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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號嘹亮
張明重

          沒有哪一種樂響
          比這個樂響
          更讓人蕩氣迴腸
          沒有哪一種號聲
          比這個號聲
          更讓人熱血澎湃
          這是集結的號角
          這是前進的吶喊

          南昌城頭號兵的剪影
          站立成永恆的雕塑
          無數革命先烈
          在號聲中迎著漫天炮火
          前赴後繼　勇往直前

          用血肉之軀踏平
          前進路上的坎坷和荊棘
          用信仰之魂鋪
          就民族
          復興人民幸福的坦途

          新時代　新徵程
          號響在血與火的淬煉中
          更加嘹亮
          汶川大地震
          抗洪救災
          外強霸凌
          ……
          那聲聲的軍號
          飽含著對黨
          和國家的忠誠和敬仰
          飽含迎難而上的決心和擔當
          飽含著對人民深深的愛
          無數松枝綠、浪花白、
          天空藍在號聲中衝鋒在一線
          把人民軍隊這一含義
          闡示的更深更遠
          把中華民族復興的華章
          譜寫的更加燦爛多彩

母親做布鞋
賢哲

母親長年堅持做各式各樣的布鞋，只要

不做別的事，母親就會有未做完的布鞋操在

手上。

母親是個心靈手巧的人，她的針線活兒

在村裡很有名氣，做布鞋的手藝更是出類拔

萃，向母親求教的姑娘媳婦兒都快把我家本

來就不高的門檻兒踏平了，連我家相當厲害

的大黃狗見了那些「嘰嘰喳喳」的姑娘媳婦

時，都不但不狂吠還友好地搖著毛茸茸的大

尾巴，甚至還親暱地往人家身上蹭。

母親做的布鞋之所以招人喜愛，是因為

無論用料還是做法都別具一格。

母親平時總是把不能再穿的舊衣裳拆成

大小不等的布片兒，平整好，一片兒一片兒

地碼起來，等積攢到一定數量時，用比較黑

的粗糙麵粉做一盆漿糊，然後把面板平放在

炕上，一張一張均勻地將布塊兒分層粘貼到

面板上。待粘貼到一定的層數，再慢慢將那

一大張給揭下來，小心地貼到土牆上。用不

了幾天就變成乾硬結實的一大塊袼褙。母親

會根據需要量，選擇揭開袼褙的面積，剩下

的就一直貼在原地待命。母親說這樣做既省

得特別對它進行保管又方便隨時取用。

也許是母親性格堅強而有韌性的緣故，

她打的袼褙也同樣堅韌耐用。當時周圍做同

樣事情的其他人沒有能比得上母親的。無論

母親怎麼傳授要領，別人也做不到她的境

界。

在等待袼褙乾硬的時候，母親就開始用

手捻麻繩兒，那些事先被母親精選出來的麻

皮兒，被母親像綁馬尾辮子一樣吊在幔桿兒

上，然後，起一個兩股的頭兒，也同樣吊在

那粗馬尾巴旁，母親坐在那兒就開始用手指

邊上勁邊捻搓。一條麻皮兒捻沒了，就迅速

從馬尾巴上拽下來一條續上，轉眼的工夫麻

皮兒已在母親的搓捻中，變魔術般成了一堆

均勻的兩股勁兒的麻繩兒。母親會及時將長

長的繩子在手上纏啊繞地纏繞出一個紙包裝

的水果糖狀的線軸來。再搓捻時，繼續往那

