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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说，“莫放春秋佳日过”。还好，
暖阳和风中，山海古邑间，能轻挽住暮春
飘然将去的长袖，掬来一缕青史的余韵，
细细品味，放飞情思，可谓有幸。

4月下旬一个周末，应无棣县作家协
会邀请，我与市作家协会几位文友，再次
踏上无棣这方熟悉又亲切的热土。

登临县城以北30公里处的碣石山也
已不是第一次，但此次是在这个被疫情狠
狠“撞了一下腰”的春天，得以体会久违的
户外运动的轻快，感受这看得见的沧桑巨
变，那种透彻身心里外的舒畅愉悦，让人
感觉都有点奢侈。

这座仅仅在73万年前还恣肆无忌喷
薄着岩浆热浪的活火山，是矗立在一望无
际的华北大平原上一道匪夷所思的奇
观。被无棣老家人称为“杨天官”的明朝
万历年间吏部尚书杨巍，曾忍不住用神来
的“突然”一词，感慨而形象地描绘他们家
乡这位个性极强的“石老爷子”：

平地突然出一峰，登临若立碧芙蓉。
盘河水绕疑奔马，古洞云深见蛰龙。
……
这首出自严谨的吏部官员笔下的诗

句也证实，至少到明代晚期，无棣碣石山
还被奔腾的河流盘绕。

进入人类文明的时代后，“平地一峰
哥”也知趣地收敛起他年轻时的火爆脾
气，渐渐变成一个温厚长者。他四平八
稳，慈眉善目，低调谦逊，隐居海边，见证
了“太公赐履”的往事，目睹过始皇登临以
压“天子之气”的雄风，做过徐福东渡入海
访求仙人丹药扬帆起航的码头，也曾作为
祭台，小心翼翼迎来拜海封疆的汉武帝。

东汉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一个
秋风萧瑟的黄昏，亲自率兵征讨海贼管承
的曹操，来到了碣石山下。

“剪除”那么一个小小毛贼的军事行
动，对身经百战的曹操和他麾下的虎贲勇
士来说，连一次战役都算不上，甚至与其
说这是一次战斗，倒不如说更像是一次

“木兰秋狝”般的围猎，一趟轻轻松松的武
装旅行、实兵兜风，一群大男孩玩得津津
有味的野外真人CS游戏。

也许是受一份附着在必胜自信里的
闲情雅致驱动，但我们更愿意相信，这位
胸怀大志、气吞山河的大汉将军、开国帝
王，是在这里，难得地找到了只有他和大
自然才会真正享有的共鸣。

是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权相、荡平
华夏北方的战神，尘世间哪还有像样的对
手在他眼中？值得他慕名来访的，只能是
这座傲然——越想越觉得还是杨天官的

“突然”更加准确——兀立于茫茫千里平
原之上、波光粼粼河海交汇之滨的万年火
山石岩。

山脚下，他潇洒地把马缰信手抛给随
从，在将士们疑惑的目光中，气定神闲，用
马鞭拨开荆棘，径向山野健步奔去……谁
也不懂这会儿他们的统帅在想什么，谁也
不知道接下来他要干什么。眼瞅着他独
来独往的身影，很快消失在开始泛黄但还
算丰茂的草丛和嶙峋斑驳的玄铁色石林

中。
当那一袭熟悉的猩红战袍再度出现

在他们仰望的视野中时，年过半百、灰髯
飘飘的将军已然屹立于碣石山巅，面朝沧
海，挥鞭吟哦。

这是一幅色彩何其绚丽、气势何等雄
浑的史诗般的汉家画卷！

他的目光掠过千军万马、烈烈旌旗，
凝视着那浩瀚的海洋。八月的海滨之夜，
看皎皎天河中灿烂永恒的群星，多像这滚
滚红尘、汹涌人潮里脱颖而出、自强不息
的乱世英豪！

站在这座和他有着相同的狂野不羁
气质的火山石堆上，任汹涌的河海洪波在
脚下激荡。他坚毅的眼神里，虽然似涨潮
般浮现上来的，自不免有从心底油然而生
的敬畏，但那睥睨四海、人定胜天的傲气
却不肯轻易褪去，反而一如海潮中竦峙的
孤岛，挺且益坚。

