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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刚过国庆节，10月 2日，一座叫后头坡的山，在我
呱呱坠地那天时添了生气。

我脚下的大地张开胸怀，挺起后头坡，像祖国的乳头，
透着母亲的体温，哺育着我。

有祖国触摸我的开始，世上任何美好的事物，想可能
因我而呈现。

几度枝繁叶茂，穿过秋枯春发，我迎来了五岁半的国
庆节，竟试着可以背动弟弟了。我把弟弟放在土坎上，土
坎是后头坡的土坎，我低身，将背对着山，就有手伶俐地搭
上来。我背的是弟弟，不是山，更不敢往祖国江山的缩影
方向想。可我知道，我在成长，我肩上的责任也在与日俱
增，不单是因为我有三个弟妹。

母亲有比山还高的山峰，它随便乜斜，我所属的现实
以传统文明，用一颗温润泥土，压在根茎，也就是压在本
质，轻轻一摁，我的生命注定有一次移栽，将我从“自我”移
栽到社会。有泥土的社会都有生命的存在，心气高的人自
称方家大儒，谦逊的人都是凡夫俗子的劳作。

在母亲的面授下，我学会了做家务和农活，砍柴、插
秧，割猪菜、挞谷子……特别是割猪菜最有趣。

有路连通我家与我家门前的田野，如果我家像针，路
就像线，缝纫大田小田，缝纫春种秋收，缝纫父母的勤劳和
希望……最终给我缝了个雨披。

在雨中割猪菜，那种感觉，用“诗情画意”太显浅薄。
庄子的《鲲鹏与斥鴳》，读过书的都知道，最精彩的鴳

雀讥笑鹏那段，其实何必讥笑，时空不同，功用也不同。我
的手也化作鴳雀，翱翔蓬篙之间，蓬篙带雨，惹人怜爱，没
有大人物与小人物之分，没有高贵志向与卑微理想之别，
追求生计，人人平等。

猪菜割满，沿背篼四周，我又塞又扎，分量增加，加上
背篼太大，老打我的“连二杆”，好似我每走一步，都在提醒
我，帮助做家务，就是在锻炼长大后服务祖国。

母亲见我猛乖，在国庆节，拉着我上街看了回电影。
是打仗的《南征北战》，当时，我不知道什么解放战争，电影
中的不少“后头坡”，无论南北，都是祖国的血肉，都在征战
之后，疯长我们的安居乐业。

母亲拉着我走出电影院，碰到熟人打招呼，扯着扯着
丢了我的手。我钻进人缝，犹如钻进后头坡的青冈林。我
过了搭在老电影院门前污水沟上的石板桥，我平生第一次

看到了电灯，那种惊奇，用现在学花哨了的文学笔法去形
容简直是一种亵渎。看见一个，又去找第二个，找到几颗
电灯后，母亲就找不到我了。她急成什么样子我不知道，
只知道找到我时她流下大颗大颗的泪水，很亮，亮得让我
产生爬上后头坡远望电影院未来的幻觉。

时下，电影院已经翻新好几次，从苏式建筑，到电影院
兼文化局办公楼，到地下开设商场，到改了菜场……

一如既往，母亲对我的懵懂总是采取理解、宽容……
没跟我计较，隔三岔五用包谷面面掺了米煮饭，任我们几
兄妹吃饱。母亲说：“吃长饭的时候，闪不得！”

说起吃的，我值得骄傲。老家小椿湾有梅花堰恩泽，
成了瓮安北大门的“鱼米之乡”，“粮食关”困难时期，掺点
包谷野菜等副粮也饿不死人。近些年，大部分田土都征
了，得到的补偿，我父母都买了养老保险，从 60岁月开始，
月月都有 2000多块钱领，用我母亲的话说：“有钱，哪样不
可以买来吃！”

我读到高中的时候，街上开始有“的确卡”的布料卖
了。不知是因为我学习成绩很好要鼓励我，或是因为父亲
做“副业”值得炫耀一下殷实，母亲在 1978年国庆节前夕
给我缝制了一件“的确卡”上衣。同时我被学校吸收为“毛
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我们到当时的太文小学去演出，新
衣服穿起精神就是要抻抖些，演出时发挥得不错，一首《红
星照我去战斗》唱得应山应水。“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
山两岸走……”这里的“巍巍青山”一定有“后头坡”的身
影，有我穿着“的确卡”的身影，“革命重担挑肩上”，无不步
履铿锵。

后来我考入一所师范院校，我开始懂得档次很高的道
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概念变得具体可感。记
得学校里组织了一个《我的理想》演讲会，我仗着有些口
才，上台作了题为《我为祖国献青春》的演讲，我从古讲到
今，从抗战讲到改革……结合自身实际，讲范仲淹写《岳阳
楼记》，替青春作答，表达他“先忧后乐”的思想；讲钱学森
的青春，以严谨和勤奋的科学态度，和淡泊名利诠释了一
个科学家的人格本质；讲艾青的青春，诗艺地塑造了“为什
么眼里常常噙着泪水，因为对脚下的土地爱得深沉”的伟
大情感……

