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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在一个依山傍水的地方，大片农田
围着零碎的十来户人家，典型的江南农村。从
小和农田稻子打交道的人们对燕子不会有丝
毫的陌生，我也是念着“燕子的尾巴像剪刀”
这样的语文课本长大的。每年的三四月份，这
群精灵般的黑色小鸟便会从遥远的南方海滨
飞回到农田里，然后筑巢、繁殖、生息，再在斑
斓的秋季离去。

燕子总将巢筑在人们的屋檐下，天空中
飞翔的燕子很多，但是燕巢却不是每户人家
都拥有的。很庆幸，我家的房子得到了一对精
灵的亲睐。自我有意识起，房檐下便有着一个
足球大小的燕子窝。燕子似乎是恋旧的鸟儿，
一但筑好了巢，便会一直住在那。所以每年那
对恩爱的夫妻都会在我家的屋下进进出出，
叽叽喳喳声，扇翅声，好不热闹！

人们对燕子总是满怀着喜爱与善意，对
燕子前来房下筑巢也是欢迎和欢喜的，并告
诫孩子们不得去破坏那些小巢儿，更不准他
们用石子去扔燕子，甚至警告孩子：打燕子、
掏燕窝头上是会长癞子的！我自小对此深信
不疑，心想：世上这么多鸟儿，只有燕子能在
人的屋檐下筑窝，原来它不惧人啊——伤它
会长癞子！我想，谁都不愿意长癞子的。所以，
我对天空中那些飞翔的黑色鸟和檐下的那个
燕子窝始终保持着足够的敬畏。

但叛逆往往都是从敬畏开始的，何况，我
还是一个心中充满了好奇心的男孩子。每次
看到那个很安稳的悬在檐下墙上的泥土窝
时，一个胆大的想法便在不停地酝酿着，直到
有朝一日终于爆发了！

也是一个初夏，我已经是一个八岁大的男
娃。“七八岁的娃子狗都嫌”，我那时很调皮，很
会捣蛋，村里赶鸡撵狗，上树掏窝取蛋，下河摸
鱼捉虾，想玩哪样就玩哪样，为此挨了不少竹条
子，却总是改不了。一个阳光很好的上午，家人
都不在家，我一人坐在竹椅上看《小兵张嘎》漫
画，一次抬头便又看到了檐下的那个窝儿。我从
椅子上跳了起来，扔下漫画，走到燕窝之下，抬
头望着它转了几圈，一溜烟地跑进屋子里，翻出
藏在沙发垫下的自制弹弓，又在地上找了几颗
石子，瞄准它打，每次都打中了。但不知道是弹
弓威力太小还是窝儿太结实，燕窝除了掉了点
灰泥儿下来外，一点反应都没有！我将弹弓别在
裤腰上，又找来一根长竹竿。不过这时家长的警
告却从脑海里冒了出来，我握着竹竿皱着眉在
燕窝下走了几圈，终于举起了竹竿，犹豫片刻，
用力地向上捅去！

“哗……”泥块、灰尘最先落下来，我正站
在窝下抬头望着，眼睛、鼻子、嘴巴都遭了殃。

“呸呸呸……”我跑开吐出了口中的干泥，再
用毛巾揉了揉眼睛，好一会儿视力才恢复过
来。我又急忙走过去看燕窝的现状，只见它从
中间烂了一个茶碗大的洞，不时还有小泥块
从上面掉下来，而地上则多了一个由泥土、干
草、破絮组成的难看小堆，中间还有几个已经
破了的小小蛋壳儿。那是燕子的卵，蛋清蛋黄

都与尘埃混在了一起。我愣在了那儿——天
哪，我捅了燕子窝！

回过神来后，我感到一阵惧怕，怕头上长癞
子，也怕家人回来发现后对我的惩罚。我急忙找
来扫帚将地上那个丑陋的小堆扫掉，再用抹布
将那些蛋清擦干净，然后又做样子地拿了本语
文书坐到椅子上。其实我当时是什么都看不进
去的，脚不停地发抖，我可不想被家长惩罚，更
不想长癞子，哪怕那时候我并不知道癞子到底
是什么，但我想肯定是种很可怕的东西！

中午，家人们都回来了，我已经基本上平静
了下来，至少腿不抖了，但还是紧张得厉害，生
怕家人发现那个残破的燕子窝。还好，他们并没
有注意。家人们吃完午饭又出去了，但整个下午
那对燕子父母却在屋檐下不停地飞着，不停地
叫唤着，气急败坏的样子。我紧紧地将门窗都关
闭着，然后躲到床上钻进了被子里！令人高兴的
是第二天那对燕子再也没来了，大概是彻底失
望了吧，家人也并没有发现我的坏事儿。一连几
天，如往常一般地度过了，但我却始终放不下心
来。我发现，未知才是最可怕的，我将长癞子想
成了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我想，一旦长了癞
子，我就会死掉的。我这样担心了一个夏天，期
间，妹妹发现燕子窝被捅坏了，但意想不到的是
父母并没有来问是不是我干的。

