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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我总会想起姥姥，想起和姥姥在一起度过的的那
些有趣而美好的时光。

姥姥早年守寡，是个身高不足一米五的小脚老太太，但
就是靠她那副瘦小的身板，养活了母亲及舅舅五个孩子。

俺家兄弟姊妹五个，家里缺少劳力，姐姐仅读过一年小
学便辍学劳动。姐姐里里外外都是把好手，上山砍柴，下地
锄草，烧火做饭，样样在行。或许就是这个原因，只要姥姥
在俺家，每到吃饭时，姥姥总是把好吃的多夹一些给姐姐，
口中还说：“姐姐累，应该多吃，上学不干活，吃了也瞎。”姥

姥心疼姐姐，对我们这样好吃懒做的毛头小子是百看不顺
眼。在姥姥眼里，能为家做贡献的，就是好样的。

转眼几年，我也长成一个青壮少年，虽然不用辍学劳
动，春耕秋种，也能推起小车下地运肥。吃饭时，我也享受
到了姥姥对我的“特殊”照顾：“哥哥推粪累，吃好了有劲，你
们不干活少吃点。”这是姥姥对我的弟弟妹妹说的话。

俺家与姥姥家相隔五里地，中间隔着一座水库。每年
姥姥都要过几趟闺女家，自从我能推起小车下地运肥，接送
姥姥的任务就落到我的身上。

接姥姥的一路是最美好的。坐在独轮车上的姥姥，兴
致很高，频频夸我如何有劲，讲着当前和一些远古的事，听
得我似懂非懂。路上，要经过一个坡度很高的堤坝，每回，
我都要在坡下停歇，尔后一鼓作气将姥姥推上堤坝。有一
次，当我脸红脖子粗地将姥姥推上堤坝长坡，姥姥回身笑着
说：“这回轻快吗？”

我不解。姥姥说：“我一直给你使劲来着。”姥姥边说边
示范。

我哑然失笑了。原来在我推着姥姥上长坡时，姥姥一
直用她的小脚狠狠的蹬着独轮车的前档，难怪上坡时姥姥
和我一样“吭哧吭哧”喘气。

我跟姥姥解释：你这样一点帮不了我，相反，由于你在
车上乱动，反而增加了我的压力。姥姥听得将信将疑。但
每回接送姥姥上堤坝长坡时，姥姥还是不由自主地用脚蹬
起独轮车前档。

生活尽管充满了磨难，但姥姥却长命百岁。在姥姥一
百零一岁的时候，还是躺倒了。临终前，姥姥非要见我一
面。我得知消息，立马赶到。原来，姥姥一辈子怕热，说什
么也不愿死后火化，尽管舅舅、母亲信誓旦旦的保证，但姥
姥就是不相信，非要听我这个在外当干部的外甥的一句话。

我拉着姥姥的手说：“姥姥，我给您选块风水宝地，咱绝
不火化！”

听着，姥姥欣慰地笑了。少顷，姥姥又示意我将耳朵附
过去，我听到姥姥轻声说：“你是国家干部，不能让你犯错
误，还是听上级的话吧！”姥姥就这样微笑着走了。

光阴荏苒，转眼许多年过去，但姥姥临终的话，却时时
激励着我努力向前，矫正着我的人生坐标。

追念姥姥
魏益君

编 者 按

清明是农历的二十四节气之一，乃我们中国一个非
常古老而重要的节日，也是二十四节气中唯一演变成节
日的节气。

作为二十四节气的清明，乃天清地明之意。进入这
个时节，天气渐暖，雨量增多，“三候”体现了大自然的盎
然春意。清明二字本身就饱含了气候温和，草木萌动，所
有的动植物迸发出了积极向上的活力的意蕴，因此能给
人以清新、明朗、欣欣向荣的感觉。

而作为节日的清明，则蕴含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内
涵。每逢清明节这天，人们会自发开展扫墓、插柳、踏青、

赏花、拔河、放风筝、荡秋千等丰富多彩的民间活动。其
中扫墓俗称上坟，按照旧俗，扫墓时人们要带着酒食、果
品、纸钱等物品，供奉在亲人墓前，焚烧纸钱，叩头行礼祭
拜；然后折几枝嫩绿的新枝插在坟上，为坟墓添加新土
……