「糖」上繞就可以。繞得「糖」肚子鼓溜溜

的，馬尾巴也正好被拔沒了才了事。

這些繩子就是母親準備用來納鞋底兒

的，等繩子和袼褙都準備好，母親開始用袼

褙先比照鞋樣子開出鞋底兒和鞋幫，開始納

鞋底兒。這也是一種硬功夫，常見母親用錐

子在粘貼得連邊兒都齊刷刷的厚厚鞋底上，

穿針引線之後，水紋啊，豆腐塊啊，就神奇

地納出來了。一般地，前尖兒和後跟兒都是

磨擦厲害容易壞的地方，母親總是納上密實

的十字花兒。而腳心處，一般很少磨損，就

納上針腳相對稀疏的水紋什麼的，這樣的做

法既經濟實惠又美觀大方。還清楚地記得，

因為好奇，我偷納了幾針，卻很容易地就被

母親看穿。現在想起來，我還笑話自己當年

那在魯班爺面前掄斧頭的愚蠢舉動呢。

僅僅是這些程序就已夠特別了，可最

特別的卻是母親給我們做的鞋幫。母親在平

時就搜集和積攢自家和別人家裁剪衣裳的邊

角料，日子久了，積攢了好幾包，等到該做

鞋了，母親就心肝寶貝地將包兒打開，從花

花綠綠中精心選出喜歡的進行搭配，剪裁出

手指肚兒般寬窄的布塊兒，對稱地粘貼在事

先開好的袼褙鞋幫上，再用針線細緻地縫綴

好而成為完整好看的鞋面兒。這樣的鞋既結

實又搶眼，我們穿出去，不但讓夥伴兒們羨

慕不已，更令好多媽媽們跑到我家向母親學

習。母親總是熱心地教，可是，說來奇怪，

誰效仿出來的鞋也趕不上我母親的手藝。

       母親就是這樣年復一年地給我們做

著花色新奇的鞋，常常是舊鞋還沒穿壞，新

的又做出一批來。在那個物質匱乏的年代，

我家人的鞋卻是從來沒缺過的，而且，母親

還經常起早貪黑地給村鄰們做鞋。

我和兄弟姐妹還有好多親戚朋友家的孩

子，就是穿著母親做的特別樣式的鞋子長大

的，我上高中還一直穿著母親做的叫做懶漢

鞋的布鞋。

後來我工作了，能賺錢買各種各樣的鞋

了，就再也看不上母親做的鞋，只有當我的

腳穿了買來的鞋被磨出水泡，才忽然想起，

穿了那麼多年母親做的布鞋，卻沒磨出過一

個水泡，這一定是因為那裡面不光有母親的

汗水更蘊藏了深深的母愛啊。

山中尋塔
繆貞誼

閒暇時光，總習慣在這座縣城裡，溜躂溜躂，順便寫生。

行走筆端，興許還能邂逅幾行溫馨，幾頁美麗。

適逢週末，趁著晨曦熹微，趕緊出門，去附近塔山兜兜，

竊喜可以獨享「晨興步北林，蕭散一開襟」的詩境。

從山腳沿著青石路逶迤而上，思緒隨即舒展。鳥聲喧嘩，

算是林間最得意的天籟，嘩得耳鳴，嘩得眼花。抬望眼，天際彷

彿亮了些許，但不至於目眩，畢竟頭頂覆蓋著樹樹蓊鬱，至多從

葉縫裡篩下斑駁。這只鱗片羽的斑駁，被篩得如此潔淨，如此隨

意，落在綠蕨青籐上，落在肩膀頭髮上，也落在了浮嵐暖翠裡，

把山色浸染得幽幽婉婉。

幽婉盡情，漫山皆景。與其說尋覓「入框入鏡」的寫生場

景，倒不如說讓腳丫早點歇歇。在山腰，找了塊長滿苔蘚的磐

石，坐下，軟軟綿綿的，古人所言「年老心閒無外事，麻衣草座

亦容身」，誠不欺我。雖為散步，卻也散出了活血行氣，片刻休

憩，倍感真切：額頭鬢角涔出了汗，膛前背後涔出了汗，任憑一

波波風兒，吹遍全身，吹透清涼。我支起畫架，擺開筆紙，眄視

著交柯錯葉，半晌才縷析出來龍去脈，以及明暗層次。近些年，

戶外寫生宛若一劑劑藥方，治療著我一次次空暇，此時此刻，亦

復如是。

山中來往者，既是鍛煉，也為養生，偶爾駐足觀畫，也足

以讓我心生歡喜。

風景既寫，收拾筆墨，繼續前行。大約十來分鐘就到山

頂，一幢名為「如意寶塔」的古建築，像削尖的鉛筆，刺向雲

霄。塔高目測二十餘米，共九層，其中第一層設有門，卻常年鎖

閉，顯得十分神秘。相傳寶塔始建于南宋寶慶年間，元末倒塌，

