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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清的小河

一条小河，不宽，也不窄，带着一河
清水，从很远的地方缓缓而来。
初夏的阳光，还不太强烈，静静地融
入清澈的河水，清冷的小河，便烙上了初
夏的温度，河流一下子活了起来，热闹了
起来。 篙草、野荷，还有一些不知名的水
草，在河里竞相伸展着自己的拳脚，想更
多地拥有属于自己的小小领地。 五颜六
色的蜻蜓、蝴蝶，在草间、荷间轻轻舞动，
小鱼小虾在河里悠闲地游来游去， 一见
到人，便惊吓地没入水底，留下一圈又一
圈涟漪。
黑色的土地，肥沃而又富饶，散发着
一股淡淡的悠远而又自然的气息。 广阔
的田野上，十多台机械，正在紧张地忙碌
着。 有耕地的，有平田的，有插秧的，有运
输的。 轰鸣的机器声，搅动了小河，搅动
了黑土地，也搅动了这里每一个生灵。
稻田周边四五米宽的水沟内， 自由
自在地生活着一些小龙虾，大花鲢，小鲫
鱼；数百亩蔬菜大棚内，成熟了的黄瓜、
西红柿、茄子、辣椒、西瓜透过薄膜，透过
流动的空气，透过无线信息，向外一波又
一波传递着浓浓的诱人情调， 吸引了一
批又一批城里的红男绿女，携家带口，络
绎不绝地来这里采摘、观光，享受乡村的
天然野趣。
袁小河的家庭农场， 就在这片黑土
地上。 青砖红瓦、飞檐翘角，古朴厚重的
“场部”，散发着悠远而又自然的味道。
室外修剪整齐的草坪上， 点缀着石
磨、石臼、石磙；一个回廊形的陈列室内，
有序地陈放着一些从农家收罗来的各式
各样的农具。 当然，也有自己家祖传下来
的。 有铁铲、铁锹、铁锄、铁镰等手工农
具；有铁犁、铁耙、木耖等牛拉的大型农
具；有箩筐、簸箕、筛子、扁担等篾制具；
有装油盐酱醋茶的陶器； 还有斑驳陆离
的大木箱、大木柜、雕花的大木床等。 每

■ 胡端雄

贺覃锡昌先生《红叶漫山》付梓
（新韵）
白发翩翩志亦坚，人生一路续诗缘。
秋风不舍顽童老，红叶悄然已漫山。

■ 罗金华

贺覃锡昌先生《红叶漫山》面世
一种悠久的农耕记忆， 都可以在这里找
到历史的印痕。
50 多岁的袁小河， 土生土长在这
里，打从记事的时候起，就与这些家什们
朝夕相处。 从最初的 30 多亩地，到现在
的三千多亩地；从夫妻两双手，到现在的
数百户股民；从落后的农耕文明，到现在
的现代农业，袁小河一路走来，里面的辛
酸苦辣， 已经深深地刻在了这些农具的
骨子里，刻在了这片黑土地上，也储存在
了这条日夜流淌的小河里。
30 多年前，正值年少的袁小河中学
毕业后，便随父母在这里承包了 30 多亩
地，种水稻、油菜、小麦。 耕地靠牛力，肥
料靠人畜粪和草木灰，播种、插秧、收割、
晾晒靠人工，运输靠肩挑背扛，病虫防治
一半靠自己一半靠老天爷。 一幅
“脸朝黄
土背朝天”的辛勤耕作图，已经深深地涂
抹在了袁小河的脑海中。
袁小河虽然陪着父母种地， 但脑子
却总是想着土地外的事， 眼睛总是盯着
承包地外面的世界。 最初人们还在用小
打米机的时候，他便开起了打米厂。 厂子
越办越大，越办越红火。 最后，一个现代
化的大米加工厂，一个“小河牌”品牌，响
彻大江南北。
袁小河并没有忘记这条养育了他的
小河，没有忘记小河边这片黑土地。 在这