关于清明节的习俗，杜牧的这首千古绝唱最为妇孺
皆知：“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
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寥寥数语，便把人们在清明时
人们因缅怀亲人、思念故旧而陷入悲伤迷乱的情绪，表达
得淋漓尽致。像“路上行人欲断魂”这样的历史画面，千
百年来已演变成了每一位中华儿女挥之不去的心灵密
码，是每当清明时就要冒出来的共同记忆与情感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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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春天，我的记忆就会被透芽的强劲拱破，仿佛嫩
香的春泥，举起新绿的旗帜，号召那些亲切的身影，其中
最为逼目的是“普希金”。

此 “普希金”非彼“普希金”。
彼“普希金”叫“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

金，此“普希金”叫龙治水。两个“普希金”虽说身处不
同时代，对我的影响也有不同，但他们都是我敬佩的诗人。

那是1995年3月14日早上，刚上班，我正在校对创刊
号的《都匀晚报》，接到电话，“治水走了，在州医院，你
赶紧过来。”

我赶到时，治水已被一块白布裹着，正准备抬到设在
不远处的灵堂。我赶紧搭手抬住了头部，与另外 3人各扯
了白布一角，从州医院到把治水放进冰棺，我们一路步行。

带着常有的神情，治水在一层透明棺盖那边，静静地
躺着。谁能想象，就是眼前这个人，他是我一生中难得的
良师益友。他曾以鲜活的诗句、以及爱和善良，一次又一
次地打动我。

那时我在瓮安中学，一边教书一边写诗。我一首《葫
芦》在《星星》诗刊获了新诗大赛优秀奖，治水拿着一本
印有我获奖诗作的 1988年 6月的《星星》诗刊，到瓮安中
学来找我，说是能把诗写上《星星》，我是瓮安第一人。治
水找到我时，我正在上课，在E字型布局的教学楼中间、
一幢两屋教学楼的一楼上课，当时我是初一（2）班的班主
任，记得在讲朱自清的《春》，治水给我带来了春的消息。

治水说他在操场上等我，要和我吹吹写诗。那时瓮安
爱好文学的人稀有得很，更不要说写诗的啦，治水觉得与
我相见恨晚，一等两个多小时，我才放学，他叫上我直接
到了他家，饭菜摆了一桌。他的爱人微笑着让我坐下，经
治水介绍，我认识了他的儿子，还有两个住在他家读书的
侄子。那时我只有 50 块零 5 角的工资，生活是无法奢华
的，在治水家吃的第一顿饭，也是我毕业分配到学校教书
以来最丰盛的一顿饭。从此以后，治水常常叫我到他家吃
饭，在饭前他会问起我写没写东西，也会拿出他发表作品
的样刊样报来，朗诵他的作品给我听。

因为诗歌的粘合，我们走得越来越近。治水当时任县
委常委、宣传部长，但他没有官架子，倒是诗意十足，率
性平和，真挚善良，激情细腻，可信可亲。

治水那时常出差参加笔会，到黄山、赴广州、走花
溪，每次回来，他都先到我的宿舍，与我描述参加笔会的
情况，不时富有哲理的感叹，不时孩子般的欢笑，不时从
板凳上挪下蹲到地上，然后让我随便弄点吃的，继续吹。
到了冬天，我一个单身老师，经常不生火，而像当学生时
一样捂在被窝里取暖，治水也把脚捂到被子里，与我抵足
而谈。

如此再三，可惹恼了他的爱妻。一次治水从北戴河参
加作家班学习回来，照样奔我宿舍，一吹几小时，刚抬起
面条，治水爱妻就进了门，她尽量脸上挂笑，看得出，挂
得特辛苦。她说，你这样子怕是要把户口迁过来呀，来了
也不先回家……

哪时我爱喝酒，醉的频率相当高。一次，和几个乡间
文友喝高了，在宿舍后的体育场里狂奔，淘汰了一个个酒
友，还不停下。怕我累死或者别的什么原因，就有人去喊
治水来管我，他管得住我。治水来了，也没多话，只说，
你家金姐来了，给你打一针镇静针就好了。

金姐，是治水那当医生的爱妻。
在我们亲密到妨害他夫妻感情的那一段，诗歌作为第

三者，我也收不住，那一段治水的诗歌创作也最丰，几乎
天天灵感来袭，日日激情洋溢。那一段治水写了不少，他

的最具代表性的是《改革者致瀑布》。在诗中他写到“我们
就在这里把常委会举行/把第一次常委会举行/把使命、果
敢、激情/交给你断然的轰鸣//你从潺潺的流音/从曲折蜿
蜒的远方来临/我们每颗惶惑的心/都得到不屈不挠的洗礼
和馈赠/让那些市侩哲学在这里低头发愣/让今天开拓性的
每个商鞅/喷发出“飞流直下”的千均雷霆/反而叫车去
裂、车去破、车去损/面对瀑布，你的气韵激发了我们/用
你的浪花洗涤我们宽阔的胸襟/以你的果敢，你的雄浑，你
的憧憬/为我们这一伙常委高歌壮行”（ 1986 年 2 期 《诗
人》）与治水不熟的人，十有九个从诗里行间，以为治水
是个高头大马的高原猛士，其实不然的。

