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命中，有一只小木匣
□张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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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在新社会，母亲就没有
缠脚，应该是幸福的。

但她仍然早早地嫁了人，出
嫁的时候十五六岁吧，和串联的
红卫兵中学生年纪也差不多。红
卫兵串联时她跟着姥爷在河滩
种地，一卡车一卡车的红卫兵，
从村里经过，红旗招展锣鼓喧
天，一路口号一路高歌，大约是
去县城破四旧甚至上北京受毛
主席接见了。

母亲的胸前也别了纪念章，
但她更羡慕红卫兵的红袖章，没
进一天校门的她没资格戴。马路
上到处飘着红卫兵的传单，母亲
一个字也不认识。出嫁的毛驴就
从红卫兵卡车边经过，去了另一
个村庄。

父亲是个木匠，做了结婚必
备的两只大木箱，下脚料不舍得
扔，就做了一个小巧玲珑的木
匣，像是城里人的梳妆匣，但里
面没有任何脂粉，于是母亲就用
来装针线。

匣子材质就是普通的松木，
上了深红色的漆，外挂一个小铜
锁，没有花里胡哨的雕刻，反倒
朴拙、结实；虽然不是名贵的木
材，但一天天一年年，就有了岁
月的浸润和包浆，这只不起眼的
木匣，总是淡淡地透露着一股说
不出的厚重味儿。

我最早的记忆，就是三岁时
分家，抱着这只小木匣，从奶奶的
老宅子里走出来，进了另一个属
于父母的院子，这是人生的开始。

而这只小匣子，母亲就放在
炕头，里面尽是针头线脑、线头
碎布，庄稼人农活繁重，只有在
农闲时，母亲才有空拿起针线，
为一家老小做布鞋，补衣衫；匣
底碎布中还包着鸡蛋换来的零
钱，我总是盼着赶集时，母亲打
开小铜锁，变戏法似的从木匣里
面掏出几毛钱来，到集上去，嚷
嚷着要买个油饼或买块糖。

我小时顽劣，痴迷小人书，
可家里买不起，于是就偷了父亲
的钱，或偷了母亲的鸡蛋贱卖，
从镇上新华书店里买了小人书，
如《岳飞传》《兴唐传》《水浒传》，
全是些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忠
烈故事，这些侠肝义胆的故事总
让一个农家少年血脉贲张，我的
童年就沉浸在“风波亭”、“单鞭
夺槊”、“三打祝家庄”、“霍元
甲”、“精武门”等等这些脍炙人

口的侠义故事中，不能自拔。
小人书藏哪里呢？就把母亲

的针线全拿出来扔在一边，把小
人书全部藏在了小木匣里，上
锁，钥匙自己拿着。但母亲大约
也知道，却不说破。

但是父亲终于发现钱丢了，
追查起来，先是一把拽掉小锁，把
小人书一本本撕个粉碎，接着就
把我用粗绳吊起来，吊在房檐上，
狠劲儿打！屁股都被打开了花。母
亲哭着护着，也护不住，我这文学
启蒙的梦啊，眼泪哗哗的。

小木匣仍在，只是锁坏了，
于是又成了母亲的针线盒子，重
新装进了针头线脑、线头碎布。
每年她总要纳十多双鞋子，缝补
的衣衫就更不知道多少了，于是
缝缝补补，也仿佛成了她人生的
全部，就像这脚上永远是黑色的
布鞋，永远是灰蓝的衣衫，没有

其他亮丽的色彩。这个锁不上的
小木匣，本该装着少女的秘密，
可不识一字，母亲这辈子也就没
有秘密。

也许是因为母亲护犊子的
原因，我对她一直心存感激。父
亲吊我在房檐上打，那是个大冬
天，手上的冻疮被打裂了，掉了
一块皮，母亲找来陈年的猪油
涂在伤口上，仔细地包扎，但还
是留下了永远的伤疤。时间消
磨了一切，对父亲的记恨也早
消散了，然而对小木匣的喜爱从
没消散。

考上大学那年，要远离故乡
了，唯独带着这个小小的木匣上
路，权当书奁，又在里面装了两
只故乡的苹果，再经过一冬的发
酵，果香浸透了匣壁，里面的书
也带上了果香的味道。

母亲这辈子是没有什么故
事的，嫁给了一个普通的男人，
就是嫁给了一种普通的生活，她
这辈子的故事都装不满这个小
小的木匣，可她这辈子的岁月也
是沉重的，浓缩了一辈子的苦
难。这只小木匣，是她留给我最
宝贵的念想，这里也有母亲苍老
的青春。

