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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嚓”、“嚓”，声音不大，但十分刺耳，像划在心头一样，仔

细听听似乎又被风吹断了。车窗外的风很大，伤了什么东西

了吧，我把目光收回来，继续聚焦在书页上。今天是休息日，

说是陪爱人和孩子到街里逛一逛，但还是放不下手中的书，

固执地留在车里了，借口是怕妨碍交通，随时可以挪一挪

车。今天是个少有的好天气，早晨从家中的西窗望去，不仅

可以准确地读出大街深处平时模模糊糊的那24字标语，还能

清楚地眺望到几十公里外西山那卧龙般的山形。车窗外那

晶体的高楼不失时机地在阳光下炫耀自己的瑰丽，让人目

眩；各类门楣、广告也都争先恐后跟紧你的目光，展示自己的

魅力。正是“倒春寒”，刚刚从寒冷的冬季走出来的人们，对

北风这个冷酷无情的老朋友，今天都从心底涌出一股股浓浓

的热流，是这个老朋友把多日盘踞在大街小巷的那些魍魉一

样的“霾”给驱除了，送来了一个好心情！我们的国家正在采

取措施惩治“霾”了，那么，还有没有这样那样的“霾”我们还

没有感知和认识呢？我在想。“嚓啦”、“嚓啦”，先前那折断的

叫声又响起来了，更刺耳了。啊，从车前的不远处，分明是爬

过一个人来，不，应该是挪过来的。不时有人侧目、驻足，偶

尔投下点什么，肯定是个乞讨的人了，我猜想。越来越看得

清楚了，这是一个伏地爬行的孩子，裹着一件深色的大衣，拖

着一个铁皮盒子。这孩子爬几步便停下来，甩一甩遮蔽了眼

睛的头发，注视着来来往往的行人，有的人停下了脚步，有的

人则加快了脚步。我数了几张十元的纸币，戴上很少戴的棒

球帽，跳下车去，风“呼呼”鼓起了我的裤腿和衣襟。铁皮盒

子的嘶叫停下了，爬行的孩子卧在我的脚下，深蓝色的棉大

衣上沾满了灰土，几处破洞大口吐出棉絮。一条打了几个结

的纤维带，一头牵着铁皮盒子，另一头套在孩子的脖子上。

是谁为这个孩子挑选的铁皮盒子？有一定的面积，不至于拖

到；有一定的深度，纸币不会被风旋出；也不重，但嘶叫声沙

哑惊人。这时，我把目光向周边的街头巷尾扫去，有没有什

么躲躲闪闪的人在向这里窥视、张望？！去年在建设宾馆门

前，一对“母女”说钱包被掏了，请我们给买两盒方便面充

饥。十多岁的“女儿”“叔叔、叔叔”地叫着，同事小曹为之慷

慨解囊。半个小时后，我一个人从宾馆出来，“母女”俩又从

墙角的阴影里闪出来，以不变的方式求助了。我正在辨认的

时候，小曹赶过来急促地说：“等等！”“母女”俩见状快步跑

开，消失在夜色里。前几天本市的电视台刚刚报导过，一名

假装残疾的男子被警察查获，他与同伙把一条地铁线划为自

己的“领地”，组织团伙骗乞，严重扰乱了社会治安，欺骗了人

们的善心。这时，一阵风吹来，把孩子没有裹紧的大衣掀起

来，露出了失去了脚的小腿，小腿的裤管是挽起的，紫红的腿

上结满了厚厚的紫黑的痂。这时，孩子缓缓抬起头，用力甩

了甩毡片一样的头发，这是个十多岁的小女孩，一双似乎十

分熟悉的微陷的大眼睛“扑闪扑闪”地望着你，透出渴望，渴

望着“希望”。我的心一阵刺痛！这时我注意到，有的人停下

来，翻动衣袋或钱包；也有的衣冠楚楚，睥睨一眼走开了。我

把那薄薄的几张纸币放到半瘪的铁皮盒子里，赶紧转过身

来。我想，无论什么情况，无论有多少假象，我们都不应该关

上善良这扇门，不可改变善良的一颗心。

铁皮盒子迟迟没有叫了，也许是孩子累了，也许是在那里

期待着。她不能在这凛冽的寒风中爬行下去了，她不应该在这

般繁华的大都市爬行下去了！那么，她的亲人呢？那么，她所

在的村镇或街道呢？以及这里周边相应的社会组织和人员

呢？我未曾研究过社会学，是哪项功能弱化或缺失了呢？是哪