治水是有名的龙“保留”。他是个跟在灵魂身后，决不
他向的汉子。在别人吵吵嚷嚷时，他只微笑倾听，看似波
澜不惊，其实神往思考。待一切沉静，他就有奇异的想法
很有创意的确定。所以当他处在一群懒于思考的同僚中，
常常同情那些被愚蠢吞噬的肉体。自然而然他提出的许多
见解，往往被淹没于浊浪阴笑里，治水只能步屈原高洁足
音，深入到诗歌的汹涌澎湃，以让智慧在生命里的冲撞平
静下来，他仿佛在过滤山洪，也仿佛在品咂小溪。他写过
一首《招龙节之歌》“我们什么也不招/我们只招龙/招龙/
就有龙的雄风/江潮在我们的铜鼓声奔涌/热血把篝火燃得
通红通红/高原民族是龙的传人/因此呵因此/江海凝成了深
绿的高原苗岭/龙的灵魂转化成了高飞的岩鹰……”
（1986年2期《诗人》）从诗里狂热而刚烈的字词，以及再
明白不过的诗人的渴求，我不难懂得他的心志。治水把仕
途里的不快、失意全转化成了诗歌的旋律和节奏。

诗歌是一种什么文体呀？在寂寞时它握你的手，在激
情时它给你烈火，而你沉沦时它振臂一呼，让你弥补缺
陷，健全生活。治水生命的平衡全在诗歌，他生命的奇险
也在诗歌。一个被他拯救并帮助的人，曾经烧他的阴阴
火，说他身为领导写诗歌是不务正业云云，治水知道后笑
了，只说了句“无聊！”，这是我听到他最严厉的骂人。也
许他的内心太干净了，干净得没有小人、伪君子、卑鄙者
……在他《我们属乌江》一诗里印证了这种干净。“我们不
是轻飘渭流/我们是冲天的惊涛/我们讨厌陈旧和河床和堤
坝/我们铸就龙胆虎须/我们没有李向南那样的父亲/可是我
们敢正视出于春天的毒蛇/我们不爱靡靡之音的沉沦/因为
我们爱着牛角号芒筒和铜鼓/我们属于高原乌江属于闪电霹
雳/呼啸就是巨浪高歌就是太阳/带着野性的腥臊带着眼泪
的苦涩/要闯荡就闯荡个天翻地覆鬼哭狼嚎/不管风的惨重
或者长帆溅起血液/胆识和胸襟里崛起一个新的家园/我们
造就新的形象新的风情新的伦理/造就新的风骨新的光芒新
的诗人”（1986年12月《诗人》）。

治水和我组成过诗歌“流水线”。我们在一起多了，就
有许多共鸣，有了想写的内容，甚至两人分开写来，衔接
在一起，诗行的节律和语言也能天衣无缝，于是我们受到
鼓舞，就常常他写一稿我来修改，我写开头，他来接龙。
我们写了很多，其中散文诗《南方的黄土地》选入《中国
新文学大系〈贵州卷〉》，散文诗《生命在水里痛苦地呼
吸》选入了《探索散文诗选》，诗歌《我们这伙常委》选入
了《中国政治抒情诗选》。还有许多篇什在《诗人》、《夜郎
文学》、《当代诗歌》等报刊杂志发表。治水调州文联任副
主席后，过大的空间游离，足以损害了诗的默契和呼应，
仿佛手足间的游离，生疏了击掌，就听不到响声。

治水在追梦诗途，患上了尿毒症，他吃着红苕，精瘦
肉，苕粉。我常去看他，不知怎么就摆到书法，治水问：

“我那幅《海》还在文联没有？”是时我是文联唯一的驻会
副主席，捏着文联办公室的钥匙。他所说的《海》，是他的
一幅行草中堂，只一个‘海’字，最后那个钩一波三折，
墨气欲瘦未枯，大片飞白，像搁在海滩上的地平线，诗意
而充满悬念，留给赏者大量的审美和想象空间。《海》是治
水为文联的一次展览专写的，是那次展览的上乘之作。治
水毕业于中山大学哲学系，他不仅是写诗涵蕴哲理，书法
也顺势浸染，哲理由心出，理趣任墨溢，如此意味从治水
在生时创作的 300多幅书法里都有体现。只可惜《海》在
2008 年 6 月的一场大火中，化为了一捧记忆和无尽的遗
憾。也不知治水的其它书法作品，他的家人或者朋友有无
收藏，要有就珍贵了。