我在惶恐中度过了近三个月，不过我并
未长那大人口中所说的癞子，慢慢地，我也不
担心这个了。很令人惊异的是自捅了燕子窝
之后，我便不在调皮捣蛋了，似乎一夜之间变
了个人，开始学会了安静，学会了听话，学会
了努力学习，成为了家长心里的好孩子，老师
口中的好学生。我开始淡忘了儿时的那件让
我担忧不已的捣蛋事情。

直到一年春天，燕子又从南方回来了，在田
间飞来飞去。看到一些燕子啄泥筑巢，还有些燕

子在人家屋檐下飞上飞下，我呼吸变重，又想起
了那件错事。想起来，自那以后，再无燕子在我
家檐下筑窝了，我家被那些小精灵们鄙弃了。我
认为这是那对燕子夫妇不肯原谅我，所以告诉
了燕群我干的坏事，让它们不得在我家筑巢。突
然心中有了种悲伤，我感觉我失去了燕子，因为
我而使我家也失去了燕子。我终于发现，我那时
真的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

以后每次看到那些或飞翔或停在电线上的
黑色小精灵时，自责、悲哀便会条件反射般涌上
心头，这种情形甚至比小时候所想的“长癞子”
更加严重可怕。我想赎罪，我在田间望着那些飞
翔的黑影不停地念叨着：“我错了，原谅我吧！”
但它们似乎并未听到，即使听到，我想它们也不
会懂吧。几年来，燕子还是从未到过我家屋檐，
我的自责和担忧也并未随着时间消尽散去，反
而愈加的深了。我只能把它们放到心底，这使我
的心始终披着一件灰色的衣裳。

前几天放假待在家里，我还是如小时候
那样坐在竹椅子上看着书，耳畔却不时传来

“叽喳”声，我抬头望向传来声音的地方，随即
狂喜，奔了出去。还是那方屋檐，在那被毁的
窝旁，一只新的燕巢不知道何时已经搭建好
了，檐下那个黄灿灿的建筑看起来那么结实，
那么漂亮。几只稚嫩的小脑袋探出窝来，发出
一阵清脆的“叽喳”声，一只黑燕恰好从外面
的田野飞回来喂食，喂完了，欢快地叫了几
声，又飞向田野。

“哈哈……”这时，我已经欢愉得放声大
笑了。我家又有一个燕子窝了，一个新窝！燕
子原谅了我那年少好奇所犯的过错，它们又
回来了！巢中的燕雏被我的笑声所惊扰，又发
出慌乱的“叽喳”声。我终于放下了心底的那
份沉重，看着这个新巢，看着那几只燕雏，我
高兴地笑着！

◆回望

燕 子 又 回 来 了
侯振山

和你再次相遇仍是阳光明媚的午后
像遇见一位多年未见的老友
你是我青春梦境里唯一向阳盛开的花朵
此时，阳光灿烂如二十年前
让夏天的一切绿得透亮
把你些许的孤傲衬托得特别雅致
我从不忍心将你碰触或者摘下
用掌心的温度禁锢你高贵的灵魂
但却想把过往的遗憾挤入你的梦境

我愿成为一粒如尘埃般渺小的信徒
幸福的藏在你那小小的花瓣里
把你重新带回蓝空下精致的木屋旁
让那只熟悉的白色蝴蝶催醒
满山翠竹，清溪绿柳，陌上百花
让它邀请一夏的山风
把每一朵贴在泥巴上枯萎的野菊救活
把梦中的草垛搬回长满野花的梯田上

在我还未苍老的年纪
让我以仰望花蕊的姿态和你安静叙旧
我会等一个繁星爬满山顶的夜晚
和你一起枕着二十年前木屋前后的绿草花香
做一个关于重回故乡的旧梦

◆诗园

与 花 眠
石冬梅

每天放学，
我们都会在二完小长廊里，
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我和堂姐李林夕相互约好，
每天一起回奶奶家。

现在李林夕去三中读初一了，
堂妹李雨晨又来二完小，
上一年级了……

等
邵东县城区二完小116班 李尤其

秋海棠 杨民贵 摄

正好赶上放假，我们一家子去了新宁崀山。
传说，曾经舜帝也经过崀山呢！舜帝经过时，见
这方山水甚是美丽，脱口而出：“山之良者，崀
山，崀山。”崀山的名字便由此而来。

坐了好久的车，我们终于来到了崀山。我们
首先来到了著名景点——天一巷，我们顺着山
间的阶梯，一步一步往上爬，爬到半山腰，终于
盼来了我期待的景点——一线天。从下往上看
去，就好似一座大山被一把斧头劈开，只留下中
间一点点缝隙。传说是一对恋人在即将拥抱的
那个时候，忽然变成了石头。这不禁让人叹惋！

我迫不及待地拉上父母，在巷口排起了队。
趁着这个间隙，我上网查了查资料，这一线天全
长200多米，最窄的地方竟然只有0.33米！那还
能过去吗？我惊讶道，随后望了望人群，又放下
心来。我们跟着人群缓缓移动，不知不觉来到了
只有0.33米的最窄处，我侧着身子小心翼翼地
走了过去。我回头往后一看，真高，那感觉仿佛
自己只要一个脚软，就得往后栽。我赶紧回头，
加快脚步往上爬。

