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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去哪儿呢？

我穿过马路，拉住小迪的手。她用一只手就可以指给

我她要去的地方，可她还是用上了两只。我拉住她那只

手，也随她舞动了起来。

那儿，那儿。小迪含混的嗓子，总像被充裕的唾沫松

散地塞满，发声的时候，唾沫就会弹蹦出来。

我没去擦落在脸上的唾沫。其实我有一只手是空着

的，是可以完成一个擦抹动作的。可我忍住没去擦。我觉

得小迪在盯着我。

那是个夏日早晨，阳光正一点点给夜凉了一宿的翰章

北大街，再次烤得炙热起来。那个时辰，我十二岁，眼前的

小迪十四岁。可我的十二岁是如此真实，她的十四岁却像

一场虚幻——小迪是个智障儿。她妈妈，也就是我的周大

娘，说小迪一辈子都会活在两三岁。

小迪是从马路对面，她家院子里，追赶我妹妹的身影

跑出来的。那两个灵巧身影转眼就跃上一面低矮的红墙，

平衡了两下，便飘进墙里的世界，跟那世界一起，神秘了起

来。

那真是个神秘的世界。红墙越是遮挡，神秘就越是在

墙后层层叠叠。它让人想探知究竟，它无法不让我希望靠

近并知晓究竟。那里每天早上都会把军号声吹落到百步

以外小迪家的院子里。这个院子连同前前后后的屋子，就

是我父亲开医院的地方，院门口挂着白底黑字的大牌子。

父亲在敦化的医院开了两年，我们姐妹三人的四个假期，

就完整地从吉林搭乘火车腾挪到此地。这个院子，在我们

第一次推门而入时，也曾掩映过无数未知和神秘。

妹妹说，那面红墙里都是军人。不是在小迪家院门口

看到的，排着队、连成片跑进墙里那片军绿色，是单个的、

会跟你说话、跟你笑还会教你打靶招式的军人。她的话给

我以联想。我恍若看见她在一个军号前，亲眼看着每天早

上那声音，正从铜制号角里挤挤挨挨地钻出来。她甚至能

伸手去触摸到那些正在往外钻的声音。她还举起那个军

号，比试着吹了几下。对了，你知道吗——妹妹又变身年

幼版说书人——军营里的太阳跟咱们在外面看到的都不

一样！太阳能掉进军营里，能直接趴在人身上！她说得双

目流光。

妹妹几番描绘，让我身体里那个名为“姐姐”的我，彻

底输给了对未知世界的朝思暮想。前一个我一直在阻止

她俩去翻墙，屡阻屡败。后一个我，终于让我在那个早晨，

追随她俩而来。没想到，先我一步来到的，竟然是小迪

——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也被陌生世界牢牢吸引，无法

抗拒的呢？

小迪比我高大很多，胖而虚弱。稍微活动，她脸上的

汗就会掺拌了嘴角的涎水，方向莫辨地往下淌。周大娘整

天用木制院门锁着她，为她锁出一个平安的世界。这个平

安的世界随着我和妹妹到来，开始不时有了缝隙。

在那个年龄，我还是小看了这条缝隙，也许我根本就

忽略了它。那对于我和妹妹、对于这院子里每一个健全人

都微不足道的缝隙，却几乎是小迪的天空之缝，是她世界

里的唯一裂口。小院子里只有这整齐的三排房子，几棵果

树，一个小茅厕。这些曾是小迪全部的世界。他父母和这

院子里的人，总是随手锁好院门，不让外面的世界窥伺到

平安世界里的小迪。我和妹妹来了，我们还没法做到大人

那样小心翼翼。我们吃睡在院子里，心却一天天被院外那

条宽宽的街、百步以外红墙围裹的军营填满。我们还很快

就知道，往北走，有能捉鱼的小北石河，对岸便是北山。小

迪的世界，要裂开一个多么巨大的口子，才能看到散布在

我和妹妹世界里的这些地方呢？

我没有什么东西能用来擦小迪下巴上淌着的液体。

我也没有勇气领着这样一个小迪走到军营大门前，跟那两

个正身直立、一身军绿的哨兵商量，让我和她不必翻墙，堂

