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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关。这天，焕英正在车间忙碌，手
机响了。一看，又是母亲打来的，近期母
亲来的电话很频繁。每次都是问她同样
的话：“英子，过年回家吗？”

焕英总是回答：“妈，最近工作忙，回
不去。”

母亲说：“今年妈晒了很多腊肉，做
了好几瓶你喜欢吃的辣椒酱，还养了六
只鸡，等你和妹妹回来就杀。”

焕英说：“妈，妹妹回去了吧。我们几
天前通过电话，我给了一些钱她，你好好

用，买穿的用的吃的。过完年，等我有空
就回家陪陪你。”

母亲在那端听着，叹着气说：“好吧，
你忙你忙。”

焕英接完电话，神情有些忧郁，“唉”
了一声，又继续忙去。

其实，工厂年二十八吃过团圆饭，就放
假了。只是焕英给自己的假期安排得满满的。

焕英有几年没回家了。她不是怕花
钱，也不怕拥挤的火车。只是觉得赚到的
钱不容易，宁肯把钱寄回给母亲用，减轻
母亲的负担，她觉得只身在外再苦再累
也值。每次，夜深人静时，她想到年老的
母亲，弯着腰在田里忙碌，眼眶忍不住噙
满泪水，心里暗暗地对自己说，我要赚大
钱，要给母亲享清福。

这时，口袋里的电话又响了，是妹妹
打来的：“姐，我回到家，你的钱我已经转

给妈妈了，可是……”
“可是什么？”
“我发现妈妈一天天瘦了。”
“你在家里，多买好的给妈吃。”焕英

心头涌上一阵悲伤。
年的味道浓了。街道、商场都挂上了

火红的灯笼。中午，焕英来到窗口打饭。
以往这个时候排上长长的队伍，但今天
只有七八个人。一会儿，焕英已经端着热
腾腾的饭菜来到餐桌前。“回家吗？”“回，
明天就回。你呢？”“回，下午就回。”三五
个工友说道。焕英不作声，似乎心事重
重，低头一口一口地嚼着饭。

好友阿芳轻轻地问：“英子，回家
吗？”

好一会儿，焕英问好友：“你回家
吗？”

“回，你也回吧。”焕英笑了笑，她心

里早就盘算好了，计划过年不回家，要比
平时赚三倍收入。

其实，焕英十分想念家，恨不得插上
翅膀飞回家。自小没了父亲，是母亲把她
和妹妹拉扯大的。记得进城头一年，焕英
一个人打多份工。白天在工厂做普工，晚
上当钟点工，一早还兼职送报、送牛奶。
从没有让自己停过，像挂在墙上的时钟

“滴达滴达”运行着。
今年一样，她舍不得花费二百元买

火车票。听了妹妹的话，焕英的决定变
了。年三十晚，天黑黑的，她总算踏进了
村口。远远就看到母亲的影子拉得长长
的。她激动地喊：“妈——，我回来了！”语
音没落，眼泪悄然落下来。

“英子，妈以为又不回了。妈想你！”
“妈！我是乘坐政府特别安排外来工

乘坐的爱心专列回来的！”