多么幸运的诗人啊。
是夜，他神清气爽，他志得意满，他诗

兴大发……
十七个半世纪后，又有一位豪情满

怀、敢于战天善于斗地的伟人、诗人，在风
雨交加、大浪滔天的北戴河边，写下新的
诗篇。每每读来，壮志盈怀、血脉贲张。

星移物换，沧海桑田。
又是一个甲子的岁月过去。今天的

无棣碣石山，既是一座火山地貌景观公
园，被列为省级地质遗迹自然保护区，又
是一处荟萃观海阁、山神庙、曹操点将台、
秦碑厅、安作璋题词碑等新旧文化遗迹的
鲁北人文形胜所在。2011年，也是一个
金秋时节，这里成为首届世界华人运动会
在全国设立的“东西南北中”五个圣火采
集点之一。

山下，饮马湖湿地公园一片波光潋
滟。“沙凫暮有千群起，霜叶晴看两岸浮”
（杨巍诗句）。湖光山色、鸟语花香中的那
一方绿洲，恰是我们伟大祖国版图的雄鸡
形状。依偎在公园湖畔的，是桃花源般的
农家田园——“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
田、美池、桑竹之属……黄发垂髫，并怡然
自乐。”一幅灵动优美的盛世乡村生态画
卷徐徐展开：东临碣石有新篇，换了人间！

不错，岁月无语，惟石能言。
而铭记在人民心中的丰功，却又远比

一切刻在碑上、印在书里的帝王将相的
“伟绩”，要流传得远、传颂得广……

老家院子里种了一棵很大的山楂树，每
逢国庆节，都是山楂丰收的时候，我们姐弟
四人相约回家聚餐，母亲张罗着摘山楂，一
颗颗山楂果红润饱满，令人垂涎欲滴。如
今，我来到几千公里以外的新疆支教已是第
三个年头，放眼茫茫沙海中，几株胡杨倔强
地傲立着，脑海中却经常浮现出院子里的那
棵山楂树和我日思夜想的家人。

我们姐弟四人都在外工作，都在为自己
的小家奔忙着，能够一起回家相聚的机会少
之又少。这一年的五一劳动节放假，年迈多
病的母亲听说我们要回家，显得尤其高兴，
拖着病腿忙着张罗午饭。院子里的山楂树
开出朵朵白色的花，散发着浓郁的清香，蜜
蜂也闻香赶来。我拿出相机，试图将小院的
美景悄悄定格，可就在不经意间，脑海中又
浮现出了那些红亮的山楂，想起母亲心头那
永远也还不完的“账”。

我找出以前拍过的山楂的照片仔细端
详，记得那时的山楂颗颗饱满红亮，母亲每
天看着果子一天天长大、成熟。等到收获以
后，母亲将山楂果一袋袋装好，并在袋子上
标记着“姑家”“姨家”“大儿媳”“二儿媳”等
字样。等到山楂全部分发完毕，母亲像完成

重大任务似的，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那时我
总是幼稚地问母亲：“为什么不给自己留些
吃呢？”母亲说：“山楂酸，娘吃了倒牙。”可是
我分明看到母亲常常捡起掉落在地上的山
楂，用粗糙的手搓了又搓，然后塞进嘴里。

直到后来才明白，因为那些年家里穷，
姐弟四人年龄又相仿，并且几乎要同时交学
费，对于这个指望着三五亩地收入的家庭来
说是一笔多么大的开支啊。每当我们四个
交学费时，母亲便翻箱倒柜地拿出一包一包
珍藏的纸币小心翼翼地清点着，清点完了总
是长长地叹一口气，然后默不作声地佝偻着
身子出门去了。我们知道母亲要一块钱一
块钱地从亲戚、邻里那里借来凑齐我们的学
费，每次还不好意思多借，生怕还不了人家。

记得小时候，母亲对我们要求非常苛
刻。我们放学回家，必须先完成作业再去捡
柴火，因为晚上写作业还要熬油灯，而母亲
却常常在微弱的灯光下纳鞋底、缝补衣裳。
吃饭的时候，一家人围坐饭桌旁，要等长辈
开吃晚辈们才能动筷子；夹菜时不能夹太
多、太勤，说是菜啊，其实就是咸菜条、炒虾
酱什么的，往往每个人吃个三两筷子就没有
了。

我在家中排行最小，刚满18岁就参加
了工作，之后又选择去当兵。穿上军装离开
家的那一天，院子里挤满了来送行的邻里亲
朋，母亲高兴地招呼着大家。震天的锣鼓声
敲响了，我坚持没有让母亲到车站送我，只
见到她微笑着站在街口。后来才知道，我离
开后母亲哭了整整一个下午，还大病了一
场。