而皇之地进去看一看。小迪扯着我的手，死死的，可她看

不到我的心。我也扯着小迪的手，轻轻的，我能看到自己

的心。

马路对面那个缝隙里终于又钻出一个人，周大娘那韵

致丰饶的身影嵌在了木门的背景之上。小迪，快回来！声

音跟身影一起匆忙而来。小迪，跟妈回去，这样跑出

来有多危险你知道吗？她的声音并不严厉，她的忧心

忡忡也无法在小迪那里得到回应。她还用她白皙修

长的手，擦着小迪下巴上的东西。小迪不撒开我的

手，终究还是没拗过她妈妈那双修长的手。

百步之外，木门的缝隙再度紧紧闭合。我一个人

站在军营红墙外，与我向往的神秘世界仅一面矮墙之

隔。我明明可以翻过去，投入它的怀抱。却又分明觉

得心里欠缺了一些什么，失落掉了一些什么。墙那边

的世界对我依然蛊惑，可短短一个清晨，墙这边的世

界却让我有了牵绊。这两个世界对于我，忽然有了复

杂莫辨的某种关系。在那个时刻，我完全不知道，这

种两个世界交织而成的复杂莫辨将由此开始，贯穿我

的整个人生。我只知道，小迪淌着涎水、总是微微张

开的嘴，她刚才说完“那儿、那儿”看着我的眼神，就是

一个两岁孩子。一个渴望被领入新世界的孩子。一

个在几分钟之前，被我悄悄嫌弃着的孩子。

三十余年后，我又来到敦化，临时落脚在敖东大

街上的某处。晚饭后，我像是突然梦醒一般——平行

毗邻的那条街，岂不就是翰章大街？

星朗月明，我独自离开敖东大街，顺着翰章大街

往北走。“那儿必定也有一座山，山下卧着一个小镇，

有一条道路绕过小镇，就像我们记忆中的那样。”我努

力回想着伍尔夫《夜行记》里的句子，同时也想极力摆

脱那种感觉。时间让我对一些事情有了经验。它让

我学会提醒自己，每次去往一个有过记忆的地方，最好不

要陷入思维的意识流。如果眼前简单得只是眼前，只是人

生初见，未尝不是件轻松的事。

夜色中的军营再度与我百步之遥。我记得它，我怎么

能够忘记它！尽管我的视力在夜晚格外模糊，可我的感觉

已经真切地触摸到它如今包满红墙的层层绿藤。

阳光漫泗过来，我和妹妹站在墙上平衡自己歪扭的身

体。墙里墙外的两个世界，让我们的心和身体一起，左右

晃动。我们俩不见了。站在那儿的是胖胖的小迪，她正站

在身后木门里的世界和门外我们的世界中间，兴奋、无措

而惶惑。她的生命没有因为一次次推开木门缝隙，偷偷出

走向院子外的世界，而结束在十八岁翰章大街上那场意

外。她像个两岁孩子一样想紧紧扯住我的手。我早已养

育过自己的孩子，我知道人的涎水并不是多么脏的东西。

我想伸出手去给她擦一擦，那照明的阳光却突然消失不

见。

我往四下里看，那扇会出缝隙的木门也早就不知所

踪。父亲的医院会开在天堂里吗？身后是一个单位的大

院子，凉秋月色里，阒寂无声。

军营就离我百步之遥。在许多年前，那曾经是两个世

界之间的距离。现在我知道，世界永远有两个，一个滞留

着人的身体，一个收留心灵。两个世界之间，是永远没有

尽头的百步之遥。我开始沿着原路往回走。明天，我就要

再次离开敦化。这一生里，我来这里几回，便会离开这里

几回。我是这儿的过客。自远处张望，小北石河水将够盛

下中秋的月亮。蛐蛐儿一声声低唱，又像是替谁捎着话。

我细听，那话果真就清晰起来。

“唯见江心秋月白”。蛐蛐儿复述着白居易捎来的话，

依旧语气轻轻。

百步之遥
□杨 逸

前些时日，出差经停成都，时间紧张，

只在双流机场停留了两个小时。凝望落地

窗外的巴蜀天空，心里不是滋味，到家了，

过家门而不入。给侄子发微信：“一直想再

有机会回祖籍拜祭长辈们，可是从双流机

场到自贡至少3小时，再到乡下又得2个小

时，前提还是高速上不能堵车，时间实在来

不及了。心里甚是遗憾。”侄子很快回信

儿：“姑姑莫遗憾，明年，成都到自贡高铁通

车，姑姑利用休年假时间回来，多住几天。”