清初重建，並幾經更名，時曰靈瑞塔、時曰文昌塔。坊間還流傳

著寶塔的靈驗逸聞和淒美神話，引得長輩們前來叩拜燒香，祈願

兒孫金榜題名，也引得中小學生到此研學旅行。如今，連接山麓

山頂的青石路拓寬了不少，且每隔一段距離還分叉出小曲徑，以

紅磚鋪就，彷彿血脈遍佈滿山。

山頂瞰城，遠近湖山，高低樓房，盡收眼底。飄然間，真

有仙風道骨的感覺。此山因塔命名，倒也簡單明瞭！而山下村莊

順應名為「塔山村」，環山街道名為「塔山路」，山麓有塊空地

已建成了「塔山公園」。聽說，政府將在公園旁，擬建「塔山櫻

花區」「塔山盆景園」等景觀，想必是借這支「塔」筆，繪亮城

市的文化名片，繪實市民的休閒去處。

塔，如山之筆；山，依塔而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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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起歲月裡的自己（組詩）

李淑剛 ，詩人 、作家，出身書香門
第。 現為中華詩詞學會會員 ，北京青少年
詩詞創作協會理事  ，北京市通州區作家協
會會員， 孔子美術館客座教授， 中藝名北
京書畫院會員 ， 中國楹聯學會會員。2021
年10月，中英雙語版「羽項詩叢」之《花
遮柳隱——李淑剛短詩選》出版。原創作品
【詩言志（百首詩詞、百米書法）長卷】作
者 ， 榮獲2021年人人文學獎「最佳歌詞
獎」。

七月，你好
是詩的故鄉，珠流璧轉，山光明媚。
遠巒，露出春樹暮雲的眉梢。
撫一個玉米，初露金璧。
是詩的故水，沃土千里，它可以度量、

有個長度叫秋水伊長。
回到丹桃俗李的山鄉，我的心潮逐浪

高。
月明星稀，呈現未雨綢繆的風貌。
穰穰滿家，秋高馬肥，柳樹林的鳥兒，

翩翩起舞，唧唧啾啾。
農家小院，好一派魚貫而出。
老宅的磚縫如眸，閃爍著歲月變遷。
細長的絲瓜，香甜可口，青翠欲滴。百

丹待舉，似水流年。

一畦秋菜，翡翠初露，相呴相濟。昊天
罔極。支一架菜豆。豆蔓觸手生香，游刃有
餘。

勇敢的紫花，已望到那海角天涯。
我在山村小路採集詩稿，雞犬桑麻，樵

村漁浦，這鄉野的情懷，讓我落筆生花，向
回不去的過往致敬。

七月，你好。
七月裡的江東父老，你們好……

田園風光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一畝田園、一方

園捨，一叢叢、一簇簇像親密無間的朋友，
述說著自己的故事。 

這一片綠意盎然盡收我的雙眸，綠是寧
靜的色彩、是生命的依托，蒼翠欲滴。

在植被與草的夢裡延續多彩的枝繁葉
茂，你把人生過成楊葩振藻的樣子，心之所
向，身之嚮往。 

遠離繁華與喧囂，是文人墨客獨愛的田
園風光，雞鳴蟬叫，依舊是那個別樣秀美的
村莊與風的呢喃…… 

古有「陶淵明」將鄉居慢生活的節奏過
得悠哉悠的愜意，早擔水澆園，雨讀書，晴
耕種，晚觀望星河話人生，好似敘說光陰的
故事。 

拓展一幅幅夢境深遠的畫卷，在鄉村古
道靜謐祥和的傍晚，看炊煙裊裊、看夙興夜
寐之人種下的「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
冬有雪」，銜華配實的生活寫照。用手中之
筆，桌上之紙，將世俗紛擾渡成眉目清朗，
是對祖先耕牘文化「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
子」的崇高敬畏，也是芸芸眾生三餐一宿的
真實需求。 

