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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 A13青未了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山楂树还在

村庄的果树、庄稼，就像
变幻莫测的风霜雪雨，时常在
更迭。山楂树，却是种不一样
的存在。多少年过去了，一直
勇士般坚守在山岭中。

每每回老家，我都会到附
近逛一圈。山楂树的地盘，如海
绵浸水，一天天饱涨，一点点铺
远。它们是群无所畏惧的战士，
不需谋划布局，只要有土壤的
地方，不必斟酌，直接先占据了
再说。待其他果树醒悟过来，已
无力还击了。山楂树，短短几年
就成了村庄的霸主。

它们占领村庄后，起初是
羸弱的。枝软叶嫩的树苗，刚刚
在新地方站稳脚跟，叶子尚且
稀松。一棵棵树苗间，被预留了
两三米距离，阳光透过这些缝
隙洒下来，在泥地上映照出一
片片斑驳的光影。山风的暴躁
脾气上来，就是摧枯拉朽地猛
攻，但依然见不到树枝咔嚓咔
嚓断裂的景象。山楂树始终保
持着坚守的态度，哪怕被吹弯
成卧地的弧形，也未放弃过。

村里人懂得，山楂树的柔
韧和硬度是埋藏在骨子里的。
苍老树枝的硬，是不肯弯折；新

枝嫩叶的软，迎合着山风。一硬
一软，把它们武装成了信念，不
惧昼夜晨昏地持续生长。这种
生长是缓慢地生长，是需要风
雨雷电磨合地生长。一棵山楂
树，从幼苗到结果大概得四至
五年。树与树之间枝丫交错，
你的枝拥抱了我，我的叶触摸
着你，编织成一堵堵稠密的绿
高墙。它们的交往把村路和荒
岭捕获，收编成山楂园的一部
分。山楂树的气场，把乡亲们
吸引在左右，把村里的羊群和
家禽驱赶到别的地方。乡亲们
喜欢这样的生活，日出而作，日
落而息，从花开到果熟，不停地
用锄头、铁锨在山岭的某一处
角落里琢磨，刨挖、敲打着一个
个不起眼的处所。

干旱总在春夏秋三季到
来，不声不响笼罩整个山岗，横
冲直撞至坡岭、河沟、房顶、水
井，甚至山楂树的根系和血脉
里。山楂树陷入干旱的魔咒中，
一个个稚嫩青涩的山楂果，被
阳光灼伤了皮肤，皱起稚嫩的
眉头。有经验的乡亲，这时就会
出手干预。一根白蛇样的塑料
管从最近的一处水井或池塘出

发，承载着救急的职责，一头扎
进山楂园里。几只饥渴的喜鹊
看到水管后，呼喊几声，三五成
群飞落进山楂园。那种声音，在
燥热的山村，撕裂空旷的原野，
和井水一道，渗入大地的肌肤，
只留下一丝丝微弱的痕迹，挣
扎在空气中，成为干燥的装饰。

山楂树一直在默默坚守，
它们积蓄得太久了，直到干旱
刺激了周边的坡岭沟壑，干枯
了四围的其他植物，才显现出
顽强的一面。它们展开薄白的
花瓣，高高托举在枝头。然后悄
无声息地孕育出一个个青山
楂。它们静静地长着，把自己偎
依在一片片叶子侧旁。山楂树
是低调的，花开时的沉默，果
熟前的瘦小，把它们稳稳地搁
置在山野里，与天地混淆，一
年四季，任凭寒热旱涝，任凭
风吹雨打，不起眼地存在着。

老家的蜂场里，栽有两棵
山楂树。山楂花开的时节，真正
在花上采撷的蜜蜂却不多。山
楂花略微的臭味，让蜜蜂们选
择了几乎同时盛开的刺槐花作
为亲近对象。山楂花的美，却是
淡淡的异味无法掩盖的。拉过

一枝一簇，注目观瞧，五个椭圆
形花瓣，匀称地排布着，围成一
圈。漫山遍野的山楂树，一层层
如雪如云的白色，点缀覆盖在
绿色的枝叶上，让人有坠入云
雾之中的感觉。倘若来上一场
大雾，缥缈的山楂林，满树的繁
花兀自开着，不喧嚷，不骄躁，
揭示着生命的平凡与静美。

花瓣落后，山楂树进入新
的阶段。青涩的山楂果，在花
瓣落地的瞬间，开始了又一个
征程。膨胀、膨胀，不是一种傲
慢存在，而是一种必须的姿
态。这个时候，对水的需求，远
远大于之前。干旱，也在这个
节骨眼迫近。山岭上没有溪
流，山楂树只能靠自己，把根
深深扎入泥土，一直往深处延
伸。干旱和大风，是山楂树往
深处扎根的赌注和动力。它们
不像野花野草那样无奈，眼睁
睁企盼雨水的到来。它们在向
大地深处探寻，把命运牢牢抓
握在自己的根系中。大地，是
它们可以触摸得到的希望。山
楂树深信，命运不能靠等待施
舍和给予，等待的结果必将会
与花草一样，渐渐干枯。