成自宜（宜宾）高速铁路是京昆通道的

一部分，按时速350公里设计。通车后，成

都到自贡时间将缩短到1小时，到昆明只需

要3小时。

什么时候开始，如果不是自驾，我们连

高速公路都觉得不方便了？短途出行，更

认可高铁。这在几年前还不可想象，况且

几十年前。

19岁那年，第一次进川。先从长春坐

一宿硬座到北京，在北京停留一昼夜。白

天转了好几个景点，晚上住在地下室的小

旅馆内，那也是我第一次到首都。在北京

用自己和表哥的相机分别照了很多黑白照

片及一些彩色照片。前几天与朋友聊天中

偶然得知，现在除了几个特大城市，基本没

有冲洗彩色胶卷的机器了，只能在某宝上

找个别商家高价手洗。这又是一个没想

到。

到北京的第二天便坐硬座去成都。车

走了两天一宿，夜里就趴在小茶几的一角

睡觉，熬不住的男人们纷纷钻到座位底下，

铺张纸席地而眠。下车时脚肿得馒头一

般，穿不进鞋。不以为苦，兴奋异常。大家

都如此，甚至想都没想为什么不坐卧铺，那

么浪费，想想都是不对的。表哥当时已成

家立业，有孩子了，

还不是一样。

火车在第二天

攀爬秦岭，因会车在

一个小站停留了十

多分钟。车站名早

已忘记，两个小姑娘

的 模 样 却 依 稀 记

得。当时她们一直

站在车窗外，南方的

孩子普遍很小，看样

子她们只有六七岁，

穿着已不多见的花

格“更生布”衣服，都

背着跟自己身体差

不多高的大竹篓，挺

沉的，也许是苞谷吧。两个人始终与我对

视，红彤彤的脸蛋，眼神清澈愣怔，充满好

奇和羡慕。哦，香雪！想到了铁凝的小

说。我手头没有任何小食品，那时候出门

有饭吃就挺好了，没有这个准备。我想把

东北的名信片递过去，让她们知道山外还

有那么遥远的世界，始终没有勇气。火车

启动了，我探出头回望，眼里涌出泪花。

那天在双流机场，回忆起这个细节。

两个小香雪肯定早已儿女成双了：读书改

变命运？打工离开大山？抑或还留在家

乡？这些年秦岭旅游大热，如果当年的那

个小站靠近太白山或者商洛什么地方的景

区，她们的生活一定

会越来越好的。30

多年前就设有火车

站，应该是山区要

道。

我自己的堂兄，

多年来一直守着祖

坟，没有进城。曾经

在东北当兵的侄子

跟我们讲过一件事：

上世纪 70 年代末，

家 里 的 老 房 快 塌

了。四川地少人多，

农民甚苦，填饱几口

人的肚子都很难，哪

里有钱修房子？堂

兄堂嫂商量几夜，决定铤而走险，去宜宾

山区背木材回来。来回一趟需要八个昼

夜，背负无可想象的重量，吃着家里带的

干粮，风餐露宿，躲避野兽，躲避检查，昼

伏夜出，家里没有任何信息，能不能完好

回来都是未知数。那可是“石栈相连，西

来当鸟道，逆浪俯回川”的蜀道。有一次，

扛着200斤重木材、暗夜中行走的堂兄一

闪脚差点掉到悬崖下，幸亏他左手死死抓

住一棵小树，左右摇摆几下，稳住了身

体。饶是这样，咬紧牙没有甩掉肩上的木

头，心里想的是，除非掉下去摔死，决不能

空手回家！4年过去了，堂兄才盖起几间

土坯房。侄子说起这些事现在还会落泪：

“我当时太小不懂事啊，我爸为了修这个

房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平时给我们喝

的是稀粥，他和我妈只喝清汤，稀得人影

子都看得到，还要干农活！”

