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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我的系列童话或小说出版了，我在朋友圈

里分享的时候，总有朋友说我牛，他们或是发几头牛

的图标，或是直接表达“好牛”、“牛啊牛”等等。

每到这时，我便戏言：“不管是从出生年份还是

时辰来看，我都属牛，双牛，能不牛吗？”

或许是命中注定，我这一生必定要劳碌奔波，所

以，上天才赐我在那样的年份那样的时辰降生到这

个世间。我突然想起，曾有多少人说我像极了我的

父亲，或许，父亲把他骨子里的牛性，不折不扣地遗

传给了我。

父亲，就是一头牛。

从小到大，我极少看见父亲闲着，每一年的每一

天里，他仿佛都有忙不完的农活。

小时候，父亲在地里忙碌，我便在一旁玩泥巴，

编草戒指。

“看看看，这个人跟牛一样，成天在地里转。”

“曾老幺，不要那么勤快，我怕累死了，以后不好

写祭文哟。”

不谙世事的我曾问过母亲：“祭文是什么？”

我不敢问父亲，因为那人说的是“累死了以后不

好写祭文”，我不敢在父亲面前提与死有关的问题。

母亲告诉我：“祭文，就是在一个人死后，办砣子

会（丧礼）的时候，他（她）的儿子儿孙回忆他（她）一

辈子做过的事和对儿子儿孙的好，一边念一边

哭……”

听了母亲的话，我便在心里想：“一定要把爸爸

做过的事对我的好记下来，将来，等爸爸到了那天，

念给他听……”

可如今，我的女儿也长大成人，我何曾给女儿讲

述过父亲的故事？何曾为父亲写过只言片语？我更

不敢想象有一天父亲会离我而去。

我也曾夜半醒来，失眠之时，想起我的父亲，也

曾构想过，如果父亲走了，我该如何给他哭祭……那

样的夜晚，那揪心的痛……那样的夜晚，我那如牛一

般的父亲，必定也如我一样失眠。

本来想说父亲是头牛，却说到祭文，仿佛是跑题

了。

父亲曾对我说：“人，一辈子都要勤快，才有衣穿

才有饭吃……你哄地皮，地皮就哄肚皮。”

除了种庄稼外，父亲没有别的手艺，所以，他所

能依靠的，就只有那几亩几分不多的土地。为了在

有限的土地上收获更多的粮食，父亲如一头勤劳的

牛，天天围着他的土地转，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那些年，家里缺钱买肥料，养的那两三头猪所产

生的粪便，也不能满足庄稼地的需要，父亲便萌生了

去城里的公厕挑粪的念头。

夜半时分，父亲挑着粪桶，披星戴月地出发了。

父亲走近两个小时的路来到江津城，找一个公厕，舀

一挑粪便，又走两个多小时的路，把粪便挑回家。这

一切，都只能在夜间进行，不是担心有谁会阻拦，而

是怕粪便的臭熏了路人。有时候，遇上夜间下雨，父

亲回来后，全身湿透，等父亲一进门，母亲便会递过

早已准备好的干毛巾，让父亲把头擦干，又递过干衣

服，让父亲换上。印象中，父亲会用家里的清水粪

（粪池里灌满雨水的粪）稀释挑回来的粪便，再淋到

庄稼地里。

在我上初中的那几年，家里种了经济作物芦

笋。芦笋垒厢的时候，需要保证足够的肥料，刨出来

的芦笋才胖壮。父亲为了节约买肥料的钱，便到街

边或江津的垃圾堆里去寻找垃圾腐化后变成的肥

土，一担一担地挑回来，填进芦笋地里。那些年，我

也会和母亲一起刨芦笋，周末的时候，我还肩负着把

芦笋拿到收购站去卖的任务。别人看到我们家的芦

笋，总是说：“这是曾德明那个勤快人种的芦笋，胖壮

得很。”