惊蛰：爆裂的辞藻穿过胸膛

时光之剑，剖开天空腹腔。
爆裂的辞藻，带着清凉的雨水，从干涸中奔涌而

来。
预谋已久的春天真正来了。
出巢的蜂蝶与云霞与绿雪与炊烟，握手言和。
低头垂首的牛，拉着木犁，翻犁着寒冬的回忆。
身后的泥土，和断裂的章节，在真切的呼唤里，

把几粒有翅的种子，褶皱成嫩绿的诗行。
一场雨水，苏醒于星光缀满旷野的梦境。而梦中

的星光，像挥洒的珍珠粉末，点点滴滴地镶在喧闹的
城市、静谧的村庄，对答深紫天空写意的温婉而坚
强。

我在清凉的雨水里努力地回想过往。
曾经的疼痛，被细柔的柳丝编织成阳光晕染的

原乡风景。
我在原乡的风景里，以翠鸟的姿态唱游在村里

村外。
任轻柔的风，把生命的欲望，卷成岁月的回声，

转动于芽孢绽绚的烂漫。
迂回于一片草叶，摇曳着一声燕语，叙说闪电前

的深梦，化成一记惊雷爆响的一季芳华。

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一
天

从来很晚下班的父亲
这天下午竟早早就回家
手里拎着报纸包着的一只小

烤鸭

见到我的好奇时像要说什么
话

晚餐有烤鸭加菜
贫困的家庭如过年一般
兄弟姐妹开了牙祭
我等着知道原因
没有夹过鸭子一块

“下午四点半，学校电话
说收到武汉大学录取通知

书”
——父亲的声音比平时平静
我因心中有数就“嗯”了一下

以后的许多年
我都一直想告诉父亲
我确实没有尝过那只烤鸭

有一种感受
一种恍惚的感受
是梦境
是幻觉
恍恍惚惚
记不清楚
从什么时候开始
似在梦中

有一种记忆
一种清晰的记忆
是新鲜
是深刻
清清楚楚
历历在目
从什么时候开始
与往不同

有一种单程
一种生命的单程
是瞬间
是转眼
不知不觉
光景逝去
从珍惜每刻开始
贵日如金

有一种愿望
一种远方的愿望
是蓝天
是白云
宽广无垠
绿色草原
从手中画笔开始
纵情描绘

终于从岭南回到了周庄，看眼前的
山山水水，张桥顿时泪如雨下，个中滋味
涌上心头，让他欲罢不能。他虽已年近五
十，但还是像个要诉苦的孩子，一下子就
扑到了母亲的怀抱。

回到周庄，张桥马上拣了家干净的
客栈住下，妻子柳月则一反常态，像回到
了蜜月期，陪着他一处一处地游山玩水，
周庄水墨般的山水都留下了他们相依相
偎的身影。

周庄的夜色真的很美，回了周庄当
然不能不看夜色。

夜晚，张桥就在妻子陪伴下，来到对
面的河埠头，登上一艘游船，尽情欣赏远
处传来的江南丝竹声。听着、看着，张桥
有些陶醉了，就像回到了久违的的童年。
家乡真美。

张桥原本是这江南水乡古镇——周
庄人，因为出门做生意，早年就背井离乡，
漂泊在外很多年了。后来在广东就遇到了
天真善良的柳月，两个人一见钟情，就恋

爱结婚，这些年两人生活倒也其乐融融。
可最近几年，张桥生意上很不顺，上个月
刚刚被骗了钱，几乎一夜之间就成了穷光
蛋，张桥因此很是抑郁。他总觉得自己很
没用，对不起年轻漂亮的妻子。两个人口
挪肚攒这些年，好不容易攒下一点钱，却
不翼而飞了。可偏偏祸不单行，上些天，张
桥总觉得胃部刺痛，被柳月再三央求着，
不得不去了医院，可刚出院就和妻子吵了
架。妻子下了最后通牒，说陪他回一趟魂
牵梦绕的周庄，就彻底和他离婚。

快要离婚了，妻子还是答应陪她做
最后一次旅行，他对妻子的壮举还是心
存感激的，思来想去，毅然拿出仅有的积
蓄上路了。

坐在飞机上，张桥想起过往生活的
点点滴滴，很是感慨。以前，他可是一个
吝啬鬼，从不舍得乱花一分钱，有了好吃
的，自己都舍不得吃，总是留给妻子，可
如今妻子突然要离婚，张桥未免有些气
愤，想一想，自己生活虽然有些吝啬还不

是为了这个家，为了妻子嘛！既然她提出
来，自己也不能死乞白赖的！不过要离婚
了，有钱还是花吧，想吃什么来什么，苦
了一辈子，也真得潇洒潇洒了！

他们下了飞机，又转乘汽车，终于一
路风尘仆仆，来到了张桥魂牵梦绕的周
庄。

来到周庄，张桥果然像换了一个人
似的，整个人精神了不少，他一路欢声笑
语，和妻子柳月吃吃喝喝，享受着美食、
美景，挥洒着快意人生。

张桥最爱吃的是万三蹄，吃万三蹄
是张桥多少年的一个梦想，离开周庄这
些年，他走南闯北，但从来没有吃上一口
周庄纯正的万三蹄。不知有多少次，他和
柳月一遍又一遍地念叨，期待有那么一
天回到周庄，吃上哪怕只是一口呢，也算
圆梦吧。而今天终于重拾小时的味蕾，重
温舌尖上残留的一点记忆，张桥如在梦
里。他看着眼前这道菜，一时心潮起伏。
在柳月的反复催促下，他终于动手了，他