从此以后，这个小木匣就成
了我的随身之物，里面装着我
的一些小零碎，结婚后，妻子发
现了这个小木匣，也说不出地
喜欢，给她讲了木匣的故事，并
小心地托付给了她，她把最宝
贵的结婚证书，压在了匣底。

夏日的黄昏，夕阳西
下，一对父子正坐在一辆
破旧的三轮车上，车上竖
着一块木板，木板上歪歪
扭扭写着“收废品”三个
字。孩子的脸被夏日的阳
光晒得黑里透红。他趴在
父亲的肩上，父亲倚在车
座上给孩子读故事。父亲
一边紧紧盯着那本已经
折得破烂的童话书，用磕
磕绊绊的夹杂着口音的
普通话混沌不清读着故
事：“小，红，毛想要……”
一边随着视线的转移绞
尽脑汁地思考着下面的
字该怎么读。父亲虽然念
得吃力，却不影响孩子听
来美如歌谣。即使那书上
沾满了污渍，即使周围人
声鼎沸车水马龙，父子俩
此刻仍沉浸在如梦如幻
的童话仙境中。父子二
人，在这夏日的夕阳下，
共度着最美好的时光。

走过小花园，一对老
人拄着拐杖，步履蹒跚地
走着，白花花的头发被夕
阳染成了金色。他们一左
一右，一前一后地走着，
并没有太过亲密。老婆婆
越走越慢，她的老伴总会
停下脚步，回头望着老婆
婆，直到她走到自己身
旁，然后打趣道：“人老
喽，走得慢了。”说归说，
仍是不断重复，停下来、
等待，甚至折返迎着老婆
婆 ，与 她 一 起 再 走 一
遍……两位老人在那一
刻似乎不仅仅是相伴着
走路，而是相伴着走过一
生。“执子之手，与子偕
老”，相濡以沫，大抵如
此。在夕阳的映衬下，老
人的影子依偎在一起，共
度着美好的时光。

回到楼下，又见两个
孩子挥舞着玩具枪，相互
追逐。前面的小男孩不小
心摔了一跤，趴在地上大
哭起来。他的小伙伴连忙
上前安慰，豪情壮志地跟
他说：“别哭了，我把我的
玩具枪给你，你来当超
人。”“真的？”男孩使劲点
点头，把玩具枪交给了因
为已经喜悦不再哭泣的
同伴。两人又你追我赶，
向着夕阳跑去。他们在与
朋友共度着美好的时光。

我迈着轻快的步伐
向前走去，叶影折射在小
径上，斑斑点点，微风拂
过，跳跃出轻快的舞蹈。
阳光微淡，岁月静好。

共度

美好时光
□徐佳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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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山青

【含英咀华】
盛夏的金银花

年迈的父亲劳碌一生，晚
年喜欢伺弄花草，金银花就是
他非常钟爱的一种。他常说，

“金银花喜欢攀爬，叶子茂盛，
花也好看，有黄有白，黄白相
间，不仅供人欣赏，还能入药，
给人送去清凉。”

的确，每到夏天，两架花叶
葳蕤的金银花，沐浴在灼热的
阳光里，白的似银，黄的若金，
就这样郁郁葱葱，爬满了藤架，
远远望去，一架繁华。

金银花的花名出自《本草
纲目》，又名忍冬。由于忍冬花
初开为白色，后转为黄色，因此
得名金银花。

清代王夫之《金钗股》诗。
金虎胎含素，黄银瑞出云。
参差随意染，深浅一香薰。

雾鬓欹难整，烟鬟翠不分。
无惭高士韵，赖有暗香闻。
此诗标题“金钗股”，即金

银花。将金银花称为高士，也可
谓金银花的知音了。

有了王夫之的品题，金银
花的色、香、姿、韵著称于世。世
人把牡丹称为“花之富贵者”，
把菊称为“花之隐逸者”，把莲
称为“花之君子者”，王夫之则
把金银花称为“花之高士者”。

金银花，三月开花，微香，
蒂带红色，花初开则色白，经
一、二日则色黄。又因为一蒂二
花，两条花蕊探在外，成双成
对，形影不离，状如雄雌相伴，
又似鸳鸯对舞，故有鸳鸯藤之
称。

