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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種
 賈興沛

                    時間急如驟雨
                    熟透的麥子
                    急忙搖醒
                    睡的鐮刀
 
                    炙熱的陽光下，
                    金黃的海面
                    麥客們
                    用身體畫出
                    起伏的波浪
 
                    田野似
                    一幅古典的油畫
                    麥芒刺痛
                    畫布上蟬的叫聲
 
                    打穀場上的燈光
                    徹夜不眠
                    脫粒機的響聲
                    被急匆匆
                    裝進囤裏
 
                    飽滿的麥粒
                    如同有福相的貴人
                    父親撫摸著它們，
                    張開的皺紋
                    碰響酒杯
 
                    很快，清空的麥地
                    開始栽種稻秧
                    父母的腰，
                    像歲月
                    拉滿的弓
 
                    晚霞從
                    他們的額頭滑落。
                    汗水浸透的風
                    在水面上漾起
                    一團團綠色的火苗

夏聽合歡語
王曉偉

夏日炎炎，熱浪來襲，人也跟著浮躁

起來。面對生活的瑣碎，與家人間鍋碗瓢盆

難免碰撞，一氣之下甩門而出，漫無目的的

走在小區的道路上，直到一股幽香入鼻，駐

足觀望，見得合歡花開，思花語而靜，回憶

綿綿。

「風吹合歡，合歡年年，年年合歡，

歲歲安瀾」這是幼時常聽奶奶說的一句話。

夏陽高照，合歡花開，合歡樹蔭，斑駁籠

罩，奶奶身坐其中，搖著蒲扇跟我講著合

歡的故事。鄉下宅院裡合歡矗立，是奶奶親

手所種，奶奶說合歡樹葉朝開暮合，取名

「合」字，合歡花遇陽而艷，似歡樂神采，

取名「歡」字，兩字相合為合歡，是合歡的

寓意，亦是合歡花的花語，是吉祥如意，闔

家歡樂的象徵。

「 合 歡 蠲 忿 ， 言 歸 于 好 ， 閤 家 幸

福！」奶奶向上而望，言之合歡原名苦情，

傳說一秀才進京趕考，與妻別離，妻曰「君

此去，若高中，勿被繁花迷眼，勿忘家有糟

糠！」何知？此去斷無音訊，久久期盼，青

絲變白，苦守至老，終前許願「君變心，自

往後，苦情花開，夫為葉，吾為花，花不

老，葉不落，一生同心，世世合歡」之後，

苦情花開，苦澀微甜，世人稱之合歡。

「永遠恩愛，兩兩相對」那時雖不知

奶奶所言合歡之深意，但從她深情的眼神中

可以看出，眸子中飽含的思念。奶奶命苦，

中年喪夫，留下雙子，含辛茹苦，育兒成

人，好在年邁得享天倫，與叔叔嬸嬸同住，

又得孫兒圍膝，但兩眼望合歡而思念故人，

淚光湧動，觸及我幼小心靈，便拾得合歡贈

之，合歡花香，微苦帶甜，嗅之凝神解郁，

直到眉頭舒展，合歡樹下，笑聲連連。

父母忙碌為生活奔波，將我托付于奶

奶照看，院落裡的合歡樹下成為了我和奶奶

的常待之處。叔叔嬸嬸的事情，奶奶很少過

問，但年輕夫妻面對生活瑣碎，鍋碗瓢盆哪

有不碰之理。叔叔生氣來到合歡樹下，我亦