讲得我热泪直流，想不到的是泪流里面，流来了岁月，
流来了精神。我的演讲话声未落，我渐长力气，拉伸雄鸡

版图的周长，在心底，将祖国的振兴拥抱得更紧。
我曾经爬上后头坡，看我的老家，看我的小家。老家

与小家有一条叫文峰路的路连着，宽泛地说，老家和小家
就住在马路对面。

如今老家由银盏公社的太平大队、银盏镇的太平村变
成了雍阳办事处文峰小区。老家向南走五里，就到花竹园
B区，我的小家就住在这里。花竹园是瓮安首批开发的土
地，靠文峰路一字排开，住着近两万人，医院、商场、超市、
学校、夜市、菜场一应俱全。已经城镇化的老家，与我的小
家已无更大区别。

见证我们近况的后头坡，小巧玲珑，可以飞到任何枝
头，接住纷至沓来的岁月。

因为一直坚持业余文学创作，最终，我调到文联，文学
创作从民间文学吸取营养，是我一贯的主张，我常常下到
乡村采风，正好在2019年国庆节之前，我下到珠藏采风，在
像后头坡一座小山坡脚下，我向一户人家讨水喝，主人听
说我是文联的，到乡间听山歌的，夫妻二人来了兴趣，“我
家爷爷爱唱山歌，他去玩去了，你等一下，他回来唱给你
听。”

爷爷 80多岁，身体很好，思维清晰，性格豪爽，我说明
来意，略微想一想就唱，唱了很多，特别是《十唱新时代》，
我问他歌词是谁写，他说，“不是写的，是我想的。”我摘录
于此：

“开歌一唱新时代/最先要唱饭和菜/过去肚皮亏不饱/
（今天是）绿色食品抬上来 /开歌二唱新时代/要唱出门脚
一抬/过去走的泥沙路/（如今是）飞机高铁比风快\开歌三
唱新时代/要唱全身穿和戴/过去只求能遮羞/（今天是）从
头到脚讲牌牌/开歌四唱新时代/要唱住房快节拍/过去矮
小又破败/（今天是）高楼座座云做盖/开歌五唱新时代/要
唱生活添风采/过去闲来打瞌睡/（今天是）娱乐旅游有安排
……”。

可惜我的嗓音不好，老人的山歌，我学不来，只好把我
听山歌的感受用文字写下来——在庆祝新中国成立 71周
年的日子里，我把情感深深地倾注到祖国的振兴与我个人
的命运上。如果世俗和浮云妨碍我的感恩，我就把世俗和
浮云装进祖国的日月，滚响我的晨昏，把辙印投到四季的
风播里，再轻轻地摇，摇出大河有水、小河才会不干；太阳
辉煌，星星才会闪光。像我的人生，因祖国而美好。

生活笔记生活笔记————

因祖国而美好
周雁翔

合上《愿全世界的花都好好地开》，我的心被爱和感动
一点一点填满，变得丰盈和充实。

书里写《绿》，有草原广阔的绿，有废弃百年院落的屋上
绣着的绿，有秦岭腹部榨出汁来的绿，有纳木错的湖泊丝带
般柔滑的绿……这些绿，生机勃勃，令人欣喜，仿佛你也置
身其中，被绿环抱，舍不得离开。

书里写《我想养一座山》，人走进山里去，满山的绿，深
深浅浅，搭配合宜。你的眼里、嘴里、鼻子里，无一不是青嫩
甜蜜。读着读着，我仿佛也走进了山里，闻到了花香草香，
心旷神怡。于是，想在这山间搭一个木屋，与花、与草、与蝶
为伴，听虫鸣鸟叫，听溪水淙淙……与大自然来一个亲密的
拥抱。

书里写《小鸟每天唱的歌都不一样》，不禁令我更加向
往起来；书里写《孩子和秋风》，孩子给肃杀的秋风镶上童话
的金边；书里写《寂寞的马戏》，人人都投以最饱满的热情，
单纯的乐，朴素的乐，全心全意的乐……我沉浸在这样的文
字中，欢喜不已，慢慢地，心里开出一朵花来。

（作者系都匀二小五（四）班 学生）

学生习作学生习作————

心里开出一朵花
许若汐

国庆出游，车行至福银高速
乾陵段，路的两旁，不时闪出一树
火红，在蓝天的幕布上，红得炫目
奔放。这个季节，什么花开得如
此招摇？从车窗望出去，只见一
团团火焰向车后奔去。车子进入
服务区时，专门停到一团“火焰”
前。

哦，原来是火炬树。
一片叶子，是一叶燃烧的火

苗，无数对称均匀、排成羽状的火
苗，汇成耀眼的火焰，张扬得蛮不
讲理。凝神之间，似乎听得见自
己的心跳。

在北方，秋天变红的树叶有
很多，但很少有这么红艳的。红
枫在北方的秋天里红得有些深
沉，还不如早春来得明艳。黄栌
的红色里会夹杂着黄色与褐色，
而火炬树的红色，是国旗的那种
正红，很应季应景的色彩，有着强
大的气场。

