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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语喈喈
□ 查晶芳

夏意将稠夏意将稠 （（李昊天李昊天 摄摄））

春夏之交，若醒得早，可以闲卧听鸟。
起初，轻轻细细几声：喈，啾，叽叽，叽啾。像婴孩伸

着小脖颈探头探脑。见四下无人，胆儿大了，你一句，我
一言，开始闹腾：吱溜溜，叽啁啁，啁叽啁叽，咕叽啁咕叽
啁，吱咕咕吱咕咕啁……尔后，众友至，合唱始。调门不
一，各抒其情。如数手联弹，百指轮弦，却是疏而不密，
轻快怡然。其声脆，若早春初萌之新叶；其音清，似幽涧
涓涓之溪泉。句句声声，又明亮剔透，恰珠玉粒粒，于碧
翠盘中，抛来荡去。清光绿影间，嘤嘤娇啭，嘀嘀溜圆，
呖呖声甜。纯净空灵，妙不可言。倘声音可采，集一盅
鸟语，必是清明谷雨前之鲜嫩芽尖，足可泡一壶曼妙春
色。无需品，只轻嗅，香氛已醉心。

山中鸟鸣颇有不同。“唧——唧——唧——”尾音很
长，且一句句不急不徐，韵味十足，咏叹调一般。有诗人
说“鸟啼接近圣经”，应当就是在幽静的深山中听到的
吧。还曾于乡间闻鸟曲，也别有意趣，印象颇深。

是日周末。沿门前小径，独自徜徉。道路平敞，道
旁溪涧淙淙，绿树环合，时闻鸟鸣。过桥数步，有翠竹林
立。其侧，屋舍数楹。篱笆为垣，内有碎石子漫成甬
路。另有石桌石凳，悄然静立。近前环视，主人不在，屋
空院旷，便坐石凳上小憩。

鸟语渐起。
啁啾叽啾叽啾叽啾——
叽啾叽啾叽叽叽叽——
串串清音，譬如绿珠，粒粒入耳，入心，消得一身尘

嚣。便觉得自己也轻了，净了。便觉得自己也是一只鸟
儿，可以振翅，可以鸣啭。

录了音，放给学生们听。一室鸟鸣，一室清风。
张晓风说，鸟儿是负责丈量天空的。谁量高度，谁

算蓝度，谁测透明度，各司其职。可鸟儿们又不是好的
数学家，它们核了又核，却总也说不出个具体数字，于是
就不停地叽叽喳喳喳喳叽叽。这真是一个美丽的说法。

鸟的词汇量其实很贫乏，不过这几个：喈，叽，喳，
啁，啾，咕。单音节、双音节、叠音，加上最通用的修辞

“反复”，或连续反复，或间隔反复，差不多就是它们语言
表达的全部了。它们的调门也不过或缓，或急，或高，或
低，亦非新奇。然而，它们却是来自天空的生灵，它们知
道宇宙的秘密。

最简单的往往最深邃。《道德经》云：一生二，二生
三，三生万物。我相信，鸟儿们就是在用简单的语言诉
说着丰富辽阔的世事。“花木管时令，鸟鸣报农时”，千百
年来，人们正是在鸟鸣中聆听着季节的回声。“长着翅膀
的生灵，都是造物选定的先知”，在古老久远的年代，人
们的确常常通过鸟儿来占卜吉凶预测祸福。

抬头看天，鸟在天上替我巡视。它们俯视苍生，历
经寒暑冷暖，看遍风云变幻。一切玄妙深奥之事，皆悉
收眼底，了然于心，说出来的却非关沧桑，而是声声呼
晴，粒粒清圆。也许，看透生命的，才会生出真欢喜吧。