有著明顯的感知，但不愉快的氣氛很快就被

合歡花所解。奶奶伸手折下一枝合歡，言之

夏日氣盛，艷陽使人浮躁，採下合歡凝神觀

看，合歡如傘，粉嫩嬌艷，花香解郁，合歡

有意，既然相愛，就要彼此包容，心向陽

光，相互溫暖，不為瑣事而動，方得合歡之

境。

「夫妻恩愛，兩情合歡」叔叔明白奶

奶贈予合歡的用意，待一枝合歡遞到嬸嬸手

中，嬸嬸瞬時明白了合歡的用意。一家人坐

在合歡樹下，嗅著合歡花香，感受著合歡樹

蔭的涼爽。待一陣夏風吹過，合歡花落，似

粉色的星辰滑落，充滿了愛意，叫人好不流

連。我東跑跑，西轉轉，在滿樹合歡落下的

地方旋轉，望著夏陽迷了眼，念叨著風吹合

歡，合歡年年，年年合歡，歲歲安瀾！

夏聽合歡語，句句有深意，合歡滿樹

香瀰漫，催人思念又連連。可歎時光荏苒，

歲月流逝，奶奶因病過世已經很久了，而

幼年的我早已長大，在城裡有了自己的小

家，近來夏日氣盛，難免性情浮躁，又因瑣

事與愛人發生爭吵。此刻，夏風吹來，合歡

花落，不禁伸手，落于掌心，粉嫩嬌艷，輕

柔的花絲擺動間讓我濕潤了雙眼，恍惚中看

到了奶奶的影子，她折下一枝合歡，示意我

轉身向前，我亦握緊了手中的合歡，快步回

還。

重拾「義無反顧」
龔建偉

你可還記得「義無反顧」這個詞？

我是在國小課堂上學到這個詞的，當時的老師在為我們講授

戰爭時期的故事。正當講到有的戰士子彈用盡，拿起大刀衝向敵

人的時候，老師突然問了我們這樣一個問題：「同學們，如果你

們是這位戰士，你們會有遲疑嗎？會回頭再看一眼你的戰友、你

的長官嗎？」

我們面面相覷，不知如何回答。若要說不看，似乎太不近

人情；但要回頭看的話，好像又不夠英勇。老師也知道我們的心

思，因此並未要求我們給出最終答案。頓了片刻，他自顧自地講

了下去：「看或不看，其實都有道理，但在真實的戰場上，許多

的人是一眼也不會看的。你可能會很好奇，他們大多還年輕，完

整的人生只走了一半不到，人都有七情六慾，他們為什麼能拋棄

一切感情呢？」老師又停了一會兒，繼續道：「因為他們是為了

道義。當人決心為了正義的使命而獻身的時候，他們很可能是不

會回頭的。這，就叫義無反顧。」

那畢竟是國小時候的事了，我和同學們大多懵懂無知，對

「正義」的理解也十分淺薄，甚至可以說尚停留在小說和動漫作

品中「正邪不兩立」的級別。隨著年齡的增長，我逐漸明白了老

師當年所說的究竟是什麼意思，但同時，「義無反顧」似乎也在

離我而去。

一件又一件「好人沒好報」的事相繼發生，進而產生了「為

何要做好事」這樣的討論。大人們用這些事教導我們行事要審時

度勢，見義勇為要三思而後行，切忌「橫衝直撞」，給自己招來

災禍。這些說法本身並沒有什麼問題，但是在「審時度勢」之後
呢？

國中時代，學校曾經舉行過一場辯論會，主題是「應見義
勇為還是見義智為」，這似乎是個很常見，也很流行的題目。看
著黑板上的這個題目和面紅耳赤的辯手們，我心如亂麻：為什麼
「見義勇為」和「見義智為」會是對立的？為什麼「見義勇為」
就是莽撞的表現？大家都沉浸在辯論當中，沒有人給我答案。

我從不反對「見義智為」，也不反對行事審時度勢，更不反
對三思而後行。但正如我剛才所言，在這些話語背後，到底潛藏
著什麼？我看到一句又一句「三思而後行」，但我也看到一次又
一次「三思而不行」，這，才是完整的現實。

我開始懷念「義無反顧」了，畢竟，不回頭並不意味著他們
沒有三思。而那些「三思而不行」的人呢？他們的做法也很好解
釋，「吃力不討好」的事情，許多人「三思」之後自然是不會做
的，畢竟事關切身利益。但戰爭時期的戰士呢？看看波蘭華沙起
義中的家鄉軍吧，抵抗，很有可能身死；投降，或許可以苟活。
生命是寶貴的，是什麼讓他們願意拋卻這最寶貴的財富呢？

是道義，是真理，是文天祥筆下「是氣所磅礡，凜烈萬古
存」的天地正氣，是屈原詩中「帶長劍兮挾秦弓，首身離兮心不
懲」的浩然壯志。古今中外，莫不如此。

正義向來都是這般，如何實現正義當然可以商榷，但實現正
義這個目的本身，容不得任何懷疑。青年歷史學者高林曾經說過
「正義的光輝是古典文明的理想之光」，是啊，從太史簡到顏常
山，正義的光輝在人類數千年的歷史長河閃爍著，久久不熄。