个部门或组织失职了呢？造成一桩桩螫刺心灵的现象不断发

生呢？我是国有企业的一名负责人，我们的企业是不能让一个

职工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不能让一个职工子女上不起学、

不能让一个职工看不起病的，我们的社会怎么能想象一个残疾

的孩子流落街头乞讨呢？看看有的富起来的人们奢侈的生活、

冷漠的心态、猥琐的行为，能让人平静吗？有的不敬苍生敬鬼

神，在有的“地方”一掷千金，“许愿”“还愿”，对贫困百姓却不屑

一顾。至于那些“男神”“女神”的游戏活动，最好不要到贫困地

方去，你们可能没有受到“再教育”，社会却受到了再伤害！畸

形的发展必然收获畸形的果实啊！要从社会功能方面来解决

社会全面发展问题，而不是几句空洞的文字、口号。

“嚓啦”“嚓啦”，尖厉的叫声打破了我的沉思，是残疾女

孩逆着寒风挪过车身……我能为这个残疾孩子做点什么

呢？是把孩子送到收容所或什么部门，还是去找一找警察？

不能让一个残疾的小女孩在冰冷的街道上没有终点地爬下

去了……那又会是一

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也许一会儿就有人来

了，我在心中安慰孩

子 ，也 是 在 安 慰 自

己。我又希望有更多

的人在这晴朗的天气

里有晴朗的好心情，

涌出更多的热流，来

温暖这个可怜的孩

子。我真的希望旁边

或远处，那缺失慈爱或

有难言之隐的父亲或

母亲在等待着他们的

女儿，哪有不疼爱自己

骨肉的父亲母亲呢？

想到这里，我再次跳下

车，追上喘息着呻吟着

的铁皮盒子。听到我

急促的脚步声，女孩停

下来，两手撑地慢慢仰

起头，甩开头发，应该

是认出我来，突然她用

力地摆摆头，然后快速

俯下身去，快速爬起

来，铁皮盒子凄惨地叫

起来。这时我的泪水

再也止不住了，这是一

个多么了不起的孩子

啊，在如此悲惨的境况

下，还坚守着心灵深处

的那份“不应该”！

我 又 回 到 汽 车

里，那“嚓、嚓”的声音

还在耳边惊叫，叫声

似乎越来越大，像雷

一样在轰鸣，在轰鸣

中，高楼为之颤抖，大

地为之惊悸……

铁皮盒子的叫声
□梁 君

陈陈 华华 作作

韦学东韦学东 题题

上世纪八十年代，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一段特殊时光，那

“天也新，地也新，春光多明媚”，尤其是纯朴的民风，简单的人际关系，

使人留恋，让人向往。

别的不提，就拿青年人结婚随礼来说吧，当年的风习就与当下不

可同日而语。

那时，结婚随礼，或叫随份子，人们绝对是出于真情实意，君子之

交淡如水式的，以纪念性、象征性为原则，能够表达祝福心意即可，精

神经济都无负担。不像现在，礼越送越大，礼金越多越好，人们互相攀

比着，争先恐后着。而所随之礼，皆以“孔方兄”为当仁不让之首选，百

元拿不出手，五百元小意思，千元万元才够朋友。更为出格者，有的借

机行贿，有的借机敛财。如此，原本很富人情味的随份子彻底变了味，

抑或成了沉重负担，以致人人谈礼色变，苦不堪言。

八十年代的婚礼，确是移风易俗，喜事新办。或旅行结婚，或举办

一个简单的仪式，有的连仪式也没有，两个人行李往一块一搬，第二天

向同事宣布一声、发点喜糖，完事。就是操办婚礼，也是以喜庆为原

则，办喜事不仅当事人喜，亲朋故旧都跟着喜，那才是货真价实的喜

事，其与当下婚礼的比阔斗富敛财大异其趣。

记得我结婚的时候，正值1985年。当时我大学毕业不久，正在一

个县里的宣传部工作，我是部里最年轻的，是真正的宣传部新来的年

轻人。婚礼那天，部里的老同志为了表达祝福，每人凑了两元钱，由办