如果有来生，愿为一只鸟。于蓝天下，绿叶间，晴窗
前，啾啾鸣唱。

山歌是吼出来的。高亢、嘹亮、激
昂、奔放的唱腔，酣畅淋漓，激情满怀，
一声入耳，回荡于心田，余音三日不绝。

小时候，故乡的端午节是要吼山歌
的。那时候，乡政府还不叫乡政府，而
是被称作人民公社。山歌是要端午节
下午才吼的。一个上午，家家户户粽子
飘香，杀鸡宰鸭，腊肉正好吃，咸鸭蛋腌
出了油……菜地里绿的紫的红的菜一
起被搬上桌，一大家子人围坐一桌，斟
上雄黄酒，就着挂在门框上浓郁的菖
蒲、艾草的味道，在谈笑声中吃喝起来。

看不上花船，划不上龙舟，但端午
节在故乡的小乡村气氛依然浓烈。那
时，也许人们并不知道为什么会有端午
节，更搞不懂屈原为何方神圣，只知道
在这个沿袭千年的传统节日里，晚辈一
定要给长辈送礼，嫁出去的女儿一定要
把做出最好的粽子第一时间送回娘家
孝敬父母……端午节吼山歌，是稀松平
常的日子里，一个颇有趣味的兴奋点，
让人十分期待。

于是，这一天里，街道上的人不由
地多了起来。不管赶不赶场，街上都会
涌现很多人，上午为采购，吃过午饭后，
行走在街道上的人便是来听山歌，不管
十里五村，不管相隔多远，只要有空，人
们都会上街来逛一逛。而等待，总是那
么漫长，又是那么煎熬。

记忆里的公社门口，是一个光滑的
平台，平台上砌有一个花园，平台通往
街市的是一个斜斜的陡坡。街道上一
排高大浓密的梧桐树直把公社门口与
斜坡拢进了清清凉凉的绿荫里。来来
往往的人，有的戴着草帽，有的戴着斗
笠——即便艳阳高照，人们也是这样一
副装扮。道理很简单，除了防晒，端午
的雨说来就来，毫无征兆。“年年端午风
兼雨，似为屈原陈昔冤。”这就是家乡人
常说的“端午涨水”吧，而且，几乎年年
都很应验。

“哟……嗨……嗬……”应该是下
午两点左右，突兀的一声吼，拖着长长
的调子，由高及低，再蜿蜒而上，声音洪
亮、坚定、有力！声音击打着人群，人们
似乎愣怔了一下，忽而齐唰唰转身，朝
公社门口走去。

不错，正站在公社门口花台上的吼
山歌那两个人，高矮胖瘦相差无几，跟
所有人的打扮一样——一个戴着草帽，
一个戴着斗笠，尽管天气有些闷热，但
他们并没有摘下来。发旧的白衬衣、黑
长裤，褐色的塑料凉鞋，这要算他们的

“正装”。
再一声山歌吼起，流动的人一下子

安静下来，所有的人都仰着脑袋盯着花
台上的两个人，仿佛山歌不是吼出来
的，而是看出来的。

（领）嗯唷斫竹，
（和）嗬哟嗨——
（领）嗯唷削竹，
（和）嗬哟嗨——
（领）弹石、飞土，
（和）嗬哟嗨——
（领）嗯唷逐肉，
（和）嗬哟嗨——
花台上的两个人，表情丰富，一唱

一和，高亢的调子，时急，时缓。急时，
音律铿锵，如人勇搏激流。这种声音充
斥着我的耳膜，仿佛把我带入了久远的
原始社会，使我疑心台上这两个人是野
人。缓时，音律舒展，让人如置身于茫
茫绿野，立马又让人希望无边……

入迷的听众，眼睛仍盯着花台上那
两个吼山歌的人，嘴巴竟也跟着一张一
合，神情专注。老人含笑，孩童停止了
哭闹，年轻人被这种原始而天然的嗓音
所倾倒，脸上尽现钦佩之神色。

从录音机里播放出的各种流行歌
曲，哪及这撼人心魄的唱音。

多年后，我才知道这首山歌名叫
《斫竹歌》，被称为中国民间歌谣的“活
化石”。这是我听到过的最好听的歌
儿。

一曲《斫竹歌》罢，一首《插秧歌》又
响起。淳朴自然、热情奔放的歌声掷地
有声，唤醒了人们劳动的力量，点燃了

生活的激情与希望。歌声穿入乡村的
云层，四散在川南的土地上，仿佛埋下
了一枚枚好善积蓄而又勤劳的种子，见
证川南人虽苦犹甜而生生不息。

“为人在世啊要学好，莫学南山一
丛草，风一吹来两面倒……”这该是一
首《劝世歌》。只可惜，我只在那年端午
真真切切听到这一次。后来的几年端
午节不知道为什么竟然没有听到山
歌。再后来，家家户户有了电视机，逐
渐有了更多的娱乐活动，直至每年过端
午节再也听不到山歌。