前段时间，我在网上购了两次芦笋，我想尝尝当

年的味道。然而，这毕竟不是经父亲之手种出来的

芦笋，我没办法品出当年的味道来。

父亲除了勤劳，还很固执。或许，我用词不当，

应该把“固执”一词换为“执著”。

当年，家里只有一张雕花老牙床，我渐渐长大，

要分床睡了，家里又没有可以添置一张床的钱，怎

么办？

父亲当上了木匠，他决定自己做一张床。

不管父亲在庄稼地里如何勤劳，我都不觉得稀

奇。那次，父亲借来木匠用的工具，在自家的小院里

拉开架势，锯木头，刨木板，打榫头，钻卯眼儿……这

一切，都让我感到很稀奇。

“做得好不？”我问。

“做得好。”父亲回答。

“还要做几天？”

“快了。”

有人从我家路过，见父亲在做床，便在院门口张

望了一会儿，然后摇了摇头，说：“咦，就没有你曾老

幺干不成的事儿……”

从来没有学过木工的父亲，要做好一张床，那绝

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看见父亲把一些木板量了

又量，锯了又锯，刨了又刨……榫头和卯眼儿老是咬

不稳，父亲只好或是打榫头，或是钻卯眼儿，一次又

一次……

“到底做得好不？”我固执地问了好多遍。

“做得好。”父亲固执地回答了好多遍。

果然，父亲真的为我做好了一张床，一张属于我

的床。这张床，毕竟不是专业的木匠做的，所以，它

时不时会出现一些问题：要么是榫头从卯眼中脱落，

要么是在我翻身的时候感觉床在跟着摇晃……我总

感觉这床的某一部分有点硌背，但我一直固执地守

着这个秘密，没有告诉父亲和母亲。

这张床一直陪伴着我，直到我江津师范二年级

结束的那个暑假，我们家因土墙倒塌，被迫搬了家，

那张由父亲亲自做出来的床，我便再也没有看见

过。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又跑题了，也不知道自己是

不是已经语无伦次了。我一直不愿意谈及父亲，因

为一旦谈及我的父亲，我便会语无伦次。我也不愿

意写我的父亲，因为一旦写起来，便不知道从哪里下

笔，也可能思绪万千，由此及彼，跑题万里。

但凡见过我和我父亲的人，都说我像极了我的

父亲。如今的我，也如父亲一样，为了在有限的时

间里把本职工作做得出色，还要读更多的书，写更

多的文字，也如一头牛一样，默默地工作、阅读、写

作。我曾写到：“我如同一头老牛，拉着儿童文学这

辆重车，在崎岖的山路上，艰难前行，从未放

弃……”