如今母亲年事已高，各种疾病也随之而
来。逢年过节，老屋便成了我们聚集的地
方。每次回家，母亲总是拖着病腿张罗着杀
鸡炖鱼，希望我们吃得好一些。临走时，还
将平日积攒下来的鸡蛋给我们带上，并再三
叮嘱开车注意安全，而我总是随口应承着，
迅速发动车子离开，就怕让母亲看到我眼眶
里打转的泪水。

那天，我看到母亲喂养的老母鸡领着小
鸡仔在山楂树下啄食，母亲端坐在椅子上，
凝神望着那棵粗壮的山楂树，那一颗颗红润
饱满的山楂，多像母亲珍藏在内心深处对儿
女的歉疚和对邻里亲朋的感恩。我不知道
这份“纠结”还要维持多久，但我知道这就是
母亲最真实、最朴素的爱的表达方式。

渐渐地，我也爱上了那棵山楂树。

走啊走，埋头走了几十年的路，鬼使神
差般地又走回了旷野。

记不清小时候怎么离开旷野的，只记得
祖父、祖母依依不舍的眼神和自己那颗踌躇
满志迫不及待离开旷野的心。远方，未知的
远方，太有吸引力了，我希望的种子一直在
发酵的空气里飘荡，把梦想种在了脚下的旷
野达不到的地方。

可是，现在又鬼使神差地回来了，我还
能认清脚下的路吗？

我是听见早春的消息回来的。天太冷
了，过年后刮了几场东北风，刮了几场西北
风，下了几场雪，节气虽然到了雨水，可河没
解冻，柳没发芽，麦苗还没返青，一切都还暂
停着、等待着。春天尚未苏醒，大地还沉浸在
梦中。当我走回旷野，却发现风已不再寒冷，
像调皮鬼一样在身边打着旋儿，空气开始温
润起来，远远望去，树梢似乎涌上了一层毛
茸茸的绿，树枝也像饱含了汁液，不再那么
干瘪枯脆。远远望着树色，心想明天也许就
要绿了吧。但走近再看，却还和昨天一个样
儿。于是，只能按住自己那颗躁动的心，安静
地等，仿佛不忍打扰春的梦。可是，除了等，
我还能做什么？我不能让时间快一分钟，也
不能让时间慢一分钟，我也无力唤醒春的
梦，我甚至奈何不了自己的影子，即便我站
着它也站着，我蹲下它也蹲下，可我休想摆
脱它。

走回旷野前，我曾经上过大学，在大城
市工作过生活过，可除去染上一身城市病，

我又得到了什么？我恍惚记得，我所有的假
话都是在那时候学会的，我所有的错误都是
在城市里犯下的，那段生活把我变得虚伪、
狡猾，像童话故事里戴着面具的狼外婆。走
回旷野，与其说满足好奇，还不如说厌倦了
城市生活，想填补一下情绪的失落，想找回
曾经那个本真的自我。

走回旷野，我已看到春天蓄势待发，一
如我少年时离开的样子，就是盼那个彩色的
肥皂泡似的梦，那场自认为酣畅淋漓激情四
溢的梦，盼它早点到来。可一旦到来，在光怪
陆离的外表下并没有藏着什么实际的东西。
再好看的肥皂泡膨胀后终归也会破的。梦里
的蜂要闹，鸟要吵，蚊要咬，繁花落尽，树叶
落尽，薄薄的日历眼看就要翻尽，在梦里我
悄悄变老，每当下雪的时候心注定要痛心一
回，过年的时候泪要流一遭。走回旷野，也许就
为释放一下心中那个再也扛不住的沉重。走回
旷野，也许就为拣个没人的地儿，对着遥远的
永恒凭吊，对着太阳下自己的影子嚎啕。

走回旷野，也许想拼命留住当下，可任
我拿起手中的笔画，拿起手机拍照，或者把
一切贪婪地塞进你的眼睛，刻在你的记忆
里，但一切都是徒然，时光的脚步仍然飞快，
好好的太阳眼看着就要落下，暮色就要升
起，眼前的一切将埋葬在黑暗里，再也看不
清楚，它们可不管你是不是伤心，是不是痛
苦，是不是失落。