若干年后，当我第一次在祖籍见到堂

兄，握着他沟壑纵横满是老茧的双手，泪流

满面，怎能不想起山林里那些夜晚……

堂兄的房屋在几年前重新翻盖了，面

积蛮大的二层楼，太阳能、淋浴间、坐便、各

种家电一应俱全，虽然只有他们老两口。

中国农民对土地、对家舍的热爱一直不

变。落成后，堂兄在门前的坝子上大宴全

村，流水席摆了几十桌，菜品堆成小山。我

在老家亲友微信群里看到这些，和堂兄堂

嫂一样高兴。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已彻底成为过

往。天上陆地，朝发夕至很容易。早做计

划，机票可能比高铁票还便宜。我们所缺

乏的，只是时间罢了。等我们可以自由支

配的时候，去家乡住几个月会是常态。

老了，就回到祖籍吧，不再做一个失乡

者。找找自己的根，回望曾经的来路。

回

川
□
曾
红
雨

杨靖宇

请缨北上气恢弘，惨烈当年未了情。
血染山川因夜暗，苦熬岁月为天明。
初心已化丰碑永，壮志终酬大道平。
今日密营呼靖宇，回音疑似起雷声。

陈翰章

从戎投笔报炎黄，甘以青春为国殇。
勇冠前军轻弹雨，智惊虎帐演华章。
一腔血洒山河恸，九域歌悲日月长。
凭吊英魂安睡处，铭文读尚感铿锵。

王德泰

巍峨俯视警辽东，一片初心鉴始终。
百战英姿惊敌胆，千秋浩气贯长虹。
青春血染汤河壮，大业名垂禹甸雄。
今日不堪凭吊处，萧萧又见起西风。

曹亚范

苦旅巍然百战身，诚随靖宇统三军。
胸中韬略谋能远，骨里精忠品不群。
喋血长怀家国恨，横枪誓解庶黎贫。
寻来凭吊英雄冢，喜有新松已入云。

凭吊抗联四将军
□吴文昌

弹 琴

专注地弹琴
情节里的人在呈现还原
人琴化一
人琴忘我
那手指虔诚地
请出深刻的灵魂

小 湖

一个小湖安于山脚
不喧不躁
用清澈
装下蓝天白云

我慢慢走过
面对清澈
双手施礼
并献上一颗
朝觐之心

爱——写于地震中的一幅照片

时光停在这里了
那婴儿含着母亲的乳头
甜甜地吮着
母亲的身体在慢慢地凉去
她嘴角的笑意里
还存留着不尽的爱
风急急地吹着
仿佛要把这爱唤醒
……

纪念劳工

清明的雨滴
打湿了小路
打湿了我们的心情

劳工的白骨排列着
像一行行的文字
让阅读者的眼睛痛
在讲解员的陈述中
我们还原着情节

走出大门
灌满屈辱的双腿
走起来那样沉重
高大的纪念碑
压着这段历史
吹过的风发出悲声
此刻
夕阳静立不动
缅怀这里的亡灵

挚 爱

屋里还是那个摆设
房间还是原来那样干净

还是俩个人
只是他在相框里
看她忙忙碌碌
她想他的时候
就看一眼相框
然后心有灵犀
……

眼里人间［组诗］

□高森林

到达金江花海时，天空飘着霏霏细雨。冒着细雨快步

走进新月玫瑰园。园中的玫瑰虽非盛花期，但一眼望去，山

坡上却是一片紫红。紫红色的玫瑰花，在细雨中略显忧郁，

悄然散发着淡雅的香气。

坐在玫瑰园中的凉亭里，玫瑰花茶的幽香充盈在唇

间。用玫瑰花做的精致点心，甜美可口。热情好客的玫瑰

园女主人告诉说，玫瑰园中的紫红色复瓣玫瑰，是寒地玫

瑰。她说，这里地处长白山南麓，地理位置和气候极其适合

寒地玫瑰的生长。

早在十年前，她就在东来乡建起首个玫瑰

园，栽种寒地玫瑰 120 亩，年产玫瑰鲜花 30

吨。金厂镇夹皮村一组，还有一个占地300亩

的玫瑰园，栽植寒地玫瑰260亩，等到2020年将

达到丰花期，届时玫瑰花的年产量将达到70

吨。

