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赶年集
!

尚纯江

!!!!!!

俗话说!"新年到!新年到!女孩要花!男孩

要炮!老头要顶新毡帽#$ 进入腊月!年愈发近

了!大街上渐渐热闹起来%返乡的&赶集的熙来

攘往!川流不息!车和人汇成河流!挤挤拥拥!

街道愈发狭窄不堪$看着大包小包买年货的人

们!幼时赶年集的镜头一幕幕闪现眼前$

幼时的冬天!漫长而孤寂$ 农闲下来的人

们! 在南墙根下仨一堆俩一伙地晒着太阳!边

逮虱子!边讲些陈年往事&家长里短!打发着无

聊的光阴$ 然而!"吃了腊八饭!便把年货办'!

一过腊八!人们开始忙碌起来!不像现在!整个

冬天在外打工!直到快过年了!人们才从四面

八方赶回家过年$ 那时腊八!便是赶年集的开

始$ 不管贫与富!都是要赶年集置办一些年货

的$

家乡最近的集镇是桑园集!位于我村的西

南侧!约有三里路!抬腿迈过太平沟!眨眼就

到$ 桑园集是个露水小集!只有狭窄的一条南

北街!约
!""

米长
#

米宽!一街两行只有几家

青砖红瓦店铺!墙上"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

大字会告诉你这里是供销社的商店$ 平日里!

我们这儿的集市或逢单或逢双!或一四七或二

五八或三六九$桑园集逢三六九$但是!过了腊

月二十!集开始乱市$ 此后!天天都有集$

在穷乡僻壤!赶集!对于小孩子来说是一

件天大的好事$因为过年!学校早早地放了假$

在赶集的日子!我死磨硬缠着父亲$ 一向严厉

的父亲!此时总会满足我的要求$于是!我欢呼

雀跃起来$在那个缺少乐趣&生活枯燥的年代!

赶年集成了小孩子一年中除春节之外最为期

盼的日子$

赶集那天!天刚蒙蒙亮!我就起了床!跟随

大人上路了$ 出了村口!看见路上三三两两赶

集的人在匆匆地走$ 慢慢地!赶集的人汇成了

人流%赶驴马车的&推独轮车的&骑自行车的&

牵牲口的&步行的&肩挑手扛的!步履匆匆!语

声喧哗$ 不知是谁唱一声不伦不类的 "包公

案'!如劈柴般的嘶哑声惹起一场大笑!凭空增

添了许多节日气氛$

集上!人们摩肩接踵&熙熙攘攘&挤拥不

动(叫卖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集市分若干

个年货摊位区域$ 柴米油盐酱醋茶!牛羊猪兔

鱼鸡鸭!五行八作!各成一体$最热闹的要数烟

花市场$ 那里!手工制作的烟花鞭炮品种花样

繁多!鞭炮&大雷子&二踢脚&气活子让人目不

暇接$ 烟花小贩为了吸引顾客!噼噼啪啪放起

炮来!响声此起彼伏!煞是热闹$ 有钱的!买上

大盘鞭炮!乐呵呵地笑着(囊中羞涩的!买盘小

的!高声念叨着)有钱买炮响!没钱也*爷+听

响'!惹来阵阵哄笑$肉摊前!人们挑肥拣瘦$那

时!肥肉最受人们青睐!价格也最贵$卖肉的用

手指着一块三指厚的肥膘肉说%)砍这块$ '只

见卖肉的手起刀落!砍下一块肥膘肉!挂在秤

钩上$ 卖肉的赶快把肥肉装进篮子里!快活地

叫着)烀肉吃饺子喽'!一副得意的样子$那时!

只有囊中羞涩的人才买瘦肉!这恐怕是现在的

人不能够想象的$

除了肉和鞭炮! 红纸和年画是必不可少

的$有了肉和炮!再买上几张主席像!或戏剧或

剧照年画!找人写上几副大红对联!这个年便

过得像模像样了$ 所以!集市上这几个地方人

特别多$但是!我们小孩子最关心的不是这些$

男孩子关心的是烧饼摊& 鞭炮摊以及连环画

摊$女孩子关心的是花&红头绳&花布$那时!要

是能吃上一个沾满芝麻粒粒的大烧饼!兜里揣

上两盘麦芒炮&两本连环画!够炫耀大半年的$

过去!赶年集不像现在!一个集啥都买齐

了$那时不行$一是集市上货物没有那么充足!