走回旷野，我知道已经找不到回去的
路，因为那是一条如烟似雾的路，是一条电

光石火的路，一旦走过闪过，就永远消逝在
时光里，像消散的魂魄一样永远无法再凝
聚。我曾经想要回到那个生我养我的村庄，
可那里已经没有我的居所，没有一寸属于我
的土地。山占据了土地，就会有山的伟岸，海
占据了土地，就会有海的辽阔，树木抓住了
土地，就会有树木的挺拔，可人没有根，就会
像飞鸟一样，从诞生那天起，就注定漂泊无
依，即便有了房子，也不能占据土地，就如鸟
巢一样，只是临时的居所。

走回旷野，本想在失落中解脱，可没想
到更加失落。旷野亘古存在，荒凉而寂寞，它
不会在乎任何东西，包括走进它怀抱的人
类，它不在乎你的喜悦，不在乎你的悲伤，不
在乎你的失落，假如你躲在旷野哭泣，它一
定会嘲笑，一切都是你想多了，别自作多情，
它根本不关心这些。

走回旷野，没有了祖父母的爱抚，没有了
城市的喧嚣，没有了任何牵挂，也不再有什么
悲喜，有的，只是失望和失望过后的踏实。

我想，走回旷野，就当作是出发前照照
镜子吧，我得把乱了的头发理一理，把眼角
的泪拭一拭，把身上的土掸一掸，然后衣装
整齐地上路。我得让爱我的人放心，让蔑视
我的人尊敬，最起码我得对得起这面镜子，
是它透透彻彻地照了我一回，让我觉得过去
虽然无法挽回，自己还算真实地活了一次，
尽管接下去还有更艰难的路，可我不怕孤
独，因为有影子一直追随。

这是成立于1950 年的惠垦修防处家
当：30名职工，20 余间民房，办公桌椅、凳
子颜色各异，宽窄不一，长短不齐，高低不
等，因为全是从农民家里凑的。具有现代
色彩的是11 辆自行车，谁出发谁临时借
用，唯一的大型交通工具是一辆两头骡子
拉的胶轮大车。这种交通工具以现在的
眼光看够原始了，可在70年前，在整个滨
州地区，比现在的凯迪拉克、加长林肯也
惹眼。与此相媲美的还有专门烧大砖的
黄河窑厂的骡马车队。十几辆马车，配备
了从50多头骡马中精选出的30头精良骡
子，一车三套，车夫都是二十多岁的青年
小伙，出车时一摆就是几里地，骡蹄一撒，
尘土飞扬，长鞭一甩，嘎嘎作响。若能坐
大骡车，那个威风，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无
法体会——1950年从省局测量队调到修
防处的孟庆云回忆起那骡那车，几十年之
后还两眼放光。

其中最出众的两头骡子，在“车把式”
杨俊峰的精心喂养管护下，膘肥体壮，鬃
长毛亮，十分喜人。每当闲来无事，同事
们都愿到饲养棚前看大骡子吃草、撒欢
儿。但天有不测风云，1951年春，一头骡
子得了重病，治疗无效而死，疼得老杨好
几天吃不下饭，大家也一块跟着悲痛了好
些日子。

当时垦利修防段冉祥龙回忆，病死的
那头骡子原属垦利修防段，是1949年特
意从昌潍花了3000斤大豆的钱买来的。
一天，修防处上级到垦利发现了这头骡
子，就下调令要调往修防处。那时实行供
给制，牲口和人一样，都是在编制之内，下
属单位只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一纸调
令，修防段只得忍痛割爱，而“车把式”韩
官贤却心疼得吃不下饭，坐在床上哭。看
看没有办法，段长只好表态让老韩到附近
几个县的牲口市上，买一头他最相中的来
替代这头骡子，老韩才被哄得不再哭了。

好日子很快结束，“三年自然灾害”到
来，人都吃不饱，那些饭量比人还要大几
倍的骡马自然就慢慢不见了。减员的还
有治黄队伍，“七级工八级工，不如回家种
沟葱”，因为每人粮食供给不能保障。

1959年每人每月 15公斤，1960年降为
13.5公斤，1961年降为12公斤，其中细粮
仅2公斤。为应对饥荒，1960年开始，省
河务局指示地局增设生产科开展生产自
救，他们便买了渔网和一个小船，从春分
到谷雨这段时间打鱼，每天都收获几十斤
甚至上百斤。一天他们托老乡捎信说让
马车去王旺庄河滩拉鱼，多少鱼还得动用
马车？好家伙，400公斤，他们已经抬了九
大筐还没抬完，可以想象这些鱼让修防处
的人怎样一个好吃！一人分一公斤鱼丸
子，还分给了家属30.5公斤！不要钱。