治水还爱下象棋。我对象棋是个扯三爷，但爱看。那
时我在文化馆任专职创作员，我住的一楼，紧挨着有四五
家人。二楼除了一屋子藏书，其它房间大都空着，黎星湖
馆长就在排练厅一角安了几张桌子，就有许多人来下棋。
治水在工作之余也到文化馆来下棋。他当时是县委宣传部
长兼任县文联主席，与他下棋的人多是诗书画爱好者，他
下棋也兼有联系文艺作者的用意。治水人品好，棋风随
好。别人下棋赢了，诩人诩得冒火，治水却谦逊一笑，一
句 “承让”，再无多话。因此治水的棋友遍及瓮安老城。

仅仅是下棋，也许就成玩物了。治水每每星期天，没
有特别家务公事，都来文化馆下棋。他给我说起，下棋兴
奋了，他多以写诗来消减。他早上九、十点过文化馆来，
十二点准时收手，下午五、六点，他就会拿着写好的诗稿
来我的宿舍，一边朗诵一边手舞足蹈，像一个孩子。在他
的诗里，隐约可以品出些棋味来。如“浑浊汹涌岭压风暴
几千年/凝就一川雄风满江悲壮/奔腾咆哮势如滚滚春雷/深
谷为胸襟高山为头颅/浪涛激荡多少船帆依然/号角马嘶多
少诗文沧桑/今朝日出犹如壮烈的分娩/先烈的鲜血染成黄
河的呼唤”（《乌江魂》1986年12月《诗人》），其中的界
河撕杀，张驰收放，英雄气概等棋道文化意韵，是明显的。

说到他的病，治水跟我说，得病就像走了一步臭棋，悔不
当初是没有用的，现在到了锉子车加马后炮的景况，好似血
液往脚下走，泵不上来，很累……他也不老是说病，每每想着
轻描淡写，让我更揪心，更隐痛。但我不能悲情不能流泪，纵
然我知道他病情严重，只小心翼翼地附和着，陪他摆着龙门
阵。他说，小时家里穷，没有鞋穿，在冬天光着脚板拉牛去吃
水，只要牛拉屎就把脚伸进去取暖。他还说着山柴的名字，
比如灰灰柴、黄豆雀、青杠柴，最不经火的化槁柴，不能入柴
的马桑树，特别好点燃的松树枝，他如数家珍，就像说起诗
歌，他总是很兴奋很激越……

治水是贵州省作家协会理事，是贵州当代不可忽略的苗
族作家、诗人。我不怀疑，他对我的影响有多强烈，以小见
大，对贵州的影响就多强烈。治水1970年至1994年，先后在

《山花》、《诗人》、《当代诗歌》、《诗歌报》等 130多家报刊杂
志，发表了 500 多件作品。他公开出版诗集《爱情回旋曲》

《爱情的季节》等的时候，贵州诗坛也没几人出集子。他是贵
州文学天空闪耀自己一份光辉的星星。他的诗歌得到了中
国和贵州应有的重视，先后被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诗歌
卷》、《探索散文诗选》等多种选本。治水把诗意的脚印留在
他多彩的生命，留下了一个地域人文的珍贵参照。

转眼间，治水离去已经二十多年了。每到春天、每到
三月，我在头脑里的梳子就自己启动，开始梳理我生命中
的情谊和诗歌，治水就明晃晃地出现在梳子上，好似我过
滤了一座大海，治水像我生命里的盐一样，洁白珍贵，不
可或缺。

治水长得太像“普希金”，脸的轮廓，头的蕴藏，甚至
半途而折的诗笔，都在冥冥中多元扣合，我对治水的怀
想，自然也像对普希金一样，也许还更真切。他的音容笑
貌、他的举手投足，犹在眼帘，绕耳未绝……