一棵树，是一团火，群植，是
烂漫红霞，也是一曲昂扬的交响
乐。

但这并非它取名的原因。9
月份成熟的果穗，上小下大，毛茸
茸、红彤彤的，远观如一把把火
炬。经久不落的小火炬，让冬日里看到它的一双双眼睛，惊
艳之后倍感温暖，这才是叫“火炬树”的缘由呢。

在我周围，火炬树是为数不多能让我欢喜让我忧的一种
植物。喜的是它的长相、色彩与活力，忧的，也还是它的活
力。

火炬树根的孽生能力，大到让人担心。我担心不知道哪
一天，一睁开眼睛，周围全是火炬树，而其他的千娇百媚，却
都不见了踪影。

你如果亲眼见到过表层土下，它那盘根错节的根系，看
见树干被砍后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地面的树苗，就会理解我的
担忧。

与大多数拥有上百年甚至上千年寿命的树木相比，火炬
树是典型的“短命树”，寿命大约是20年。但它却能在有限的
生命里，通过生生不息的根孽，来实现无限生长的目的。

老家在北美的火炬树，天生具备强大的自我保护能力，
它的分泌物以及树叶上密集的绒毛，令它“如虎添翼”，周围
的植物，只有受它排挤的份。火炬树来到中国后，没有了天
敌，也没有昆虫敢来碰它，所以，除过冬季，火炬树其他时候
都像服了兴奋剂一样雄心勃勃。

火炬树的生长速度到底有多快？有专家专门在北京调
查了火炬树的生长状况后，公布了一组数据：头年种下一棵
火炬树，第二年就能发展为10棵，5年后就会覆盖半径5米至
8米的所有土地；把挖出的火炬树根扔在地里，依然能够萌发
新苗；种植 5年左右的火炬树，根系能够穿透坚硬的护坡石
缝，柏油路在它的眼里，也不堪一击。

“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像飞翔在辽阔的天空，就像穿行
在无边的旷野，拥有挣脱一切的力量……”汪峰的《我想要怒
放的生命》，唱的，就是火炬树吗？

国际上对入侵物种扩散速率的定义是：每 3年扩散距离
超过3米。专家说火炬树在北京实际的扩散速率已超过了这
个值，达到每3年6.2米～7.5米。

因此，专家给出的结论是：火炬树是危害潜力最大的入
侵物种，种植火炬树就是引“火”烧身！

与其如此担忧，不如快刀斩乱麻。2013年 10月，北京叫
停了在市内种植火炬树。

但也有专家认为这样的定义，对火炬树不公平。
他们的理由也很充足：我国植物学家1959年从东欧引入

火炬树后，它的火焰，从北京逐渐燃烧至华北、华中、西北、东
北和西南20多个省(区)。半个世纪以来，这些用于荒山绿化
兼作盐碱荒地风景林的树种，尚未见有任何逃逸人工生态系
统而失去控制的案例发生，也未见任何有关其入侵性的报
道，因为本地物种经过漫长演化组成的植被环境，是很难被
破坏的；火炬树对阳光的依赖性大，当周围有其他大树后，它
会因缺少阳光而逐渐消亡。古运河风光带火炬树消失的原
因就在于此。30年前，在华北林业实验中心栽种的火炬树，
今日也已难觅踪影；火炬树在自然条件下，只靠根孽繁殖。
种子外面有一层保护膜，几乎不能直接萌发。人工播种前，
要用碱水揉搓掉种皮外红色的绒毛和种皮上的蜡质。然后
用 85℃热水浸烫 5分钟，捞出后混湿沙埋藏，置于 20℃室内
催芽……总之，这个过程很复杂，远远超出了火炬树种子自
己“动手”的能力。

因此，这拨专家说，火炬树如果人为控制得当，并不会对
生态造成危害，同时，火炬树顽强的生命力，正适合在本地植
物不能生长的地方，做先锋绿化植物。只要不是人有意识地
大面积栽植，火炬树不会大面积入侵；火炬树在我国还算不
上入侵种，说是潜在入侵种也有困难。它是值得推广的——
不要拒绝，可以应用。用其所长，避其所短。

忽然想到了一句俗语：“南方人把扁担立在地上，三天没
管它，扁担长成了树；北方人把小树种在高原上，三天没水
浇，小树变成了扁担。”

“是树还是扁担”的问题，和火炬树是“女汉子”还是“女
魔头”的问题一样，都取决于当地的环境条件和种植人的用
心程度。

目前看来，我身边生长的火炬树，外形妩媚，性格强悍，
依然是那个值得我喜欢的女汉子形象，“她”身上的毛病，目
前还处于人工可控范围之内。

多希望火炬树永远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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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祖国 周文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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