其实，我也是一棵山楂
树。从村里，沿着学校的地盘，
一直生长到大城市。再从城市
回归，在村庄外不太远的镇上
安家。像个过客，又非过客。工
作之余，我还常回村里。村庄
还是原来的村庄，只是炊烟不
再那般浓、那么多。山岭中的
果园，也早有了被浇灌的条
件。深井、抽水机、水管，几乎
可以延伸到每一棵树的地盘。

村庄变了，变的不仅仅是
炊烟。梨树、苹果树少了，猪羊
少了，鸡鸭鹅少了，这些都只
是插曲和表象。村庄的路，犹
如爬墙虎的枝叶，攀爬到村庄
各处、山岭各处，通向了遥远
的城市。这种便利，让村里人
的远行成为一种随意。若是愿
意，天南海北，只在一念之间。

村里人的出行，又一次把
村庄和山岭撇给了大地。山楂
树，还得努力把根扎入泥土。
只有扎根够深，才能抵御狂
风，才顶得住干旱。就像我，就
像村里的人，走到哪里，都是
一棵渺小、平凡的山楂树，一
棵移动的树。村里村外，山楂
树还在。

□星袁蒙沂

人的记忆真是奇怪，许多年
过去，我依然记得那一段并不闪
亮的青春。那些细节栩栩如生，长
在记忆的枝头，仿佛月光下静寂
的树木，每一片叶子，都在潮水般
涌动的夜色中，散发着饱满动人
的光泽。

十五岁，我考上了县里最好
的高中，父亲用自行车带着我，去
学校报到。出村口之前，他推着车
在村子的大道上慢慢地走，我跟
在后面，和他一起向路上的村人
打着招呼。父亲满脸都是笑容，这
让他看上去年轻了许多，他被人
问了许多遍，也骄傲地大声说了
许多遍，他的女儿考上了一中，他
要送她去上学，学费很贵，一年八
百多元。人们带着羡慕，啧啧称
赞。父亲就在这赞美声里，脚步愈
发轻松，好像他正走在充满希望
的绿色田野里，他在这光芒万丈
的麦浪中，像一个天真的诗人。

但父亲并不知道，在我的前
面，正有怎样波澜起伏的青春。他
送我抵达岸边，却无法陪我继续
前面的行程，一切，都将由我自己
掌舵，划向三年后的高考。

那时，我开始起满脸的青春
痘，羞于抬头看人，怕别人笑话，
也怕难堪。看到对面同班的男生
走过来，我吓得赶紧低头，视线跟
对方轻轻一碰，立刻躲开去。我甚
至因此有些弓背，好像一只卑微
的虾米，每日缩在自己的壳里，背
对着人，孤独地游来游去。同桌是
一个帅气的男孩，有一天，他满头
大汗地打球回来，翻开新寄来的
一本杂志，看到上面一款非常流
行的祛痘广告，便指着向我说道：
你可以买这个试试。或许，他只是
无意中表达他的关爱，但落在我
的耳朵里，却是一声惊雷，轰地炸
响，我脸上的每一颗痘痘，都跟着
炸伤，鲜血淋漓。我的眼泪快要流
出来了，但我却强忍着，一滴都没
有滑落下来。那个好心的男生永
远都不会知道，就因为这一句话，
我偷偷找班主任，要求调一个位
置，我宁肯在靠窗的位置，不被老
师们注意，也不再跟一个善良地
给予我关心的男孩在一起。那些

代表了青春的痘痘，每一颗，都写
满了自卑。

我还得了严重的脚气，用了许
多方式，都治不好。为了减缓那种
深入血肉的奇特的痒，我只能穿了
丑陋的黑色方口布鞋去上课。课上
到中间，常常忍不住，解开鞋带，舒
展一下痛苦的双脚。我不知道，这
样一个细节，正被身后一双眼睛悄
无声息地窥视着。那是班里一个成
绩优异的男生，擅长舞文弄墨、写
诗作词，常常在课下跑到讲台上，
龙飞凤舞地写下他对生命的呐喊。
我从未想过，他会在某个晚自习写
信给我。信里表达了对我的赞美，
95%的赞美里，夹杂着一句困惑：像
你这样秀气文雅的女孩，为什么课
上会做出脱鞋这样不文明的举止
呢？我的耳畔，又是轰隆一声惊雷
炸响。这一次，我哭了起来。而后学
了男生的语气，写下洋洋万言，用
100%的愤怒，反击他对我的“羞
辱”。是的，那一句反问，几乎成为
我整个高中时代的羞耻。为了雪
耻，我将双脚伸向一种类似硫酸的
药物，那是父亲求来的偏方，当我
的双脚浸入，剧痛中，一层皮瞬间
脱落。