眼前铺在山坡上的玫瑰园，占地 150亩，

其中玫瑰种植80亩，年产玫瑰花20吨。园区经营玫瑰采

摘、会议服务，还有帐篷场地租赁等项目。

不远处，紫红色的花海间，几顶白色的大帐篷，在细雨

中沉默不语，却让玫瑰园显得更加宁静而浪漫。

以我的浅见，寒地玫瑰只是供人观赏，做花茶花菜和食

品，抑或供酿酒、烘焙等作添加物。当一路芳香间，走过玫

瑰园中的牧心谷，来到玫瑰花加工车间，方知世间有一种从

玫瑰花中提取的物质，叫玫瑰精油。

加工车间里异常洁净。机器正在处理先前采摘的新鲜

玫瑰花。紫红色的玫瑰花瓣，异常鲜艳地铺展在传送带上，

犹如一匹耀眼夺目的锦缎。空气中的花香，似乎已近饱和

状态，令人沉醉不已。

玫瑰园女主人介绍说，从紫红色花瓣中提取的玫瑰精

油，芳香四溢，有理气、调节内分泌、改善五脏微循环的作

用。其丰富的多酚类和黄酮类物质，具有抗氧化、降血糖、

改善肌体免疫力的功效；且富含蛋白质、脂肪、多种氨基酸

及维生素A、B、C，其中维生素C的含量是苹果的700多倍，

由此，寒地玫瑰极具药用养生价值。而玫瑰精油所具有的

SOD样活性，能有效清除自由基和色素沉着，由其精制成的

化妆品，堪称化妆品中的极品。

寒地玫瑰如此神奇，怎能不叫人刮目相看。再想园中

那些艳丽芬芳的花朵，愈加美丽动人。这时玫瑰园女主人

说，园中有棵玫瑰花王。我立刻前去一睹花王的芳容。

被誉为花王的玫瑰，生长在玫瑰园靠上的位置。玫瑰

园女主人说，园子里栽种上玫瑰后，没给这丛玫瑰特别关

照，而它天生就比园中的其它玫瑰长得高，也茂盛得多。因

为非盛花期，花王开的花不算多，而每朵花，都比一般的玫

瑰花大，也更加艳丽芬芳。沾着雨水的紫红色花瓣，非常厚

实，相互紧紧簇拥在一起。每一朵紫红色的花，都给人一种

沉甸甸的感觉。

玫瑰园女主人说，花王盛开时，一下能开花上百朵。

那是怎样一幅壮观景象啊。我不禁俯身，闻了闻花

香。望着紫红色的硕大花朵，我想，这样一朵硕大的花，玫

瑰精油的含量，要比其它玫瑰花的含量，高一些吧？

站在婆娑的花王前，玫瑰园女主人说，每年 6月是

玫瑰的盛开期。当花王的枝头缀满百朵紫红色的艳丽

花朵时，会举行仪式，让人们观赏花王最美丽的容颜，

让人们，尤其年轻人，在一大丛美丽的花朵面前，在浓

郁的芬芳间，体验生活的美好，以及对美好未来的无限

向往。

刹那间，我仿佛看到，一对情侣手挽着手，

站在盛开的花王前，紫红的玫瑰花映红了他们

幸福甜美的笑容。

以电商平台、淘宝店、外省代理商及设在长

白山万达度假区的专卖店为渠道，紫红色的玫

瑰花及其深加工产品，正源源不断地散播向全

国各地。这样一份有益于人们身心健康的蓬勃

事业，怎能不叫人欢欣鼓舞？对于玫瑰园女主人，无疑备感

骄傲吧？

早先在德国，宴会厅、会议室及酒店餐厅，天花板上常

画有或刻有玫瑰花，以提醒亲临者，要保守玫瑰花下的秘

密。因而在西方，玫瑰被誉为沉默之神。祖国的青山绿水

不言，生活在其间的人们，比如玫瑰园女主人，始终奋斗不

息，都在为建设美丽家园而默默奉献。

我多么想把花王开出的最美丽的玫瑰花，在祖国70华

诞到来之际，奉献给我们伟大的祖国啊。祖国日益繁荣强

盛，身为她的孩子，我们是多么骄傲而自豪！

祝福您，我亲爱的祖国！

最美的玫瑰
□王旗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