公室的赵姐去商店选购了一些生活用品，有搪瓷脸盆、暖水瓶、茶具、

饭锅，这些东西用大红纸精心包好，上面写上祝福的话，送到我的新

房，并放在较显眼的位置，温馨，喜庆，我十分喜欢和满意。这些饱含

深情的结婚礼物，后来伴我到省城，一直用了十多

年，直到不能用了才更换掉。他们的这份心意历经

三十多年，至今想起，我仍很感动，且是永志难忘。

在我的婚礼上，还有一件礼物是我最喜爱的，

三十年了，至今我还把它保留在家中，放在我的卧室显眼之处。这件珍贵礼

物是我的大学同学刘新风、侯明夫妇当年送我的。那是一件工艺品，用木头

雕制而成的卡通人物——一对新婚燕尔小夫妻的半身像，新郎西装礼帽，新

娘身披婚纱，双双并肩而坐，亦庄亦谐，相得益彰，象征着小两口相亲相爱，

白头偕老。这样的礼物，论价钱，当年也不过几块钱，但论价值，却是千金难

买，因为情义无价，它承载着我亲如兄妹的新风夫妇那一片深情厚谊！

那时表达祝福心意，多采用送物。人们选择结婚礼物，既认真又不事

奢华，以喜庆、实用、有纪念意义为主。小到一把暖瓶，一对枕巾，一个床

单，大到一套洗漱用具，一套茶具，一件工艺品。真的是礼轻情重，礼少情

真，像一支支绽放的玫瑰，让受礼者感到温馨如愿，而送礼者更是心满意

安，手留余香。

用礼金表达新婚祝福，在当年还占少数。结婚随礼送钱，而且越送数额

越大，互为攀比，那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事了。

记得八十年代初，我大学同学严涛和刘凡结婚，办喜事时没有张罗，过

后我听说了，非让他补上喜酒，那天，在他们新家一阵痛饮后，临别时我掏出

20块钱，作为贺礼。当时的20元钱可谓大礼，因为我的月工资才56元。不

想，这俩新婚同学说什么也不收，双方急头掰脸，推扯了好半天，弄得我满头

是汗，最后拗不过他们二人，只好作罢。应该说，给我同学随这个礼，我是诚

心诚意的，没有半点的虚情和勉强，他们是我大学四年的同窗，尤其新郎严

涛是我同寝的老大哥，四年来我们朝夕相处，感情甚笃。钱是送不出去了，

但这个情我一定要表达，于是第二天我特意去市工艺美术商店，精心挑选了

一件玻璃镶嵌的艺术雕刻画，花了不到20元将其买下，径直送给我的同学，

这次他俩笑纳不拒，我心方安矣。可见，那时的人们就是这样重情不重钱！

还有一个随礼的故事，很有趣。当年我大学同学刘亚平即将结婚，接到

通知后，我们几个在长春的同学便提前张罗买礼物，大家跑了几家商店，却

一时不知买啥为好，最后商量来商量去，一致决定，买一座漂亮的挂钟相送，

那意义明确不过，就是祝愿亚平的爱情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当天，亚平

接此贺礼后，十分喜欢，连声称谢，当天就把它挂在新房墙上。就是这样一

个单纯美好的动机，有人却提出了质疑，说送礼最好不要送钟，因送钟与“送

终”谐音，不吉利。闻及此，我们惊异之余不禁面面相觑。作为刚刚走出校

门的我们，当时清纯至极，透明至极，哪会有那么多心眼？心里有的只是对

同学喜事的真诚祝福，罔顾其他。这个从善良愿望出发而弄巧成拙的故事，

却也不失一段趣话、佳话。

唉！往事不堪回首，再回首，泪眼朦胧……岁月不居，人心不古。那些

年，那些个正气清风，那些个古道热肠，那些个温馨玫瑰，今后还会再有吗？

那
些
年
温
馨
的
玫
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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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靖宇