二来农村的冬天比较清闲!优哉游哉地多赶几

次年集!也是一种享受$所以!买的年货虽然不

多!但也要赶几个集才行$ 赶集上瘾的直到年

三十最后一个集才肯罢手$

现在赶集! 开着或骑着车一溜烟跑到集

上!大包小包使劲往上掂!鸡鸭鱼肉生猛海鲜&

新鲜蔬菜!应有尽有$ 几万头的全红浏阳鞭炮

透着喜庆!印制精美的对联透着吉祥$ 由于不

差钱!又有车辆!赶集方便快捷!一个集啥都买

全了$

不过我总觉得! 现在过年赶集就像吃快

餐!味儿越来越淡了$不知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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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运城

不经意间

我把你的回眸和微笑

丢失在匆匆的人生旅途上

我从未感知过你的眼泪和悲伤

只从你那里肆意获取

五彩斑斓的关爱和温暖

已如在沙滩上捡起的鹅卵石

我的感情原来那么纯真

不知是被阅历和生活的磨难

所媚惑

犹如收获阳光和月色般随意

感情使然

付出的感情不纯真

收获的一定不是感情

而是带着苦涩味道的情感

那被遗忘的感情角落

又在不经意间被回味

可又有谁在乎呢

相 思
一抹淡淡的

永挥不去的!!!思绪

儿时依稀记忆中的村口

那几棵挺拔的白杨树

在风中轻轻地倾诉

是你对我的思念

还是我对你的眷恋

我已走得太远太远

但那只是我的躯体

可我的灵魂却永远在你那里驻守

几时梦回

梦呓着父老乡亲的嘱托

还有儿时伙伴的笑语

几多梦醒

还是对你深深的留恋

及挥之不去的旧时容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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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不去的童年老家
!

何笑丘

!!!!!!

冬日的一天! 我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童年

老家$

曾经栽满鲜花的农家院落如今)屋'是人

非$ 土院墙倒了半边!陪屋已经坍塌!西屋和

堂屋亦一片荒凉$ 墙上的野草迎风摆着!好像

是在笑问)客'从何处来$ 眼前的它让我觉得

陌生$

儿时的童年老家!院子里&土墙边!都有

美丽的鲜花$ 除了冬季!每个季节都有花的芬

芳在院子里飘荡$ 这里也曾经是家禽家畜的

乐园%老母猪&鸽子&鸡!还有我自己喂养的小

狗$ 放学回家的时候!鸽子会在我头顶盘旋!

咕咕地叫着! 而小狗也会迫不及待地在路边

等着!因为怕人!并不在路上摇尾!而是早早

地躲在河边的草丛里!待熟悉的脚步声临近!

便会突然蹿出来摇着尾巴上蹿下跳地和我嬉

戏$ 于是!我便戏谑似地将书包和小板凳套在

它身上!吹着口哨欢快地回家$

童年欢乐的时光是和那些玩不够的游戏

分不开的$

每次和小伙伴们玩得昏天黑地! 才极不

情愿地在妈妈的呵斥下被拽回家$ 妈妈亲昵

的骂声是玩疯了乐不思蜀时最怕听到的!但

那又是肌肠辘辘时最美妙的歌声$

当然!我的童年并不只是玩耍和游戏!还

要做很多不太情愿的事 $ 那个年代是没有

面粉加工厂的!面粉由妈妈自己加工完成!工

具是一头毛驴和一盘石磨$ 这个工作在当时

算是个很)艰巨'的任务!程序很多$ 在磨面粉

的头一天晚上! 我和妈妈要去生产队 )问牲

口'! 那时的我并不十分理解问牲口的意义!

直到上中学后才明白问牲口就是看看牲口有

没有空的意思$ 牲口问好!第二天一大早我起

床去牵牲口$ 有时候!问到的是快牲口*马+!

牵来的却是慢牲口*牛+$ 每遇到这种情况!善

良的妈妈并不责怪!只是理解地报以微笑$ 她

知道队里的生产耽误不得$

我在妈妈一个个小故事的陪伴下! 看着

白白的红薯干被石磨一遍遍地挤压! 变成细

细的面粉$ 工作完成后! 妈妈会亲切且严肃

地叫着我的小名%)小蛋儿! 快把牲口送到生

产队去! 别耽误了明天的生产! 千万要记得

在路上-土垃窝.里叫它打个滚儿$'当时 我并

不知道为什么要叫牲口打滚儿! 只是对妈妈

的嘱咐不敢忘罢了$ 于是! 看到路上有很多

土 ! 我便认定这就是妈妈说的)土垃窝'啦!