春天的缅怀
周雁翔

鼠首毒魔恶降临，冰雹寒雪伴袭坤。傲挺梅花不畏惧，
笑迎华夏天下春。

松泉 绘

黄兴义黄兴义 绘绘

松泉松泉 绘绘

奶奶：
清明又至，思念又起。
不知是不是为了提醒我，早在半个月前您就来到了我

的梦中，说给我送好东西，只给我，不给别人。当时的我，内
心满满都是您对我的疼爱。我立刻就奔向了您，但是，我没
有抓住您，抓住的只是空握的拳头，然后……泪湿沾巾。

奶奶，这些天爸爸一直在念叨着今年清明怎么过，因为
各种事情，我们姐妹都不能再回去祭奠。爸爸心里不舒服，
因为每年的清明节都是一家人最全的时候，大家聚到家祖
墓前，念诵哀思，拔枯草，填新土。而今年的改变，思念之上
又添了遗憾。

之前的清明，祭奠完回到老家大院叙旧，已经成为咱们
家的定制事项。偌大的老院子，香椿新芽正鲜，果树新绿正
嫩，多年前的喜鹊窝依然坚固。这是第几代呢？是不是也
像我们家一样，此处已成了老家。

每当清明节，我总会想起您还在世时的情景。您的手
很巧，所有的纸花和元宝都是亲自折。对于这个，我印象最
深，因为小时候每年学校组织去烈士陵园扫墓，您都让我带
着同学去家里跟您学做纸花：蜡纸千层花、皱纹纸卷花、丝
纸菊花……那时的我很骄傲，因为只有我的奶奶手那么巧，
可以带着同学们一起折。您一个个指导，然后又用玉米秸
钉成一个小方框，把折好的纸花一朵朵扎上去，做
成小花圈。也因此，每年扫墓，我们都能受到学校
的表扬，而这，都是因为奶奶的帮助啊。

清明节在我们老家是一个大的节日，那一天
所有的孩子都回去给家祖上坟扫墓，然后一家团
聚。看着我们都回去，您说心里高兴，说此时春和
正景明，万物勃勃又生机，野菜、香椿、榆钱、艾草
……最鲜嫩也最有营养。所以，每次祭祖完成后，
您就会带着我们去田里采野菜，教我们分辨各种
野菜的形状特点，并告诉我们如何制作才好吃。
但是，我似乎对您的讲解并不多专注，我专注的是
此时的春景：花儿鲜艳明亮，蜜蜂忙碌；草儿嫩嫩
绿绿，顶着露珠闪着光；柳就更不必说了，垂落下
来，随风飘摇，如诗如画……那时您就说我，不爱
美食爱美景。是的，奶奶看我最透，现在的我依然
是沉醉清明美景，花红柳绿，蝴蝶飞舞。

清明这一天，您一般会在下午带我们去放风
筝。记着最早的风筝是您用报纸叠的蝌蚪，拖着
长长的尾巴。青青麦田里，您让我们迎风奔跑，放

线，一拉一松，然后就把风筝送上了天。接着，我们把线滚
子插到土里，一起坐到田垄上。看着高高飞翔的风筝，您说
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只风筝，不管将来飞得多高多远，都有一
根线牵在您的手里，那是家。那时的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
思，但现在懂了。

爷爷是腊月去世的，第二年清明节时，您没有再做蝌蚪
风筝，而是用竹篾弯了造型，用窗户纸糊上去，做成了一张
脸谱，您说爷爷爱看戏。从这个郑重的仪式上，我读出了您
对爷爷的思念，沉甸甸的。我记得这只风筝飞到天上的时
候，您说爷爷一定会看到。然后，在风筝飞得很高的时候，
您剪断了线。我诧异，您说，它帮着您去给爷爷传话了。

后来，您也离开了我们，也再没有人在清明时带我们拔
野菜、赏春景、放风筝了。我们只是会在清明这一天集体回
到老家，给您和其他逝去的亲人送去问候。而对于今年事
情的改变，我和爸爸商量要换种方式。于是，在回忆了曾经
的清明后，我提议用风筝来寄托哀思，因为自从奶奶您去世
后，这几年就没有人在清明再带我们放过风筝。爸爸也同
意，然后就开始准备材料糊风筝。我们自然是没有您的手
艺，担心飞不起来，便在最后又折了几只您教给我的“蝌
蚪”，把对家祖们的思念写了上去。

奶奶，风筝已经试飞过了，很成功，一下子就把我带回
到了过去，回到了您带我们清明放风筝的美好记忆里。我
有些激动，没想到今年这样的祭奠方式却让我感受到了多
年没有感受过的温暖。奶奶，我也会在风筝飞高的那一刻
学着您的样子把线剪断，让它带着我们的思念飞到您的身
边。遥忆相思寄纸鸢，相信您一定会收到我们深深的思念。

您的孙女

致天堂里的奶奶
魏亚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