鱼情有好有坏，也不是一年四季都能
打着，还得想办法弄些填肚子的“粮食”。
经与军马场和三角洲深处的建林公社联
系，野生植物管理处给修防处在军马场附
近划了20亩的野豆子地片。修防处组织
了20多人前去孤岛收割，一望无际的两
米高的芦苇，没有标记就再也找不到回去
的路。仅小小一片，这年就给了修防处
545人每人10公斤的野小豆子。而像他
们一样，来采摘野豆子的外地逃荒农民，
那就更多了。野豆子采完后，他们又找到
垦利下镇公社社长，在青驼一带划给他们
一片黄蓿菜地片，采集菜种子。1960年秋
后，部分采摘野豆子、黄蓿菜种子的同志
撤回，留下两人值守，夜里大水漫滩，炊
具、口粮全被卷走。两人蹚水回返，两顿
饭没吃了，好歹在宁海碰上一家饭店，可
店里一粒粮食也没有，只有一块牛肉，一
称，差一点7 公斤，就让店家放锅里煮，还
没熟就先吃，带着血。好歹在三角洲深处
待了一年的他们原先并没饿细肠胃，吃完
又一气走了160里地。若是一般灾民，若
是吃了就睡，饿没饿死，准会撑死。

最困难的日子，还是先祖所传“采集”
“渔猎”的看家本领，救了他们一命。

最困难的日子，还是他们一辈子守护
的黄河，给了他们以特别的善待。曙光初
照，四野蛮荒，看天地间蹒跚走来的两位
先打鱼又采野豆子的、衣着褴褛的两位黄
河人，像炎帝还是像伏羲？

——节选自《黄河传》第十四章第十
一节

古城门犹如伫立庙堂前的重甲战神，肃
穆庄严。曾经，这里是迎接圣旨的必经之
路。脚下“迎浩荡皇恩，叩谢垂青雨露”的石
砖路，大概是幸存下来的“唯一听众”。它们
立锥于身，悄悄告诉访家：慢一点，再慢一
点，轻轻走过，方能重回故事本身。

海丰吴家的故事写上七天七夜也未必
能写完，“尚书第”中最吸引人的故事还是清
朝法界三杰。吴绍诗、吴垣、吴坛，父子同朝
三巡抚三侍郎。历史上，父子同朝为官的并
不少见，然而父子三人相继为巡抚、为侍郎，
且对刑律都有研究颇具造诣，却是举世罕
有。

四月的风，暖暖，老屋前几棵老树随风
沙沙的响声里，是否还留有吴家祖训？“童蒙
入学，先须教导……”在吴式芬故居的一面
石墙上，刻着吴式芬对孩子进行家塾授蒙的
教导，名曰《家塾授蒙浅语》，这是吴式芬对
家风家训的总结，更是对家族子弟的谆谆教
导。小到勤勉、励志，大到忠君、报国，海丰
吴氏将家风祖训的创建作为繁荣兴盛的根
基。从吴宅里走出来的孩子，打小看什么
书，不看什么书，什么书要深读，什么书要细
看，什么书可以当作敲门砖，什么书又是成
人励志的关键，家训中都一一详述。由此，
海丰吴家的家风，奠定了无棣古城的悠远古
韵。从清顺治至宣统的260余年中，吴氏家

族先后有100余人为官，其中一品官6人、
二品官9人，没有一位贪官污吏。尚书第中
有牌匾记录巫师家族科甲如林，被视为清朝
三百年历史的缩影。世称进士世家、尚书门
第，素有“七侍郎、八巡抚、九封光禄，三翰
林、五资政、十朝邦禁”之美誉。清朝乾隆皇
帝曾御笔写下“忠贞世胄，恭定家风”八个大
字。