条静静流淌的小河边， 一座股份制生态
观光农场应运而生。 踏在农场结实的土
地上，袁小河心潮难平：如果土里不长庄
稼了，水里不长鱼了，空中没有鸟飞了，
我们还能不能生存下去？ 袁小河就像对
待自己的父母和孩子一样， 小心翼翼地
善待着脚下的土地和身边的小河， 以及
这里的一草一木， 一丝一毫都不敢伤害
它们，一心一意恢复着它们的本真。
化肥农药在小河农场悄悄隐去，30
多年前当家的农家肥、 饼肥又回到了这
片一度板结的土地， 高效优质的生物有
机肥，也在这片黑土地上“安家落户”，土
地的每一个细胞似乎瞬间都被激活，一
下子，土地的呼吸又开始顺畅起来。
一批一批“小河牌”有机大米、有机
蔬菜、有机瓜果和无公害水产品，悄悄地
挤上了不少城里人的餐桌， 挤入了城里
人挑剔的胃。
曾经，离开这里的白鹭回来了，野鸭
回来了，鱼鹰回来了，泥鳅鳝鱼回来了，
小鱼小虾回来了，清清的河水回来了，疏
松肥沃的黑土地回来了， 蓝天白云也回
来了。 还有，不少背井离乡，外出谋生的
男男女女，也回来了。
清清的小河， 依然不舍昼夜欢快地
流淌着，带着袁小河的满心希望！

万里征程西复东，回眸豹变白头翁。
笳曾晓月吟边草，剑向青云共塞鸿。
参政明经三级苑，裁诗又继四时风。
听君一首丹枫曲，若上抖音胜网红。

■ 文中华

贺《红叶漫山》付梓
高楼何处响瑶琴，春雨涵山积翠深。
笔底烽烟潮起腕，书中珠玉字含金。
汇成溪浪归沧海，引得鸣鸾入楚林。
枫火腾腾烘此曲，绕梁不绝有余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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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清秋叶漫红，丰收喜悦墨香中。
乡愁纯厚荆襄韵，味道正宗唐宋风。
心系黎民咏时代，情牵军旅唱英雄。
胸怀放远诗书里，淡淡白云飞阵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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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晓芳

我接到万念的电话， 电话里她兴奋
地告诉我，她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收到了，
她考取了海南大学。 万念是我扶贫的屈
岭社区庙湾村的一个贫困家庭的女孩，
她的成长的确不易。
龙泉高中毕业班 5 月 6 日复学后，
万念回到学校紧张备考。 那天，万念正在
班里背英语单词， 班主任贺老师把她从
教室里悄悄喊了出来，问她，返校时你爸
爸的身体状况如何？ 万念说，我爸爸身体
一直不好，有风湿性关节炎、糖尿病综合
症，还有肝硬化，一直卧病在床。
贺老师轻轻拍了拍万念的肩头，说，
你妈妈早上给我打电话说， 让你马上回
去一趟……班主任贺老师不知怎样开口
向万念说明实情。
望着贺老师欲言又止的神情， 万念
猜想，是不是父亲的病加重了？
过了一会，贺老师表情凝重地说，万
念， 你妈妈早上来电话说， 你爸爸去世
了，让你赶紧回去。
听完贺老师的话，万念一下子懵了，
她望着贺老师，一时不知所措，她想哭但
又怕自己的哭声影响到其他同学， 赶紧
用手捂住自己的嘴巴，低头流起泪来。
贺老师陪万念回宿舍清理行李，又
把她送到学校门房。 出校门走了几十米，
一个男子突然追了上来， 友善地对万念
说，同学，请留步，刚才在学校门房，我无
意听到了你的班主任和门房保安的对
话，知道你父亲去世了，你急着回家……
男子戴着口罩， 只露出一双真诚善良的
眼睛，但万念不认识他。