父亲是头牛，一头勤奋的牛，一头不把事情做好

就不罢休的牛。

我也要做一头牛，一头像父亲那样的牛。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十九届高研班学员）

守岛兵

为了重新扎根

你斩断了根

为了重新命名

你删掉了名

海底吐一个气泡

你绝不许别人刺破

斩断来路，把心扎进黑夜当出路

删掉姓名，岁月把礁石拍成雄浑的统称

剩下梦想，塑形成

岛的圆满

春 光

花天酒地

雪花开满天之后，青稞酒唤醒春泥

唤醒高原雪山顶沉闷的痕迹

醒着的山不安分起来

每天抽一片新绿

沿着盘山路规划春天

到三月，汇成一株扎根的树

这新建的桑青边境站

为冬眠的藏区提前带来春光

单眼皮雪花

再多一滴就太满了

他目光中的水分

在抬头时恰好能

接住一朵单眼皮雪花

并在风来前与她

惺惺相惜

再多一朵就太多了

一朵雪花里睡得下整个冬天

就像站岗的哨位

整列入境火车的风声

都能装进他

一只右耳

蚊 子

亲腻的表象下暗藏祸心

心直口快的蚊子做不了成功的间谍

亲吻的瞬间便难掩歹毒

发泄满心的怨怼

这些偷渡者哪里知道

糖衣和炮弹都撬不开的边境线

还怕它口中挑拨离间的细针？

战士们看都不看一眼

只用颗颗红点

羞红蚊子惭愧的脸

枪尖上的露珠

枪尖上的露珠

利用食指的支点

把满腔怒火压低

再压低

直到，细长的瞳孔定格精准的引线

它在底端

仰望燃烧的黑暗

军营联欢会

像一夜春雨后

齐刷刷疯长的绿苗

音乐的节奏如雨点急下

让兵们听得见自己拔节的声音

一场联欢会

把北疆搬到江南

热烈如夏的舞台

一季能把春秋收割好几茬

军 旗

左肩扛起星辰，右肩挑起地平线

双臂撑起

万家欢颜

以跨立的姿态站成夜的印章

站在哪里，就把脚底的平安

烙进熔岩

一层一层，削薄了黑夜

雕出地平线上万水千山

细碎的躯体，流成朝霞红满天

军 礼

我曾向星星挥手

一股暖流

有束光芒刺穿手掌

从此我的血液有光的基因流淌

我曾向海岸线挥手

一股暖流

有朵浪花钻出掌心开放

从此我的骨髓里有爱的馨香生长

直到一颗星升到海面上

我向这片红海挥手

一股暖流

让我并拢五指迎接

靠近耳廓还有历史的回响

从此我的力量有了信仰的形状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公安作家班学员）

父亲是头牛
□曾维惠

枪尖上的露珠枪尖上的露珠（（组诗组诗））

□□臧思佳臧思佳

前次游缙云山，逢着热天。进到山里，对迎着我的一片

清凉怀有特别的留恋。修在坡上岭下的馆舍、彩亭、石桥和

寺庙，点缀着山景，更在心头添深了幽静的感觉。

这回出了重庆，沿着渝南公路又朝山这边来的时候，数

载的光阴如嘉陵江水一般流远了。我向车窗外头看，仿佛

去见旧相知似的，想从画片般闪过的风景中寻出一点熟悉

的印迹。我的心落进曾识的山水。

车子一直傍江走着。时而会现出一段江滩，再远些，便

是宽宽窄窄的江面。江水在两岸之间流得随意而自在，向

前盘出弯曲的弧线，和舒卷的飘云同一种姿态。水色发浊，

当地人说，要不是刚下过雨，江里才不会流着黄泥汤呢。可

是依我的浅见，“绿如蓝”怕只是诗歌里的绮思吧。江上浮

着雾，雾里有几只运货的黑色船。长岸多曲折，车子就须常

常转弯，道旁的野树又随时一扑，耐看的江景便给遮断了。

路随江转，转了不知多少弯，行至温塘峡。近山的公路

收窄，一侧是断折的山崖，一侧是临江的草树，天光也转暗了。右边那块刻字的

白石没有逃过我的眼睛，上次往缙云山里去，就曾瞥见过它。“北温泉”三字依旧

凝着那么一种端庄气。这回不再一闪就过去了，一路北行的车子已经在它跟前

停定，我可以不用心急地把它端详个够。

此番山水，我又来，这中间，好像并没有匆匆逝去的几个年头。

北温泉是一个很大的公园。郭沫若游过的飞雪崖，谢冰莹游过的乳花洞，

应该就在近处。可惜我在这里只作稍稍的歇脚，还要赶往江津的四面山那边

去。飞雪崖、乳花洞，我哪里有一睹的眼福，不，是机缘哟。就叫我在前人的文

字中永留着对那一份的心仪吧。

临流建起门窗敞亮的屋子。屋前设廊台，可以凭栏眺大江。嘉陵江到了这

里，就它流动的样子看，尽是一段平静的水面，况且狭长的一条夹在水岸的两

壁间，倒让江峡显得深峭起来。郭沫若在《飞雪崖》里说，“河床断面并不整齐，