在向晚時光的剪影裡，靜默如初，在我
的筆下流溢眷戀故土的鄉愁，輻射出更多更
深遠的文化符號和印記……

夏荷夢
夏風習習，碧空如洗，謙謙地斜倚一

桿玉白，「畢竟西湖六月中，風光不與四時
同」 。 

觀一池夏荷，思一池夏荷。 

夏荷宛若祖母綠中脫穎而出的紅寶，雲
水芙蓉，並蓮同心。嫣然盛開著堅韌不拔的
腳步。 

生來沒有錦衣玉食、亭台樓閣，也沒有
天藍雲白，惠風和暢，得天獨厚的優渥。面
對層層的淤泥和一個混沌的世界，在如此氤
氳惡劣的生存環境中，用一代代傳承的不屈
不撓，義無返顧地穿越著，終于盈盈出水。
在夏日的晨曦已臻化境，用自己頑強的生命
力，開夏日的絢爛之紅。 

夏荷當初也可以把自己混同于一片淤
泥，消磨遊戲人生，可它絕不隨波逐流。夏
荷盈盈，嬌羞欲語。碧葉翠蓋著艷麗的花
朵，清香遠溢，歲月染香。

心如蓮花，人生才會一路芬芳，拾起
「映日紅花別樣紅」的夏荷夢。

 

茶思

秋是澹泊的季節，梅家塢——六百多年
的歷史古村，莫名的吸引著我，它是我藏在
心中的詩和遠方。

別樣寧靜煙雨濛濛，本地伢兒告訴我，
十里梅攏十里茶。這古井古茶記載著乾隆皇
帝下江南的傳說。

我行走在古村，踏著先人的足跡走進茶
樓，映入眼簾。

漢服配古琴，草帽配美女，窗外梯田
似的茶園，窗下溪溪的山泉，流淌在小凸橋
下。 

一杯清茶，在茶樓的時光中裊裊飄香。
窗外聽雨聲，閣樓共品茶。茶以五千年

文明中的一片浮翠流丹，滋養著古今文人雅
士的修心養性。

步入唐代詩人殿堂，無需于鋪陳，幾片
歲月香銘，一杯水波粼粼茶光。

初時苦，末世甘，輕呷慢品之間，往事
中的所有不解，都能作繭自縛，破繭成蝶。

在心靈的天空雛鷹展翅，旖旎如花，悅
然心眸。 

茶以柔美的上善之理，神閒氣靜，是清
晰明瞭的開悟。

泉水無香，無味之味，一個品就足以讓

歷代王侯、雅人韻士、甚等梯愚入聖。
茶的世界，我感受著靈魂的救贖。

擺渡人

童年像一串珍珠，往事一幕幕。每每
母親知道我要回家鄉，都會在村口的老槐樹
下，翹首期盼。

我家門前有條河，清澈見底，每次撿拾
到漂亮的鵝卵石，總是愛不釋手。媽媽到地
裡做工，都要擺渡過河的對面。

記得九歲那年的暑假期，我學著大人的
模樣，自己擺渡過河接媽媽回家。媽媽愣愣
的看著我，我說媽媽我長大了。

媽媽說：你還小，還沒有長大，過河是
很危險的，記住媽媽的話！

我望著媽媽的臉，點頭答應了她。母親
是我青春的擺渡人，更是我人生靈魂的擺渡
人。

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學生。
聽著西岸運河咕咕流動的濤聲，我努

力追尋著唐宋詩坊，寄情翰墨芬芳，和鴻鵠
翱翔于藍天碧海，童年的斑斑印跡，多麼令
我留念，可它卻像蒲公英的花瓣越飄越遠
了……

拾起歲月裡的自己
                                                                                                      
年少時，父親耳濡目染了我的夢想，豐

滿了羽毛，充盈的如登春台、滿是靖予。
時光荏苒，細水長流，父親用鴻信寄托

希翼。 
那時的我用紅條紙的信箋，用手中之

筆，桌上之紙，寫春天的杏語梨雲，寄給碩
果纍纍的金秋。

把銀裝素裹的浪漫情懷，寄給熱情豪放
的夏天；寫深秋五彩斑斕的色彩，寫裊裊的
炊煙，寫少年時的淺若清風，寫一列火車飛
馳離去，「父親」那依依不捨的背影。

今天的我依舊寫信，寫中年的冷冽、寫
瑣碎的生活、寫與父親在夢中的呢喃重逢，
和他那「人生如棋，落子無悔」的境界，依
旧是激励我勤奋攀登的绳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