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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峰山里
邓跃东
半月前，做狱警的朋友老金喊
我去一趟雪峰山，他说我熟悉山里
的情况。我答应陪他前往，也有很
久没去山里转悠了，但具体时间定
不下，
安排两次都临时取消了。
老金在市中院的门口接访，参
加集案的调解，多是一些认为不公
的牢狱案子，一些亲属在帮助申
诉，出狱不久的要求调查重审，不
给赔偿就吵闹，
劝说也不走人。
老金告诉我，有一个年轻人约
好在这里见面的，
一直不见来，
也联
系不上，所以早想喊你一起去他家
看看。老金对这个人很上心，这里
面必有故事，就问他是什么情况。
老金说，干脆铁下心明天去山里一
趟，
不然不知要拖到什么时候。
第二天早上，下着小雨，我和
老金开车赶往一百多公里外的乡
下，寻访一个出狱不久的年轻人。
我问，都已经出狱了，还要这么操
心吗？老金叹说，人是讲感情的，
你拿出真情，他们信任你、依赖你，
就把他们放不下，不想看到自己的
心血白花了，总想帮他们在追讨公
正、化解纠纷上想想办法，要是再
次进来了，
不是滋味！
老金告诉我，今天要见的是小
张，他的案子有点问题，小伙子最
早流露过出狱后要报复对方的想
法，开导多次，建议他出狱后起诉；
他就自学法律，也帮他找了很多相
关的资料，思维越来越理智了。曾
经说好回家找到证据后一起谈谈
的，但出狱两个多月了，一直未见
联系，
会不会有什么事！
小张家在雪峰山腹地，我们一

路打听，才找到进山的路。山路两
边是青翠的竹林，时有飞瀑飘过，
空气清新。深山与外界接触少，山
民保持了心的纯朴，我觉得住在山
里面十分安宁和惬意，没有鸡零狗
碎的烦恼。
我正要向老金询问时，他接了
一个电话，一个明天就要出狱的人
的亲属来到监狱，想见见他，约过
几次了。老金告诉对方，现在山里
面，回来见面细谈。这又是一件什
么事呢，
缠得老金气都出不来！
老金告诉我，这个小伙姓谭，
牵进一桩矿山事故案，坐了四年
牢，平息了矛盾，矿主答应出狱后
给他二十万元补偿。他现在很纠
结，心里没底。那个老板最近也传
话过来可以见面谈谈，他很信任老
金，想让给个主意。这个事之前就
听小谭说过，因为不了解事情的经
过，老金不好草率地给出意见，还
是当面问清楚再说。
正要深一步交谈时，车子开进
了小张他们的村子。到了小张家，
他却不在屋里，一月前下广东打工
了。小张的父母在，知道我们的来
意，连连感谢老金一直以来的关心
和帮助，然后要杀鸡留饭。为了弄
清情况，
老金决定做一回客，
慢慢交
谈，但提出要付饭钱，一人五十元。
老人说，你们是贵客，哪能收钱，能
来就是看得起，
提钱就见外了。
我 们 喝 着 米 酒 ，谈 着 家 里 的
事。小张当年在广东被骗参与一
桩诈骗案，判了五年，表现好减了
一年，拉他下水的是村里一个人，
没有受到影响。小张原来打算控
告的，回来后不打算告了，让对方
懂得人跟人是不一样的，然后就去

了广东。小张父母说，儿子能想得
明白，要感谢金警官平时的帮助，
一直把他当个正常人看待，让他树
立了信心，出狱后觉得不必把矛盾
延伸下去，增加怨恨。这个人心里
有数，最近托人过来表示了歉意。
这个事情却还只是个开始，老人
说，这几天有人上门来给儿子提
亲，女方也在广东打工，用手机发
了照片过来，妹子很漂亮呢。说
着，
老人就掏出手机来……
米酒喝得很起劲，小张父亲不
停地给我们夹菜，我觉得身上一阵
阵的热。老金开始想给小张打个
电话，后来一想不打了，让老人转
告来过就行。
然后我们离开了，饭钱当然没
有付出去，我给老人发了一包烟，
他高兴地接下了。
下午四点多，我们赶回监狱，
见到了小谭和来接领他的哥哥。
老金买来一个西瓜，几个人一边吃
一边谈。西瓜吃完了，事情也了解
清楚了。老金一抹嘴巴说，这个事
我不多说了，你觉得这笔钱该不该
拿，我讲个故事给你听。接着，老
金把上午在小张家遇到的事情原
原本本告诉了他。
小谭听了后，有点坐不住了，
他说，就是就是，我就是有点把不
准，
才要跟你说说，
总有点担心。
老金说要走了，拍着小谭的肩
膀说，出狱就跟出浴一样，一个干
干净净的身子，哪些东西能往身上
带，
你懂的，
是不！
小 谭 连 连 点 头 ，说 是 这 个 道
理，心里有点感触，但是不能想得
通透。老金笑着说，要多洗浴，没
什么难的！大家一阵哈哈大笑。