靠近左岸处有岩石突出，颇类龙头”，“右岸颇多乱草，受水汽润泽，特为滋

荣”。他写的这几句，不能咬定就是我眼前的所见，嘉陵江岸一带的光景，却多

如他的描绘。

我瞧定山上的茂草、丛枝，忽然记起了张恨水。他写《山窗小品》时住过的

简陋茅屋，大约就在附近的林麓深处吧。

屋子的讲究，在于把温泉引到室内，沐汤而憩，断非谁家都能做到这一步。

更多的池子棋布在户外，好处是可以身在汤池而眼观苍翠峰峦，叫人神思飞

越。其境也雅，其韵也悠，不去和东篱酣饮而眺南山的闲逸来一番比较。我坐

入一间茶室，品了几盏功夫茶，似从浅黄的茶汤中啜出“清静和雅”来。这四字，

本是挂在壁上的一幅法书，沁浸禅家意味。乾隆年间，有个叫王尔鉴的巴县知

县，此人能诗，云：“松风度峡泉飞韵，鱼藻含春水织纹。浴罢僧房茶已熟，池边

猿鸟自为群。”逍遥神意，恰入我心。便是飞雪崖的奔瀑深潭不曾观览，乳花洞

的石花石幔不曾赏看，我也无由抱憾。何况还在温泉蒸腾的热气里听了一回南

宋将军余玠镇蜀的旧闻，心中上溯南流的江水、飞向合川的钓鱼城。这么说来，

我也算没有辜负身前身后的风物。

禅茶一味的老话在北温泉公园里印证得好。从我坐着的这间茶室的窗子

看过去，广德寺殿堂的檐角正朝我这边翘耸着。追问历史，这座古寺是南北朝

刘宋景平元年造的。千百年下来，若要讲起由这里生出的典故，必也能数出几

桩。就说方才提到的钓鱼城吧，36年的宋元合川之战中，孛儿只斤·蒙哥，中土

炮而死于此寺中。

一门三殿的格局，照例谨守中国建寺的法式。关圣殿即山门，门前一对石

狮，表情顽憨神气，好像在和圆形的镂花窗棂斗巧。进了门，才瞅清楚，这原是

一座穿堂空殿，关帝金身像从前是有过的，哼哈天神也缺了。我对此已不经意，

倒是投下目光，朝着低处的江堤望去，只是不见伸上来的石阶，才明白这里不像

磁器口建文帝隐栖的宝轮寺，层阶连着水码头，庙宇因之冷寂。我的视线移向

残损的檐头，瓦缝间几蓬乱草正对着江天的斜阳。“野庙向江春寂寂，古碑无字

草芊芊。”唐人李群玉的这句诗，仿似为此境而吟。

接引殿另有一个天王殿的名字。变了的世局，改换了它旧有的模样。那

三尊身高过丈的接引祖像不知去处。佛身后站在神龛里的韦陀菩萨也没有。

无佛接引，万物成空。也罢，殿后卧着石桥，桥下是方池，池水映着树影。

满池的荷花开残了，半挺着几枝枯茎。鱼还在游动，红鳞戏绿漪，一闪又一

闪，极自在，宛若也解禅意。两三个尼姑桥栏边闲聊，细气低声，世间一切

事再难叫她们起急。

大殿之主，当然是莲台上的如来佛，圆脸丰额，肉髻螺发，穿着衲衣，坐在那

里，不减傲然的气度，一脸安静，真不枉对门匾上“妙相庄严”四字。这是一尊明

塑。阿难、迦叶永远侍守在左右，两厢分列剃发光头的罗汉，都齐了，数目恰是

18。这些菩萨，看尽多少人世风雨。此刻，殿外的日光正照在佛身上。顺眼瞧

去，光源是从高翘的重檐和四壁间的空隙透进的。角拱、雀替、额枋，经历了太

久的时间，颜色逐年地暗了。殿顶和墙壁不相接，刻意留出通敞处，让风常常吹

入殿内。这种营造，透光又透风，在多湿的西南，难说不是匠心。当以四字为

配：公输天巧。

靠后山坡而屹的观音殿，踞全寺极高处，看出它的崇宏。顺着殿廊下的石

柱瞧上去，顶覆铁瓦，其色如铜。正脊有彩色雕饰，正是二龙戏珠。郭沫若“铜

殿锁龙蛇”五字，道出这座石柱铁瓦殿的气韵。观音殿的得名，全在这里曾供着

济度众生的圣观音。慈与悲的功德，使各怀祈愿的男女，远近而来，在蒲团上跪

拜。里头有人说话，却没见着那尊宋步云绘图、贺白先塑成的白衣观音像，据传

在“文革”中毁掉了。下殿时，阶侧立着一个塔状铁架子，上面凝着残而未尽的

蜡滴，其形如泪。

看过这寺，暗忖，过这种“日中一食，树下一宿”的禅寂生活，有趣吗？张

大千年轻时求佛，从松江禅定寺到宁波观宗寺再到杭州灵隐寺，多少悟出一

个道理：既然做了和尚，还争什么意气！在庙里住长了，心里的一些东西，就

给消磨了。

寺后山岩上，存宋代摩崖，惜未得览。

这座地处嘉陵江西岸的北温泉公园，是卢作孚先生倡建的。再过10来年，

园龄就该满百了。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三届高研班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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