天地一
片朦胧。轻如丝白若雪，如梦如幻，愈往上，愈轻
淡，愈恍惚，愈迷离。山色愈青，浓雾愈白。团团
树影伴着十来户乡下人家的石头黄泥屋散落在
白雾深处，恍若隔世。山里的雾更浓更深，只余
身前身后数步，前不见人后不见影，奇怪的是似乎
连丁点声音都朦胧呢哝了！甚至往日里老讨厌的
大狗二狗三狗黑狗黄狗胖狗都只呜呜几声。天地
静然，隔着茫茫云海，一切依稀仿佛拢着轻烟似的
梦。那时跟我同一个年级的同村娃一个都没有。
记忆里，好像经常只能独来独往。小小孩儿就像裹
在面团里的小鱼，不会言语表达，有伴同行会觉得
好开心，一人一路时会无端静默忧伤。赶上集日的
时候还会碰到很多大人，扁担挑两头，一头挑着月
亮，一头挑着生活，吱呀吱呀埋头赶路。临近学校
了拔腿飞奔，因为要比谁是全班或全校第一早，哪
怕头发沾满亮晶晶的露水湿漉漉地贴在额头一甩
一甩，心里也特自豪。

如今也是晨光熹微，开车一路前行。穿过大
道，沿着山脚一路向西，路遇种种匆匆擦肩。阡
陌纵横分花拂柳，最爱每次必经的一片稻海，金
黄如海浪涌两岸。清晨邂逅这片雾海，慢慢驰在
这片浓雾里，美景印眼前，舍不得快走，小时的心
情蓦然浮现，触动温柔心底。可惜，现在的孩子
大都不能轻易看到自然美景，我家的小胖子，别
说秋雾冬雪，就连踏野郊外徒步行走看四季更迭
都很少有，茫茫然地在另一种奔走里长大。不知
泥土芬芳，不识稻菽麦粱，不懂青草柔软，不辨五
色花香。没有在草堆里滚过，没有在泥地里摔
过，连爬一棵树的机会都少有！不畏不敬自然，
没有身在其间的浑然天成，不能不说是很大的遗
憾。

少年的情怀总是诗。时光只去不回，美好记
忆珍藏在心底，但不会被尘封！有时候一缕炊
烟，一段泥泞小路，一朵落花一只黄狗，总会牵扯
出深藏光阴里荏苒如歌的梦。隔着久远的慢慢
经年，朦朦胧胧自带美丽容颜，在今日今时的滚
滚洪流里再次遇见！惊艳了时光，温柔了岁月！

心上的雾心上的雾
□□王王 丹丹

无冕的
礼 赞

□杨 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