曾经，闹哄哄的集市上，我看到那
年吼山歌的其中一个人，背着背篼，戴
着草帽，仍然是发旧的白衬衣、黑裤、塑
料凉鞋，手里提着一杆秤。原来，他是
个收鸭毛的，但从没听他吆喝，仿佛所
有的人都知道他收鸭毛，不自觉地想把
自家的鸭毛都卖给他。那次，我一直跟
着他，他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不远不
近，甚至离开集市，还往他家的方向跟
了老远。我希望还能听到他高亢、粗
放、热情、舒缓、动情而悠扬的山歌声，
但他除了偶尔的几声咳嗽，始终一言不
发。

端午节里的山歌声，就这样，遗失
在旧时的美好里，遗失在那贫穷但仍然
快乐的岁月中，它竟然让远离故土之
人，有着刻骨铭心的念想。

“今天是父亲节？”父亲一边拣拾
着豆角一边问，我看到他头上的大片
白云般白的让我心里生痛的白发，一
双布满老人斑的大手颤巍巍地动着。

“如果你爷爷还在，真想把每一
天都过成父亲节。”说到这时，我看见
父亲眼睛里的泪花滚动，老人家缩了
缩要流出来的鼻涕，用颤巍巍的手擦
了一把眼睛。我却忍不住了，看着父
亲稀疏的白发，佝偻的身影，泪水早
已模糊了双眼。

“你今天想吃啥？我给你做，能
吃尽量多吃点。我今天到菜市场逛
了几圈，看到有你喜欢吃的马齿苋，
还有红肉木瓜，就给你买了，你妈说
给马齿苋加个鸡蛋，既开胃又补气，
对你身体好。还买了些杨梅，书上说
杨梅有止吐作用，而且还开胃消食。”

父亲又在那唠嗑上了。佝偻的
身影披着霞光在厨房来回挪动，像一
道闪电涂在弓箭上。

“爸，您身体也不好，别起来太早
去市场转了。”最近父亲心脏不适与
头晕头痛犯得更厉害了，我很担心老
人家。

“没事的，反正我一般醒的早，也
睡不着了，不如起来转下，甭担心我，
你爸这一把老骨头还能撑得住的。
闺女你想吃什么尽管跟爸提，唉，看
你身体都瘦弱成什么样了？安心把
身体养好，别的不用多想。”

父亲声音不大，却每一个字都像
洪钟似的痛击我的心扉。可怜天下
父母心，就算活到再大年纪，老人家
也要像苟延残喘的木棉树，努力为子
女撑出一片晴空。

父亲边说边把拣拾好的豆角放
进盆里，然后搀着门把，弯腰吃力地
蹲下，从地上的菜篮里拿出一把马齿
苋，马齿苋青绿的叶子上还沾满早晨
的露水，多像父亲晶莹无瑕的汗珠，

裹着对子女无私的爱。
冰心曾经说过，父爱是沉默的，

如果你感觉到了那就不是父爱了。
年轻时曾一度不能理解这句

话，但如今病得一塌糊涂的自己，
看到老态龙钟的父亲在厨房忙碌的
身影，眼睛止不住湿润了……那蹒
跚的脚步，爬满褶子的双手，迟缓
的动作，一个古稀老人用尽全力，
只为生病的女儿做一顿可口的饭
菜！特别是老父搀着腰吃力的躬
身，拱起小山样的脊背，多像一头
沉默的老黄牛，不求回报地付出。
此刻，终于感受到冰心老师的睿智。