鸳鸯藤，也是一个美好的

名字。
金银花攀援生长能力强，

适合在林下、林缘、建筑物北侧
等处做地被栽培，还可以做绿
化矮墙，制作花廊、花架、花栏、
花柱以及缠绕假山石等等。

针对世态炎凉的感叹，也
在金银花中。清代蔡淳《金银
花》诗。

金银赚尽世人忙，
花发金银满架香。
蜂蝶纷纷成队过，
始知物态也炎凉。
金银花看似穿金戴银，不

同凡俗，其实内心淡泊，一如高
士。每到花期，白色、黄色的花
朵布满整架，清香四溢，采花酿
蜜的蜜蜂、蝴蝶成群结队纷纷
飞来。及至花落，又蜂蝶不见，

让人感叹，自然界的物态和人
世间一样，充满了冷暖炎凉。

清查慎行也写过金银花。
天公省事压粉华，
淡白微黄本一家。
却被毫端勾染去，
无端分作两般花。
能够一树繁花，两般颜色

的，毕竟还是少之又少。金银花
也算是很有个性的花了。

金银花还是一种药，能祛
暑、解毒、清热、提神，泡茶
喝也能让人平心静气。“引露
牵风百尺长，繁花白白又黄
黄，浮空一片金银气，好作医
贫活命方。”金银花，一个看
似羸弱俗气的名字，却有着蓬
勃生机、高士风韵，为溽热的
盛夏，带来了一抹清凉。

□孙贵颂

【窗下思潮】
大奖赛与获奖者

现在是不是文艺繁荣的时
代？应当是。证据之一是各种各
样的小说、散文、诗歌大赛风起
云涌，各领风骚，此起彼伏。

只要有人出来搭台子，有
人出来拉场子，有人愿意出力
出钱，“某某杯文艺大奖赛”就
可以堂而皇之敲锣打鼓地闪亮
登场。办得早的，还成为“首
届”。而其发号施令的资格，好
像并不受行政级别的限制，国
家级的单位或刊物可以举办全
国大赛，省市级何尝不能！县级、
乡级乃至一个村庄、一个街道，
都能举办全国性的大奖赛。而奖
金设置，也不因为是国家级的奖
金就丰厚，县乡级的就少薄。有
的乡镇一级举办的大赛，奖金甚
至比国家级的还要多，待遇还要
高，这样才能吸引那些大家，看
在金钱的分儿上，屈尊参赛，为
小地方增光添彩。

各地举办大奖赛的目的，
各各不一。有的为了繁荣文学艺
术，激励作者创作；有的为了
提高本地的知名度，让外地的
作家和读者更多地了解这一方
山水；有的干脆开宗明义，就
是为了发展旅游事业。参赛作
品，要求必须与举办方扯上关
系，或风土人情，或秀丽景色(不
秀丽也得写成秀丽)，或特色食
品，或特色人文。假如是与举办
方八竿子打不到的文字，趁早靠
边稍息。

而参赛的作者，也是各怀
心事。名利双收当然最为理想
最为实惠。在这个大前提下，又
可以分为几种类型：丰厚的奖
金是最有杀伤力的——— 重赏之
下，有武夫，也有文人；其次，是
活动的“头衔”：全国级的自然最
有吸引力，省市级的也具有一定
的诱惑力；省市以下，大腕、名家

大多就不愿意出手了。一般的小
鱼小虾，还是报名踊跃，参赛积
极的。

还有一种大奖赛也值得一
提。举办方来头大得惊人，所给
予作者的桂冠和待遇也大得诱
人，如授予“全国文艺先进工作
者”荣誉称号、出版《当代名家
代表大词典》、制作“名家代表
镀金金盘”等。还有，可以到人
民大会堂宾馆或钓鱼台国宾馆
参加高峰论坛，可以接受领导
专家为其披红戴花，颁奖发证，
等等。这后一招，甚至比前面的
丰厚奖金、全国冠名还具有吸
引力。笔者虽然不才，但也经常
接到类似的邀请函和报喜信。
所寄来的喜报，不是特等奖就
是一等奖；所授予的称号，无一
不是国家级的。令我每每读到
这些热情洋溢的来信，都有七
八分陶醉：原来我竟然有这么

高的写作水平啊！然而再仔细
琢磨，便发现一个共同特点，就
是主办者从来都是一毛不拔，
所有的费用都由参加者自掏腰
包。说是一毛不拔，并不准确，
其实主办方正是想通过举办大
会或大赛，从参与者身上拔毛。

无论哪个主办单位在举办
之前，都会开诚布公地宣布：此
次大赛公开公正又公平。评委
是德高望重的名家，程序是严
丝合缝的程序，作品面前人人
平等。然而当大赛的名单出来之
时，参赛者会发现，本省、本市、
本县的获奖作者，往往所占比例
很高。或曰：本地作者参赛人数
众多，获奖当在情理之中。然而
同一作者，能在本地举办的大奖
赛中斩金夺银，到了另外的场
合，要弄个优秀甚至入围，也是
难上加难，这其中，总有点奥妙
或微妙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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