牵着牲口在原地转上几圈!口里吆喝着)卧&

卧//'!它便听话地在地上努力翻腾起来$

把缰绳交到期盼多时的饲养员手里!饲

养员会仔细地检查牲口身上打过滚儿的痕

迹!确认后便会摸着我的头给予夸奖$ 然而!

我并不是十分乐意去完成这项任务! 原因是

害怕牲口在路上因想念它的孩子! 兴奋地跑

起来!这时我便会不知所措!但手里的缰绳是

不敢丢的!只能窘迫地跟在它后面跑!往往会

吓得小脸红红的$ 这个秘密至今我没有告诉

过妈妈! 然而为了生活的需要并减轻妈妈的

负担! 我还得 "心甘情愿' 地去完成这个任

务$

童年的欢乐已不知咔的一声停在了哪一

天!成人的日子里再也没有了无忧无虑!儿时

快乐的画面时时像电影一样在脑海里回放!

它永远是我记忆中的珍品! 它赋予我一颗未

泯的童心0

童年老家是我的根! 不管社会的发展将

它改变得多么美好! 也不管我在外面漂泊多

久!内心深处都会有这个根存在$ 然而!等我

真的赶回去寻找那些久违的欢乐时光时!却

又发现眼前的童年老家已不是我记忆中的那

一个了$

记忆里的童年老家我永远回不去! 就像

我再也回不到快乐的童年一样$

散文诗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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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猛仁

午夜
万籁无声$

间或有一两声鸟鸣! 在深邃的幽暗中渐

次传递$

是河水的微波在荡漾! 还是夜色中不安

分的小鸟在蠢蠢欲动,

我在沙河南岸独自徘徊$

静寂! 落寞! 恐惧$

沉睡的河水! 在雾气的氤氲中! 凝然不

动$

我从容地进入树林深处! 在一片的静谧

中我听到了温存的声音$

那是叶的低语$ 那是风的恋歌$ 那是夜

的呼吸$

这里有一种独特的恬宁! 能穿越时空!

走进内心$

无形的! 或者有形的( 有声的! 或者无

声的$

我们在频频交谈$

注目$ 品味$ 参照$

将自己一切已经奉献给了岁月! 奉献给

了时光$

那迷人的眼神! 那午夜泛起的雾一样的

迷! 早已经浑然一体$

莫非你又打马而来,

//

等
霞光已在山涧苏醒 ! 黑夜已在深谷延

伸$

田野空寞& 迷$

新的一天! 又要在云雀的飞翔中! 在美

的幻化中! 提前到来$

这是正午时分$

河边有洗浴的牧羊女$

田野无声$

山谷有梦$

炎炎的夏日在天空翻腾$

我感到大地在呼吸 ! 我感到草原在跳

舞$

一切看似安宁! 一切似是图腾$

只有从远方飞来的一只黄莺! 不住地啼

鸣$

太阳已经落山$

晚霞像一股粉红色的暖流向四处泛滥$

行走的足步暂趋缓慢! 暮色在幽静的山

谷徘徊$

这是美丽的一天$

我已等了多年$

我想再一次见到你 ! 哪怕再等百年千

年$

这不仅仅是传说
月光深沉! 温柔$

我的生命! 如同这静夜中的雾霭! 朦胧

而且祥和$

这是我的爱$

河水慢慢地流淌着! 永远地流淌着$

我的生命! 有一部分已安躺在你的心坎

上了$

在这欢乐的时刻! 姑娘轻轻地走来$

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他的名字! 亲切地把

他召唤$

你以前去了哪里, 为何总是躲着我,

啊! 这情景多么富有神奇色彩0

周围有煦风拂面! 到处是美丽的花朵$

眼前的一切已给了他回答$

那返青的草原! 那迟开的花朵! 那河水

的欢快奔跑! 那长满了新芽的树木以及它们

充满生命的叶梢$ 还有! 在它们的上面! 那

恬静& 安谧& 快乐的天空//

如今! 日子在一天天过去$

一切缘于我痛苦的沉默$

我心中的爱人在哪里, 我梦中的薰衣草

在哪里, 因奇迹而被无限崇拜的天山脚下的

雪莲又在哪里,

这一切都已成为过眼烟云! 荡然无存$

有关她的传说! 却遗留在我心中//

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