伴随这种疼痛的，还有我的
神经衰弱。我无法入眠，整夜整夜
地头疼。父母并未将此放在心上，

只是以为我缺乏营养，让我每天
吃两粒鱼肝油。那是高二，我头疼
了整整一年，我就在这样无人能
够理解的疼痛中，坚持日复一日
地读书、考试，为了不知道会不会
到来的希望，卑微地努力着。有时
候母亲来接我回家，她骑着自行
车，我坐在她的身后，两个人并没
有多少话。母亲总是絮絮叨叨，问
我最近学习怎样、考试怎样，说一
定要好好学习啊，为家里争气。最
后，她会犹豫着问我一个千篇一
律的问题：你觉得自己有希望考
上大学吗？

我怎么回答呢？我的心里也满
是疑虑、困惑和迷茫。我也希望有
一个人陪在我的身边，给我鼓励，
告诉我：你一定能行的。可是没有
人告诉我，原本应该让我觉得安慰
的母亲，也需要我来确认即将到来
的未来。她的心里，跟我一样，起了
漫天的大雾。她想拨开那一层云
雾，看一眼前面是遍洒阳光的晴天
还是黯淡阴郁的雨季。

我从未给过母亲失望，我每
次都轻声又坚定地告诉她：有希
望的。

我低头行走了三年，最终，拨
开那些悲伤、疼痛、自卑、失落、迷
茫，给了母亲，更给了自己一个确
信无疑的希望。

打我记事，父亲
一天都没闲着，从来
没好好休息过。终于
休息了，却是在医院
的病床上。

父亲被意外查出
脑瘤晚期，大夫私下
对我说没必要住院
了，可我坚持让父亲
住院，即使无法医治，
也可以清静清静、休
息休息。我选择了条
件不错的单人病房，
每天24小时陪护着父
亲。清晨，我第一时间
拉开窗帘，让阳光照
进病房，让父亲看到
外面的景象；白天，我
一边看着吊瓶，一边
与父亲说话，把一日
三餐送到父亲床头；
一早一晚，陪父亲在
走廊里走动一会儿；
夜间，睡在父亲旁边，
每隔一会儿就警醒地
睁开眼睛看看父亲，
心总是放不下……

有天夜里，猛一
睁眼，发现父亲自己
下床去了卫生间。他
上下床已经很吃力
了 ，每 次 都 需 要 搀
扶。我赶紧下床，同
时埋怨：“您怎么不
叫我一声啊？”他笑
道 ：“ 看 你 实 在 累
了。”都病成这样了，
还在为我着想。

有一次，我把他
扶上床沿，然后向里
抱，竟然那么吃力，我
再也忍不住，哭出了
声：“我真没用，都抱
不动您。”父亲却笑得
像个孩子，大概是因
为我第一次抱他而欣
慰吧。我还第一次给
他剪了手指甲和脚指
甲，第一次给他洗了
澡。我发现，父亲原本
宽厚的脊背不再挺
拔，那双操劳一生的

手不再有力，那双承
载着艰辛的脚再也不
能走路了，我还有很
多“第一次”没来得及
为他做啊。

最让我吃惊的
是，给父亲洗澡时发
现，他的大腿上竟然
还有当年打仗时被国
民党士兵枪击留下的
贯通伤疤。父亲一辈
子遭受了多少磨难，
他从来不说。

儿子带着我不满
一周岁的孙子从青岛
来看他，父亲非常高
兴。他斜靠在床头，一
手揽着他的重孙，两
边分坐着我和儿子，
留下了四代人永久的
影像。

父亲是个聪明
人，虽然我们没告诉
他病情，其实他心里
早已明白，从不询问
任何人，在我们面前
非常平静，对来探望
的人总是笑脸相迎，
对大夫每天的关照
也报以微笑。父亲一
直是很犟的，但这次
让他住院，他一句嘴
都没犟，我想他是要
给儿女一个孝敬的
机会，不给我们留遗
憾。

父亲一直记挂着
病中的母亲，有天他
对我说：“回家吧。”我
说：“您这辈子太不容
易了，在这里好好歇
歇吧。”他故作轻松地
说：“歇够了，回家
吧。”大夫也建议出
院。我心有不甘，却也
无力回天，只好回家。

2015年11月4日至
16日，成了父亲一生
中“休息”时间最长
的12天，也是我一生
中与父亲单独在一
起最长的时光。

父亲一生中的12天
□赵盛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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