宅邸中，房檐前，一株株梧桐矗立，枝叶
发散其间。桐花，清明前后开放，花季约在
春的三分之二处，又称为殿春之花。杨万里
曾说:“老去能逢几个春？今年春事不关
人。红千紫百何曾梦？压尾桐花也作尘。”
由此，桐花似乎在告别什么，又在期待什
么。身处它的荫蔽下，再热的夏风都会变得
清凉。高悬头顶的桐花，在温热的风中摇晃
着光影，其中又藏着多少过往？我看不清，
却深深被它的倩影迷醉。第一次见到大片
的桐花是在嵖岈山，据说那里曾是唐僧师徒
四人取经路上的歇脚地，后来又成为电视连
续剧的取景地之一。山间的桐花肆意烂漫，
清香扑鼻，却远不如老宅中的赫然，绝世独
立。一阵清风袭来，桐花坠落，落在天井中
的大瓦缸中，激起阵阵涟漪，又显得庭院的
深幽无尽。忍不住伸手触摸桐花飘落的水
面，一阵清凉由指尖沁入心中。

唯有安静地享受沉思时，才会有这样的

感觉，心系天下，体会苍生之苦，感怀沧海桑
田。吴绍诗曾在梧桐树下驻足，在每一片桐
花的飘零中体会万物宗法的奥妙。清朝初
定时，曾沿用《明律》，重者畸重，轻者畸轻，
造成律法无法贯彻执行。虽然前后几次更
新律例，但依然无法达到完备整体之效。乾
隆皇帝登基后，立即安排吴绍诗负责编制律
法。几年后，《大清律例》颁布，成为清代最
为系统、最具代表性的成文法典。清代律文
经历了清兵入关以来近百年的不断修订，到
了乾隆时期已经趋于稳定。清廷不仅多次
重申其稳定性，并严厉斥责要求改律的条
奏，规定律文为“祖宗成宪”，不可变动。之
后一直到清末法制改革之前，清代律例的律
文不再有所变化，而对于清代法律制度的调
整则主要通过增改例文的形式来进行。后
继者也曾在此静坐，重忆父亲的教导，律例
如何，宗法源来。后来的《大清律例通考》
中，吴坛突破了固有的律例思维，以例断案，
弥补律文不足的弊端。他在通考中穷委竟
源，考释详明，上溯周秦汉唐，说明每条律例
的渊源和变化，对前者的大清律作了更为详
尽的司法解释。天下有法，方能风调雨顺；
天下有法，方能万事通达。吴家在法学中作
出的贡献，奠定了清朝几百年的稳健发展。

如今，我们再次走近它，在桐花飘落的
刹那，回味尚书第曾经的辉煌。

东临碣石有新篇东临碣石有新篇
□ 钱杰

桐铃花响尚书第桐铃花响尚书第
□ 陈东

““采集采集””与与““渔猎渔猎””
□ 张中海

母亲的母亲的““山楂树之恋山楂树之恋””
□ 魏金星

走回旷野走回旷野
□ 刘洪鹏

想起家园想起家园，，内心的积雪内心的积雪
又融化了一层又融化了一层，，仿佛母亲的白发仿佛母亲的白发
被安放于一片山林被安放于一片山林，，被流水轻轻梳洗被流水轻轻梳洗
故乡的房顶上故乡的房顶上，，月亮正在升起月亮正在升起
只是如今只是如今，，窄窄的房檐窄窄的房檐
再也遮不住你额头的青草再也遮不住你额头的青草

在五月在五月，，山间的槐树纷纷落雪山间的槐树纷纷落雪
夏风掠过夏风掠过，，鸟鸣开满树梢鸟鸣开满树梢

童年在一朵朵摇曳的野花中童年在一朵朵摇曳的野花中
不停地抽穗不停地抽穗。。寂静的山岗上寂静的山岗上
一片云缓缓推动着另一片云一片云缓缓推动着另一片云

想起家园想起家园，，所有的意象都指向所有的意象都指向
同一个词根同一个词根，，那是最柔软的细沙那是最柔软的细沙
在春风里缓缓醒来在春风里缓缓醒来，，是最坚硬的磐石是最坚硬的磐石
在年轮的风霜里在年轮的风霜里，，按压着按压着
———游子内心的飘摇—游子内心的飘摇

此刻此刻，，在故乡的院子里在故乡的院子里
桐花已挂满房檐桐花已挂满房檐，，归来的燕子归来的燕子
取代故去的母亲取代故去的母亲，，成为那里成为那里
唯一的主人唯一的主人。。一座小院一座小院
足以收留下我梦中的家园足以收留下我梦中的家园
一座墓碑足以盛下一座人间庙宇一座墓碑足以盛下一座人间庙宇

梦中的家园梦中的家园
□ 张孟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