父亲一生从来没有说过他有多
爱我，但他却无时无刻不在用生命
诠释深沉无私的父爱，甚至消磨了
他的青春，透支了他的健康。

这几年我的身体越发不好，还得
了一种怪病，听到大的声响就呕吐不
已。父亲撑着佝偻的身子，陪我走遍
省城大小医院，虽见效甚微，还把家
里的积蓄耗尽，债台高筑，但老人家
并无半句怨言，还时常安慰我鼓励
我，让我要坚强一点，凡事往好方面
想，安心等待治疗机会。

常常感觉自己很不孝，不惑之
年，本应是我照顾迟暮的父亲，却还
要老人家为我操碎了心。有时吐得
天翻地覆，胃里难受，什么也吃不下，
明明就是病魔捣的鬼，我因心中烦
躁，反倒埋怨父亲做的菜难吃。等心
绪平静下来，总是懊悔不已，几乎不
能原谅自己。

然而，知女莫若父，父亲明白我
内心的痛苦，从来不与我计较，更不
会发脾气骂我，仍然我想吃什么就默
默给我做。听别人说，莲子炖猪肚养
胃，能止吐，父亲天还没亮便爬起来，
跑遍小县城里所有的菜市场，就为了
和菜馆子争个猪肚！但我竟然没有

感恩，还挑剔父亲。
一想到这些，心中总是疼痛不

已，愧疚难安。
现在一脸慈祥的父亲，正戴上老

花镜，用他那双布满沟壑干柴一样的
枯手，颤巍巍地把马齿苋最鲜嫩的部
分摘下，把剩下的那些老梗剔除。老
父知道我最爱吃马齿苋，特意给我摘
些鲜嫩的，口感好。然而勤俭节约惯
了的父亲，那些老梗他舍不得扔掉，
常常偷偷瞒着我们另煮一锅，他自己
吃。

想起小时候，每每吃鱼、鸡、
排骨，父亲总会把最好吃的鱼腩
肉、鸡腿鸡翅、排骨尾夹给我和弟
弟，他却总骗我们说他喜欢吃鱼头
鱼尾、鸡头鸡屁股还有排骨头。这
样美丽善意的谎言一直陪伴我们成
长。

悲哀的是，到最后我们似乎已
把这当成一种理所当然的习惯。

直到父亲耄耋之年，我百病缠
身，屡遭困境，萧萧瑟瑟，唯有父
亲仍不离不弃地在身边陪伴我支持
我，才对以往的一切有所觉悟。父
亲是在用尽生命的最后一口气，诠
释了如山般深沉宽广的父爱。

记得《诗经·小雅·蓼莪》上
有云：“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
父母，生我劬劳。蓼蓼者莪，匪莪
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劳瘁。”

诚哉斯言！
父亲的爱像一面湖泊，女儿任

何的不适都会惊起一片涟漪。父亲
的爱会陪我走过孤独，走过失败，
走向成功。

毕淑敏说过：父母在，人生尚
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
世上最美好的事：我已经长大，你
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你仍然健
康！

我高考那年，父亲四十八岁，我十八
岁。十八岁的我高大魁梧，看起来已经是个
十足的成年人了；四十八岁的父亲弯腰驼
背，看上去已然是个老头儿了。

家离考点所在的县城三十里，那时还不
通公交。家里有辆自行车，是二舅骑了十年
送给我们的，一走动就“吱哇”乱响。我去上
学，宁肯步行，也不愿意骑它。父亲借了村
长家的一辆半新的自行车，原本说让我自己
骑着去。吃中午饭的时候，父亲又改变了主
意，要陪我去高考。我说：“家里正割麦，你
就不要去了。”父亲说：“考试是大事儿，割麦
是小事儿。你没出过远门，吃饭、住店的事
都不懂，还是我陪着去吧。”父亲语气坚决，
而且他说的也对，我没再说什么。父亲又去
隔壁的孙叔家借了一件没有补丁的短袖，从
柜子里翻出了只有走亲戚才穿的长裤，父子
俩上了路。