讓我們重新拾起「義無反顧」吧。無論經過怎樣的考量，
無論有著怎樣的過去，當我們踐行正義的時候，最好還是不要回

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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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子狸 
左右（真名），1988年生于陝西山陽，

作品見《人民文學》《人民文學》（英文
版）《十月》《詩刊》《花城》等刊，有部
分作品被譯介到歐美、日韓等國。曾獲珠江
國際詩歌節青年詩人獎、紫金‧人民文學之
星詩歌佳作獎、柳青文學獎、延安文學獎、
冰心兒童文學獎等獎項，曾參加詩刊社第32
屆青春詩會、魯迅文學院第40屆中青年作家
高研班，入選陝西省百位優秀文學藝術人才
計劃，現居西安。

秦嶺南坡的風穿過滿是桂花香與泥土
香的密林，輕輕地吹拂，帶著羽毛般的柔和
與輕盈。它扑打在橡樹的葉子上，撲啦撲
啦，像一雙雙小型的翅膀在飛。黃綠相間的
疏影，透過陽光，把整個林子照耀得如黃金
般，既刺眼又很舒適。

麻地灣——一個四周都被大山與森林包
圍、秦嶺南麓盆地地形的小村子，，一條自
丹江源頭流下來的長河從門前一穿而過，這
裡的氣候既有南方的溫熱濕潤，又有北方的
柔冷乾燥，使我家屋後的那片林子，成為動
植物們密集的天堂：這裡稀薄的濕氣超多，
但又很容易被南坡富有彈性的陽光給暴曬，
這裡雨水充足，但晴天總是在不經意間為這
裡帶來無盡的喜悅。

暖陽剛從坡上落下，山腰敞亮，天空中
僅剩的的霞光，全都凝聚在叢林周圍。炊煙
從茅草屋頂上冒出來，像一把剪刀刺入日暮
重，林子裡瞬間安靜極了。

越是悄無聲息的時候，越是灰兔、松
鼠、貓頭鷹、錦雞等飛禽走獸們喜歡出來玩
耍的時刻。這片森林賦予了這些小動物們無
比純淨的好奇心，它們也呆頭呆腦地從洞裡
跑出來探險，即使林子的某些角落時不時會
出現它們的天敵——看門狗與家貓。

平時稀疏的地面，這個時候開始豐滿柔
軟起來，滿地的落葉間，鋪著或半藏著或埋
著大小不一的毛栗、橡子、核桃、松果、野
柿與榛子。在腐朽的樹樁上，爬滿了鳥糞、
青苔、木耳與地軟，偶爾有幾隻懶洋洋的蝸
牛。這些，都是這片林子裡的動物們喜愛的
美食。

就在這個時候，我匆匆從碗裡扒了幾口
飯，就出門了。

我帶上我的護衛——狼狗黑虎一起去林
子裡探秘。此時
還是秋天，在茂
盛、綠意新生的
灌木叢中，蕨類
植物與橡樹樹洞
之間，總會冒出
很多讓我心生好
奇的動物，其中
有一隻，既像老
鼠，但體型又比
老鼠大很多倍，
而且沒有老鼠那
般細長的尾巴；
既像野豬，但毛
色有花紋，尤其
是臉面上的花紋
黑白相間，非常
耀眼，鼻子比野
豬嬌小而偏短；
既像黃鼠狼，但
比黃鼠狼面目更

溫和、友好一些……總之它就是一個四不像
的動物，它有一個好聽的學名——果子狸，
也叫花面狸。

果子狸是一種晝伏夜行的動物，與貓
頭鷹的作息時間非常相似：它們都是聞風而
動、獨立獨行、身手過人的夜行俠，有非常
靈敏的夜行視野和捕獵利器。一般情況下能
在下午遇見它簡直是一個奇跡。

它能在白天跑出來肯定是餓壞了肚子。
果子狸大多時候還是很怕人的，也怕比它凶
狠的動物，更怕陽光。它選擇鋌而走險的原
因，遠遠不止是飢餓這麼簡單。它或許是奉
妻子之命，來為嗷嗷待哺的孩子覓食。果子
狸似乎對味覺更為擅長，尤其是人的味道。
只要森林裡有人幾十米外有人出現，它們便
提前準備好了逃跑的姿勢，這也是令我無比
頭疼的事。