参观完天一巷，我们接着来到了八角寨。
我爬到半山腰上，抬头望去，数一数，还真的有
八个峰头呢！他们藏身于云雾之中，若隐若现，
倒是为它们增添了几分神秘。恍惚间，它们竟
然化身成为了一条条神秘的大鱼，翱翔于这片
云海。不愧为闻名的“鲸鱼闹海”啊！

转眼来到了辣椒峰的脚下，抬头望去，辣椒
峰的周围都是悬崖峭壁，寸草不生，却独独头顶
上生出一片片绿草。辣椒峰头大脚小，远远看
去，可不就是一个辣椒嘛！（指导老师：向辉）

◆记录

游崀山
武冈市城东中学九年级 姜 超

燕子和父亲赌气，才来到那个被山环绕
的朱山村。燕子的一个表舅在农村，她自认为
没有比表舅那更穷的了——雨天走泥巴路，
晴天走灰尘路，家里的电视机放不出图像时
要用手敲一下，冬天实在冷不过，就挤到炒菜
的煤炭炉边，暖一会。

燕子一到朱山村，就发现自己错了。这
里，山连山，只留下一条窄窄的山路。

接待燕子的村主任堆着笑脸说，条件是
困难些，不过还是能克服的。在山腰上，燕子
看见山下的一条河，还有一根大铁绳，上面被
摩得很亮，露出一片白。村主任并没有下山，
而是指着那根铁绳，对燕子说，我们待会就坐
这个过去。村主任把燕子的行李挂在上面，把
开关打开，用力一推，行李就像一阵风一样嗖
的一下就滑过去了。燕子抖了一下，问村主
任，你们都是这么过河的。村主任指着山下
的一间小屋说，以前那间小屋的李老头专门
给过河的人摇船，可惜他得肺炎死了。后来，
就有人想出这个好办法，省了不少时间。燕
子不敢走。村主任送她下山，给燕子讲述村子
的历史。

走了半天，终于到学校了。教室没有门，

窗户是纸糊的，不知是被风吹的还是被淘气
的孩子捅的，每个窗户都有几个大窟窿。一个
五十岁左右的男人走到燕子面前，伸出手，对
燕子说，是李老师吧！村主任说他是校长，是
这里唯一的老师。

才给孩子们上了一天课，燕子就想回家了。
她不敢吃饭，因为菜里有黑乎乎的锅灰。实在饿
不过，燕子就会闭着眼咽下几口白饭。就连上厕
所，燕子也不敢去，蹲在两块木板上，她怕木板
断了，掉进粪坑里。燕子决定了，现在就回家，被
父亲瞧不起就瞧不起，总比在这受罪强。校长知
道燕子要走，没有强留，只是带着学校的十三个
孩子紧紧跟在燕子身后，什么也不说。

燕子走到村口，难受得喘不过气来，她从
没见过这样隆重的告别。校长终于开口了，他
说，李老师，您能不能再讲几天，等我们找到
老师再走？燕子看着这十三个孩子，她知道，
他们已经被自己从城里带来的新鲜东西迷
住，都渴望从这里走出去，到外面看看。

燕子点着头，跟校长他们回到学校。回到
学校，燕子给她师范大学的同学打电话。手机
没有信号，燕子走到外面，还是没有信号，燕
子往山上走，终于有了信号。燕子打了十几个

同学的电话，没有一个愿意来。
过了一个月，燕子接到父亲的一个电话。

父亲说他已经知道燕子在学校那边的情况，
他很高兴，自己的女儿长大了，他不会再干预
女儿的决定。那个晚上，燕子兴奋得一夜没
睡。就在燕子习惯这里，并渐渐喜欢这里的时
候，一个难题又摆在她面前。学校有一个和县
城一中交换生的名额，在这十三个孩子中，有
两个是最合适的，他们成绩都很好，都听话懂
事。燕子不知道该怎么办，给了三娃子，就对
不起黑子。

晚上，三娃子的父亲给燕子送来一只母鸡。
燕子不肯要，三娃子的父亲把鸡放在那就走了。
燕子知道，三娃子的父亲是为了交换生的事情来
的。这让燕子更为难了，她打电话给父亲。父亲对
她说，当初想让你考公务员，就是为了让你为大
家服务，你没有按我说的去做，却帮助了更多需
要帮助的人，你比我想得更远。

第二天，燕子把母鸡退回去，叫来三娃子和
黑娃，扔出两个纸团，对他们说，交换生的事情，
谁选中谁就去。两个孩子好像都没听见燕子的
话，呆在那没动。过了好久，黑子才说，我不选，
让三娃子去，他比我大一岁，我明年还有机会。
三娃子说，我才不去，我家能吃上鸡蛋，比你家
好。到最后，两个孩子，谁都没选。燕子更为难
了，燕子把事情告诉校长，让校长出个主意。校
长说，我试试，我试试。

过了几天，校长又拿了一个名额回来，对
燕子说，这下好了，两个都能去。燕子拿着两
张表格，笑得掉出泪来。

◆小小说

无 悔 乡 村 路
赵登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