我要骑车载父亲，他说什么也不肯，说：
“你明天要考试，不能累着。再说你骑车也
没载过人，怕骑不好。”父亲天不明就去地里
割麦，到吃晌午饭才回来，比我更累。我说：

“那咱俩轮换着骑吧。”父亲说：“中。我骑不
动时让你载着我。”路是平路，也没有太大的
风，只是热。刚走出四五里，父亲头上的汗
水就顺着脖子往下淌，一会儿短袖就湿透
了。我跳下车，要载父亲一段。父亲不肯：

“你知道我害热。走这点路没啥，走一半时
再换你。”我只好又上了车。父亲的背本来
就驼，载着我蹬车时身子几乎趴在了车把
上。遇到上坡时，父亲的身子左拧一下，右
扭一下，浑身的骨节发出“咯吱”的响声，让
人担心会散了架。到半路时，我说什么也不
让父亲骑了。父亲拗不过我，只好把车子给
我。我虽然长得高大，却没有多少力气。骑
不大一会儿，就累得气喘吁吁了。父亲让我
下车换他，我咬着牙说：“没事儿，我能行。”
上一座桥时，我拼尽全力，快到桥顶时，没能
坚持住，腿一软，车子倒了。我们俩都摔倒
了。人和车都没事。父亲却再也不让我骑
了，剩下的十里路，父亲一直载着我。

看了考场，简单吃了点东西，便找住的
地方。考场附近的旅社都已住满，父亲载着
我大街小巷四处钻，天快黑时，才在县酒厂
的招待所住下。屋子里很简单，只有两张
床，上面一个吊扇，下面一个脸盆。洗了脸，
用凉水冲了身子，父亲就让我先睡，说他打
呼噜，怕我睡不好。我奔波了半天，又困又
乏，头一挨着枕头就睡着了。半夜醒来时，
却不见了父亲。莫非他又回家割麦了？我
正胡思乱想，听到门外传来一阵细微的鼾
声。这是我熟悉的父亲的鼾声！我打开门
一看，父亲正在门外的走廊里熟睡，随着鼾
声，他瘦骨嶙峋的胸膛也在一起一伏。我的
至亲至爱的父亲啊，他是怕鼾声惊醒我，才
睡到外面的。我想叫醒他，让他睡进屋里，
又不忍心，他睡得多么香甜呀，时不时还说
着梦话。身上趴着几只蚊子，他都没有任何
反应。我悄悄回屋，拿了本书，想把那几只
蚊子赶走。我的书刚扇动一下，父亲就醒
了。父亲自责地说：“你看我这毛病多大。
在屋外打呼噜也能把人吓醒。早知道，我离
你这屋子远点了。”我的泪下来了，什么也说
不出，拉着父亲进了屋。我很快又睡着了。
醒来，天已大明。父亲已经醒着，眼里满是
血丝。我知道，他后半夜根本没睡！

那年的作文是让写亲情的，我写了父亲
陪考这件事。我边流泪边写，把浓浓的父爱
都写进了作文里。那时语文总分还是120
分，我考了112分。我高中的语文老师说，这
样高的分数，作文一定接近于满分了。如果
我的作文是满分的话，这个满分不仅是打给
我的，更是打给父亲的，打给那如山一样高、
地一样厚、海一样深的父爱的！

端午节里的山歌声
□ 程中学

故乡 故乡
（外一首）

□ 赵 敏

日子还在珍惜着河流
一些小鱼长大了，学会
把平凡记成清亮的
流水账

透支故乡的人
总是愧疚着早晨的树

小草都长高了
一滴露珠，打开蓝天
我的沉默，唯有你
在五月的时候，记住
不忘

休息一下。让白云青山
整理我们的遥望

带回树林

五月的草坪，多么柔软
适合一个人走到小溪的对岸去
转身看见母亲的炊烟
把自己的背影
画成了饭菜的香。像她的老
根本不受时光的控制
一会儿在锄头
一会儿在鸡猪，一会儿在
蓝色的围裙里，双手揉搓成
温暖的忙碌

野生的蘑菇，我都不要
我要带一片树林回来
绿色可以遮盖皱纹和白头发

父亲陪考
□ 张晓峰

父 爱 如 山
□ 水 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