但幾十米開外的黑虎嗅覺更為靈敏，一
看見果子狸，它就狂叫不止，並且使出洪荒
之力，欲掙脫我手裡的鏈子。果子狸的地行
速度不是很快，但它能夠機靈地找到有利的
地形，三下五下地消失在石林與樹林間，獨
留黑虎一臉怒氣地在原地吐舌頭，彷彿在埋
怨我手裡的鐵鏈子妨礙了它。

林子裡去多了，我也不愛帶上黑虎，怕
它誤事。因此也與果子狸打的照面也多，它
知人知面也知心，不再怕我，在我跟前不遠
處放肆地吃起從樹上砸下來的稀爛的柿子或
者剛從地面冒出來的地軟。有時，它與我面
面相覷，它的臉上再也沒有了以往的惶恐與
焦灼，它也不躲避，我不走動，它也不動，
我轉移目光，它也轉移目光，是一隻非常警
覺、聰明異常的傢伙。我不知道它叫果子
狸，我一直把它當做野豬一類的動物，每次
見到它，我總想抓住它，幻想著等爸爸媽媽
從地裡回來，滿臉歡喜地為一家人做上一頓
豐盛的晚餐。遺憾的是，果子狸雖然看起來
笨拙，但它的腦子與四肢一點也不笨，每次
在我準備下手的時候，它讀懂了我的心底所
想，快我一步，灰怏怏地溜走了。

經常遇到背著布袋與獵捕工具在我家林

子裡打果子狸的農戶，那些工具，有的是鋼
叉，有的是鐵網，有的是麻醉槍。大多是自
製的，靈活小巧，製作精良。看了他們的裝
備，我滿臉羨慕，才明白我為什麼總是抓不
住那些小精靈。一隻果子狸能賺到農戶人家
小半年的生活費。村裡就盛行打果子狸，也
有一些因收購果子狸而成為暴發戶的人家。
我從農戶們和父母的口裡得知，原來與我在
林子裡打過無數次照面的四不像的小傢伙，
就是果子狸。那時候果子狸尚未列入國家二
級保護動物。我們麻地灣村的人幾乎沒有人
獵捕過它，獵捕它的大多是外村人。

自從我知道了有關果子狸的一切，我
再也不想捕捉果子狸了，反而憎恨起外村的
農戶來。我先前的羨慕，轉為逐漸暴漲的仇
恨，仇恨外來農戶，為什麼要獵捕屬於林子
裡珍貴的小生命，我一直有這樣不成熟的概
念：只要森林屬於我家屋後的，所有的小動
物也自然屬於我家的，只有我才能決定它們
的生死大權，尤其是果子狸。

有時我會讓黑虎給它們通風報信，故意
對著林子狂吠不止。有時我會在屋頂點燃稻
草，讓炊煙與濃霧在林間飛揚，以此來刺激
灰兔、果子狸們的警覺。有時，我把一些柴
禾、荊棘、木頭全堆積在通往森林的唯一的
一條路上，為這些農戶製造進山的困難。

幸好麻地灣的秋天不像夏天那樣晝長夜
短，也不像別處的秋天那樣繁榮興旺，果子
狸好像感覺到了秋天與農戶們共同的敵意，
一陣秋雨下過之後，刺骨的寒意開始在林間
升騰，它再也不會在午後出來了。我故意丟
在樹洞下的一些玉米棒子，它再也沒有出來
將它們偷走。它們有時感覺了我的造訪，有
時會在樹洞或者石縫裡露出眼睛，拍打著尾
巴發出吱吱吱的聲響，或者在樹洞裡發出吱
吱喳喳的叫聲。即使是夜間，農戶們似乎很
難再捕捉到它了，大多空手而歸，偶爾手裡
提著的不再是果子狸，而是野兔、錦雞、麻
雀，農戶們如此狼狽地從森林裡下來，我臉
上掛著不可名狀的笑，心裡有說不出的踏
實。

大自然有時候總有意想不到的饋贈。一
整個秋天，果子狸所貯藏的糧食，足夠讓它
們在這片林子裡度過一個稍有安全感又暖意
瀰散的寒秋與隆冬。

這些饋贈，也足夠讓我滿懷期望，期待
來年春天，在這鳥語花香、人獸共居的秦嶺
深林，還能與果子狸深情邂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