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很久没有听到蝉声了。
我爱听蝉声，从童年时起。后来

我来到了城市，远离了蝉鸣。
于是，夏日来临的时候，我就会

倚窗凭栏，手搭凉棚向着故乡的方
向张望。

故乡，入夏的蝉声是躲不开的。
甚至可以说， 在温度很高的白天，
特别是午后的某段时间，夏天是藏
在密集的蝉声里的， 蝉声的吵闹，
你是躲不开，也避不了的。

蝉鸣的第一声似乎很少有人听

得到。 当你听到蝉鸣的时候，蝉声
已是经久不息地进行着， 一声长，
一声短，长的一声长过你屏息聆听
的耐心，短的一声却在你我还未回
神的瞬间已经叫出， 长短交错，高
低韵致 ，一声接着一声 ，又似乎前
一声包裹着后一声 ，就这样 ，总是
不绝于耳。

突然，不知是哪只蝉断了一声，
所有的蝉声都停顿下来，像是领导
者的一声喝令，它们听到后便立马
静默不语。 听蝉的人耐不住寂寞仰
着脖颈向着高树的树皮和枝杈望

去 ，着急地寻找着蝉的所在 ，可谁
知蝉却是隐遁的高手，不会轻易暴
露自己的行踪，听蝉的人只看到斑
斑驳驳的阳光从枝杈的罅隙间落

下来，落进眼眸，落在地上。 在听蝉
人凝神遐思的瞬息，蝉却又集体鸣
叫了起来，第一声依旧没来得及听
出从哪边而起，更不用说哪一只蝉
先鸣叫了。

有一年夏天，我回到故乡，走在
村东边的小河边 ， 在断续的蝉声
里，眼前的水面似乎更开阔空旷一
些，远处的田野，也多了几许远意。
猛然间，我在小河边的树下发现一
只幼蝉 ，不知什么原因 ，它的背部
着地 ，肢体在不停地摆动着 ，想要
翻过身来，但不论怎样努力都动弹
不了。 我蹲下来看了一会儿，伸手
捉住了那只幼蝉 ， 它的甲壳软软
的 ，还发不出声音来 ，是刚刚蜕过
蝉衣 。 我将它放在附近一棵柳树
上，它抓住树干，往树上爬去。 我站
在离它不远的地方看着它慢慢往

上爬，不知什么时候它会爬上柳树
高处的某根枝条，不知它会发出怎
样嘹亮的蝉声。

孩童时代，我清楚地记得，盛夏
午饭后，那些听蝉的村民就在树下
席地而坐，或背倚树干，悠然自得。
而孩童们则总是围着大人，或不依
不饶地坐在大人的膝盖上，或索性
趴在大人的脊背上，听他们讲过去
的时光和未来的规划。 总之，在村
巷，有蝉鸣，有树荫的地方，就一定
有说不完的话，聊不透的玄机。 村
民们聊天的时候，蝉声也是此起彼
伏地嘹亮着，似乎蝉的心事因人而
起 ，人的谈话因蝉而兴 ，只是蝉在
高处，人在低处，蝉声传出了村巷，
而人们的故事只留给了村巷和村

巷不疾不徐的风。
我已进入知天命之年， 常常想

沿着故乡的路走回去 ， 但是我深
知，我永远无法返回了。 我仿佛看
到一张柔软的网，罩住我童年的欢
乐 ， 也启迪着我对生命的初次感
知，还有那动听的蝉声。

听蝉
■王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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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周末，我都会习惯性地来到母亲的照片前，
看着她慈祥亲切的面容，倾诉女儿对娘的思念。

母亲已经离开我们 31 年了， 但她的坚强与智
慧、 善良与博爱依然留在我们心间并深刻影响着我
们。

母亲是一个苦命的人，她幼年时就没了父母，和
年迈的奶奶相依为命。 为了有口饭吃，小小年纪就跟
着奶奶四处乞讨，常常衣不裹体、食不饱腹。 17 岁那
年，疼爱她的奶奶也去世了，留下母亲孤苦无依。 后
经人介绍嫁给了我的父亲，父亲是家里唯一的男孩，
被爷爷奶奶和几个姑姑娇惯着长大， 养成了不爱操
心的习惯，从此母亲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先后孕育
了 7 个孩子，尽管当时有姑姑们的帮衬，但在那个物
资匮乏的年代， 照顾公婆和抚养孩子的艰辛亦可想
而知。

母亲模样俊俏， 却从不舍得给自己买一件新衣
裳， 一分一粒都积攒下来供养我们。 在我很小的时
候， 经常听哥哥姐姐们窃窃私语：“我们都要好好学
习，以后一定要让爹娘好好享福。 ”可还没等他们兑
现诺言，母亲就患上了不治之症，不久就带着满心的
牵挂和不舍离开了我们，享年 58 岁。