1940年2月23日
长白山的密林深处
一颗罪恶的子弹
击倒了一个永不屈服的身躯
从此 这里的历史变得残酷而美丽
你35岁的生命之光
照亮的不只是自己的天空
还有我的灵魂和信仰

年年春天
我们都来仰望 仰望
中国不屈的头颅
以便使我们和我们的子孙
在历史的更迭中
都能昂起头颅
挺直我们民族的脊梁

75年的历史云烟
早已漂白了所有的语言
我只能将心灵清洗干净
虔诚地把你请进我内心的城池
向我的精神图腾顶礼
今天这些诗句
虽然苍白
却是一个来自靖宇家乡的军人
在想你时的自言自语……

赵一曼

让我骄傲地称呼你一声 战友
茫茫雪海中的战友
匍匐在历史烟云中的战友
1935年寒冷的冬天来了

你心中的火越烧越旺
依靠着铺天盖地的大雪
依靠着饥饿 寒冷
依靠着锋利的岩石
苍茫的林海 疾速的大风
在珠河（今尚志）停息下来
脚步重重压在我的胸口
这是多么雄浑的背景
它们从来都没有沉默
此时此刻你们的枪声
正激战在北满地区
你们射向侵略者的子弹
不停地在响起 响起

当我们穿越时空 目视你的伤口
你凝固的热血 不屈的身心
你的骨头闪放出一束耀眼的光亮
照进了我的灵魂
东洋鬼子的马鞭 钢针 烙铁还停留在你的身体上
你微笑着吟诵：未惜头颅新故国 甘将热血沃中华
我的亲人 我31岁的妹妹
你和祖国一同咬紧牙关 一同耸立起民族尊严
而今天望着你一字一字
写给宁儿的遗书 我哭了
我知道 母爱静静地流入了这片浸透血泪的热土
我知道 你已预见红太阳必将在东方升起
你坚信泱泱中国
必将插遍猎猎红旗

历经了70多个风雨春秋
你铿锵的脚步
早已踏出了一个个高亢的音符
在你身后组成泣血的颂歌
被历史一遍遍诉说
那飘落满地的桃花
血色般殷红

浸透的都是亮晶晶的真理
都是共产党人的宣言……

八女投江

让我们一步步攀登高远的河床
攀登滚烫的热血
来到1938年10月祖国北方的天空下
来到树木的根须 泥土的怀抱
来到耸立的雕像
一朵一朵浪花的光芒与誓言
其实春天离你们很近了
就在你们牺牲的那个冬天之后
紧接着就是春暖花开
可你们甚至来不及回眸
就义无反顾地投进了一个冰冷的世界

乌斯浑河灵魂的巨浪
轰隆隆的滚过头顶
我知道那是谁的阵地
那是谁心跳的强音
美丽而壮烈的壁垒
以冷云为首的八名抗联女战士
坚定地扣动着正义的扳机
让生命像子弹一样射出枪膛

我常常想 如果你们年经的生命
今天走在繁华的牡丹江 哈尔滨
也一定穿着五彩的裙裾
追逐着相拥着
是一群美丽的白天鹅
可你们毕竟是啼尽最后一滴血的子规
你们一生的歌唱 最动听的
是这悲壮一跳洋溢的正义之歌

就这样走过抗联女战士的营地
走进最深沉的怀想
我看见高过天际的波涛
一浪浪涌起岁月的堑壕
越过侵略者滴血的刺刀
滴血的枪声 寒彻的大水
一路浩荡一路浩荡
透过清澈的江水
冷云和她的姐妹们
在十月的天空下微笑

黑 水 长 歌 [ 组 诗 ]

——写自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

□徐晓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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