寒门苦练顶天功，军旅生涯气宇雄。
汗洒淮南仁政布，热还荆楚善心融。
缘情故土长江水，造境新园古月风。
梦与九渊同畅饮，一壶先醉漫山红。

在灵前刷题的女孩
男子接着说，同学，你坐出租回家快
些，我帮你叫个出租好吗？
万念又仔细看了看眼前的男子，好
像从没见过此人， 他的年龄看上去比自
己的父亲要大一些。 万念十分礼貌地说，
伯伯，我不认识您，谢谢您的好意，我还
是自己搭车回去！
男子语气诚恳地说，同学，请你相信
我，我只是想帮你一下，我马上叫辆出租
把你安全送回家，费用你不用操心。
说完，男子立马拦下一辆出租，并叮
嘱出租司机， 这个女孩家里有急事要回
家。 万念鞠躬感谢了这位善良的陌生伯
伯，上了出租车。 在飞驰的出租车上，万
念想起了自己的父亲。
在她的记忆里，家里一直都很困难，
即使过年过节， 父亲也从没穿过一件像
样的衣服。 为了她和哥哥的学费和生活
费， 父亲甚至去遥远的新疆建筑工地搬
砖当苦力，直到身体吃不消了才回来。
父亲最犯愁的事情就是他们兄妹俩
的学费，每到开学报名时，父亲就得去找
亲戚朋友借钱。 每当哥哥和她的学费凑
齐了， 父亲那张瘦削的脸上总会如释重
负地堆满笑容，口气像个大款似地说，你
们兄妹俩只管好好读书， 学费不用你们
操心，我有的是办法。 然而，她和哥哥心
里都清楚， 这些钱是借的， 是东拼西凑
的， 是拿田里的农作物当抵押向人提前
预支的。
回到家，万念放下行李后，母亲迅速
给她穿上了孝服。 身穿白色孝服的万念
跪在棺前，望着父亲的遗像大哭起来，边

哭边说， 爸爸， 你说等我高考的好消息
的，我还没考，你怎么就走了呢？ 爸爸，你
说我考上大学后要敬我酒的， 要给我买
礼物的，你说话怎么不算话呢……
哥哥万刚一直把悲痛压在心里，此
时，妹妹撕心裂肺的哭喊，让万刚的悲痛
找到了突破口，兄妹俩一起跪在灵前，泪
如雨下。 兄妹俩长跪不起，失声痛哭，前
来安慰看望的村干部和邻居们见此情
景，一个个都落下泪来。 想着父亲对自己
高考的牵挂，万念强忍着悲痛，从书包里
取出数学资料，在灵前的一张小桌上，边
守灵边刷数学资料上自己做错过的题。
高考前放假三天， 许多同学要么随
父母进庙敬香祈愿， 要么去自家的祖坟
烧纸企求保佑。 万念没有回家，独自一人
在学校宿舍里复习。
那天晚上，万念给哥哥打电话，让他
替她给父亲的新坟烧点纸钱，求爸爸的在
天之灵保佑自己高考顺利，也求爸爸保佑
哥哥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早日到来。
写这篇文章时，万念惊喜地告诉我，
她哥哥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来了， 哥哥
被中南大学法律专业录取了。
从 2017 年至今，万念家一直享受着
低保待遇，她哥哥就读哈工大期间，每年
都享受管理区工会的助学金 4000 元。 初
中时，万念享受义务教育补助，高中时学
校免了她的学费，还发给她助学金。
万念说，她感恩政府，感恩善良的人
们，一直以来，她和哥哥把这种感恩变成
了他们求学奋进的动力。
（通联：屈家岭管理区易家岭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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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覃锡昌先生大作问世
从军从政两从容，岁至霜浓万树红。
快意人生诗垒就，可歌可醉可推松！

■ 陈望立

贺覃锡昌先生《红叶漫山》发行
峥嵘岁月火枫林，红叶摇诗片片心。
秋拾漫山情与热，点燃记忆字含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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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锡昌先生《红叶漫山》首发式留韵
且把襟怀寄日光，柔豪挥洒尽华章。
菊开时节人同醉，不是花香是墨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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