老 房 子（外二首）

我从远方来
请你在阳光里多笑一点
听说你的血液与我一样
我们都是地球的儿子
只是你生活在热带雨林
我生活在嘈杂的闹市

黄复兴
打开门
老房子没有眼泪
我有
只是不想流
在这里结婚
生子
看书
写诗
按时上班
按时下班
有饭吃
对生活没有过高的奢望
想找些书
或创作笔记
很失望
尽是灰尘的沉默
推开窗叶
外面的世界照旧
阳光妩媚
夜晚星光灿烂

书桌还在
四方凳子未损坏
当年就坐在这个位置写诗
虚构远方

我想请你去城市做客
那里的繁华读你为上宾
若是我们漫步于黄昏
一定招来好奇的目光

那时情感如春
妻子也温柔
不像现在
一说话恰似雷公
真想在这里吃一餐饭
或睡一次觉
甚至写一首诗
挣点零花钱
这些已成过去
无法追回
若是时间可以重来
我一定在这里守住我的年轻

龙血树
因为长得古怪
才与你握手

沙漠玫瑰
除了美
还有顽强的生命力
沙漠虽然恐惧
但是对你只是生活里的一个
故事
静坐荒野
无视阳光的存在
土壤的干燥
把沙丘当成食物
繁枝扭曲成景
点缀风的笑容
吻一吻你的芳唇
令我迷恋一生

●看图说话
人到中年万事休，
却道天凉好个秋。

进退得失全看透，
名利当作粪土丢。

心 愿
心愿，
她是在盼望着能回到从
前，喂一大群的鸡鸭，园子里
前年有段日子，
母亲隔三 能种上各种各样的作物，
甚至
差五打来电话，
我总简单地回 还在想着每年能攒下点钱，
把
她：
“忙呢，
过几天回来。
”
随即 老家的旧房子翻修了。
挂了电话。我不想讲过多的
我佩服母亲到老也不肯
话，
母亲毕竟是年过七旬的老 服输的个性，
她浑然不知她已
人，耳聋让她听话比较吃力， 经是一个年过七旬的老人。
但母亲的要强却无人能及，
她
作为儿子，
我对治愈她的
一直盼着能恢复到病前的样 病无能为力，
但对母亲所盼望
子，
天天照样能下地劳动。
的老屋翻新，
是完全可以做到
但事实已不可能，
母亲自 的。于是我和妻子鼓足了十
2015 年发病后，已住过三次 二分的勇气，于 2017 年年底
院，2016 年做了心脏手术，回 开始了施工。很快就是一年
家服药休养，
病魔让她没有过 了，虽然还没有竣工，但也进
一天舒心日子。只要不太舒 入了装修阶段。
服就会打我电话，说是要住
这一年，我奇迹般发现，
院。每次我都匆匆地赶回家， 母亲完全变了个人，
不但能烧
把母亲从乡下接到城里来，
到 火做饭，而且还能下地劳动。
了医院，检查诊断后，医生总 我和姊妹们发现她劳动时总
是重复那句话，年纪大了，住 是劝她，身上已装了机器，不
院与在家服药差不多。可母 能劳动。可她还开始反驳起
亲就是不信，
她坚持认为她的 我们了，
“没事的，
我一餐都能
病是完全能够治好的，
我只有 够吃两大碗饭，
你们年轻人都
安慰，
还能说什么？但我心里 还吃我不赢”。这时候，我的
非常清楚，
母亲患的是老年性 小女儿突然说，
奶奶是因为修
心脏病、高血压，只有长期服 房子，你们经常回家看她，身
药维持而不能根治。我也非 体才好的哩。
常明白，
每次电话母亲都是在
童言无忌，
这话让我想起
身体极不舒服才打来的，
有时 那首脍炙人口的歌：
找点空闲，
我真的想替母亲分担一点病 找点时间，
领着孩子常回家看
痛，
哪怕一丁点儿。而我能够 看；
带上笑容，
带上祝愿，
陪同
做的，就是及时地赶回家，给 爱人常回家看看……一辈子总
她些许问候和安慰，
这样母亲 操心，
就奔个平平安安！
心里就会舒坦些。
原来，母亲盼望着修房，
在外人面前母亲也从不 希 望 给 儿 女 们 一 个 温 馨 的
提及身体有病，
甚至隐瞒，
总是 家。她想让我们回家有个好
说自己身体好得很。一旦病情 的吃住环境，
希望我们常回家
有所好转，
就会对我们姊妹们 看看，这才是她最大的心愿！
说，
她跟个好人一模一样。
看着母亲整天忙忙碌碌的身
治好病，
这是母亲的一个 影，
我衷心祝愿她健康长寿！
朱大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