母亲的一生是勤劳的一生， 生活的艰辛赋予了
她坚强不屈的个性。 为了让家人过得好点儿，她四处
奔波考察，寻找挣钱门路。 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在母
亲牵头组织下， 我们街道第一家手工皮箱加工厂成
立了，大家一致推荐母亲负责技术和原料采购。 为了
保证皮箱的质量，母亲只身一人跑过很多地方，挨家
挨户去比对原材料， 直到挑选出物美价廉的产品为
止。 母亲虽然不识字，但却很注重学习先进经验，只
要打听到谁家的皮箱做得好看， 母亲就会带着小礼
物找人家学习， 有时候为了把一个加工细节处理得
更好，经常熬上整个通宵。 加工厂在母亲的带领下日
益红火，销量也越来越多。 母亲吃苦耐劳的精神和不
断创新的技术也渐渐在业内传开， 曾经外地一家颇
具规模的企业想高薪聘请母亲负责技术指导， 并多
次安排人员到我们家来做母亲的思想工作， 可无论
怎么劝说母亲都没有动容。 后来，母亲跟父亲讲，当
时不愿意去主要基于两个原因： 一是加工厂刚有起
色，如果那个时候离开，客户会流失一大部分，不仅
良心上过不去，还愧对了父老乡亲们的支持和期望，
她不能为了个人利益而不顾大局； 二是舍不得家里
的几个孩子，守在孩子身旁她才能安心。

再后来， 手工作坊逐渐被机器生产所替代，曾
经效益不错的皮箱厂也失去了往日的竞争能力，订
单越来越少，最后被迫停业。 母亲那段时间整夜睡
不着觉，努力思索着该如何才能找到新的出路。 经
过全面考察后，母亲和原皮箱厂的一位大妈合作的

民族小吃部顺利开张 ，没有请师傅 ，所有的活都由
她们两个去做。 因为专心，母亲练就一手美食绝技，
最擅长的就是油炸肉盒和水煎包，独特的风味曾经
被称为镇上最好吃的食物，凭借着诚信和实惠的口
碑，小吃部生意很是不错 ，每天早上都有很多顾客
排队等候。 在我的记忆里，无论冬夏，母亲每天都是
天不亮就起床干活，然后用瘦弱的肩膀挑着在家剁
好的肉馅去小吃部营业。 即便每年冬天母亲的手都
会被冻伤，她也不舍得休息一天 ，坚强地为我们撑
起一片蓝天。

母亲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她疼爱儿女，但从不娇
惯，虽然没有上过学，却非常重视对孩子们的教育，
无论日子有多艰难，都坚持供我们读书。 大哥大姐看
到母亲这么辛苦，想辍学参加工作来减轻家庭负担，
母亲知道后坚决不同意，还专门召开了家庭会议，坚
定地表示她不会让任何一个孩子中途退学， 她已经
尝过了没有知识的苦，不会让我们再遭这样的罪，让
我们几个安心读书就好，家里的一切由她负责。 在母
亲严厉的管教下， 我们兄弟姐妹几个都得到了良好
的教育，后来也都有了相对不错的工作。

原本以为， 哥哥姐姐工作以后母亲就可以好好
放轻松了，可上天并没有怜悯我那一生苦楚的母亲，
好日子还没开始，母亲就积劳成疾，一病不起了。 起
初，因为担心会给孩子们增加负担，母亲说啥也不愿
住院治疗，后来在哥哥姐姐的坚持和哀求下，她才安
心住院养病。

患病期间，为了不让我们太过伤心，母亲总是强
打精神，在我们面前极力表现出最好的状态。 直到有
一天，我无意间看到母亲有气无力地去找主治医生，
哽咽着恳求道：“张医生，求你想想办法治好我的病，
哪怕能延长 5 年也好，不行就 2 年，我放心不下孩子
们……”母亲发现我后，抱着我哭了很久。 后来，她把
大姐叫到面前， 拉着大姐的手说：“娘恐怕没有多少
日子了，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小弟小妹，他们还小，
娘是看不到他们结婚了，娘把他们托付给你，你是家
中长女，要替娘好好照顾他们……”话没说完，母亲
就已泣不成声，大姐哭着表示一定不辜负嘱托，照顾
好每一位弟弟妹妹。 没过多久，母亲病逝了，大半个
镇子的人都赶来为她送行， 她的热心和善良也为她
赢得了许多人的尊重和认可。

母亲用实际行动教会了我们诚恳友善和勤劳努

力，她的为人处世和谆谆教诲，现在回想起来，依然
历历在目。

养育之恩如滔滔江水不绝， 寸草之心难报三春
艳阳光辉。 恍惚间，我又回到了儿时的家园，母亲正
与我们一起围着餐桌吃饭，满眼的幸福和爱意，一会
儿给这个倒杯水，一会给那个加点菜……

������生命在经历了春的明媚， 夏的葱郁， 秋的丰收
后，迎来了冬的静寂，葳蕤过后，方见真谛。

给身体请个假，邀灵魂上路，择繁华尽处，寻一
偏僻山谷，搭一木制小屋，拈一朵花的笑颜，让馨香
萦绕鼻间，抚一曲云水禅心，让清澈流淌心田。

也许，到了某个阶段，人才能学会慎独，任月黑
风急，自共舞剖析。 因为时光深处的那一段旁白，是
需要在沉淀之后独语的。

成长，一面是惊喜，一面是不及，那些停留在岁

月的风景，那些错落在生命的霓虹，总是林花谢了春
红，太匆匆。 于是，在紧凑的时光里，我们明白了离
别，知晓了无常，也学会了接受。 因为成长的过程，是
需要时间来当底料的，所以，当成长是一种追求时，
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会激励我们去真正地领略生命

的风光和意义。
清梦枕窗三千岁，花落无声半指沙。 无论岁月有

多少波澜，无论余生有几多悲欢，都要记得与东风的
约定： 空不许，花不误，岁岁如此，永不相负。

■■丁雅

母母亲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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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有约花不误
■丁志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