在两根贯穿整只猪蹄的长骨中取一细骨
轻抽而出，蹄形纹丝不动，继而又以骨为
刀，骨划过处，果然蹄膀被顺顺当当地划
好。张桥一边吃，一边咂嘴，还不停地让
柳月一起来享受这人间的美食。

看着张桥吃得满嘴角的油腻，像个
孩子，妻子柳月笑了一下，却又偷偷地回
身，用餐巾纸擦去了眼角的泪花。

可细心的张桥还是看到了，张桥有
些难为情地说：“怎么了老婆？难道你回
心转意不想离婚了？”

“想得美！”柳月红着眼，泪水还是止
不住地涌下来。

一看柳月的眼泪，张桥不敢再说什
么，既然是出来散心、旅游的，何必再触动
那些伤疤呢？还是开开心心地玩几天吧!

走了一天了，晚上回到了房间，两个
人脱吧脱吧就躺下了。不一会儿的工夫，
张桥就进入了梦乡。可柳月却睡不着，她
的眼睛盯着天花板，想起张桥贪婪的吃
相，不免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是啊，回周庄这一趟，让丈夫得以圆
梦，她也就真的知足了。可她又想到了那
天在医院里医生开的病例，那本轻飘飘
的小册子却将自己丈夫的生命定格了！
三个月啊三个月，何其短暂的时光！那
天，医生说丈夫得了胃癌，作为妻子的柳
月怎么也不会相信这是真的！

柳月一直隐瞒了事实，他害怕自己
的丈夫知道，忍受不了被骗和病魔的双
重打击彻底垮掉。

说离婚，不过是柳月的一个骗人的
手段。不说离婚，张桥刚遭遇那么大的损
失，是不会舍得花仅有的那点钱回到他
魂牵梦绕的周庄转转的。

柳月知道，陪伴丈夫旅游之后，丈
夫就必须回广东做手术了，但愿一家
人能闯这过一关……

爱心专列 □廖洪玉

□李忠元最后一次旅行

春天散章三首 □封期任

我按时在春天醒来

打开春天门窗，给万千物种奉上
一腔蓝调。

花开的声音，伸进土地的内核，
以小草的谦卑，还原生命的本真，蓊
翳山峦。

花蕊里续写断裂的光阴，穿过蜂
蝶的羽翼。

山崖上横吹的一支牧笛，吹皱一
池春水，晕开斑斓。

一粒光，一滴水，串联一声俚语。
问候一簇梨花，挺举素洁的风

雅，高过时光神龛。
问候的一把木犁，心尖上磨了又

磨，翻犁出麦田里隐喻的阳光，与低
飞的燕子，擦亮村庄，

和父兄眼眸。

我按时在春天醒来。
把自由的呼吸、幸福的远眺和日

夜的守望，以及万般的祈愿，安放在
风声回环的地方，成辽阔的幅员，

盛下空洞的目光，和留守的村
舍。

雨水，说来就来了

大地渐次复苏，天气渐次回暖。
最后一片残雪作匍匐状，在季节的跫音

里涅槃成一场知性的雨水，滋润神赐的福
祉。

缺钙的土地，挺拔了腰身。
萌动的草木，和静默的村庄，分娩出一

缕阳光，氤氲万千物种。
一首牧歌，山崖上响起。
一把木犁，在父兄反复的擦拭中，与一

缕禅意的风，挥向田野。
这场节令的雨水哦，说来就来了。
在不倒的金黄里，亮开嗓子，引领游离

的魂魄和醒来的虫蚁。
我面朝时光神龛，看荏苒的光阴，和板

结的尘世渐次变得酥软。
想象一径春色，滋生出一种真实的情

感，回复痛或不痛的过往。
一如我，和回归的鸿雁。
走在春天的路上，急切而悠远。

味道
□陆文伟

□吕振海

有一种诗歌

小说

中国福利彩票开奖公告
“南粤风采”36选7电脑福利彩票第2019067期开奖结
果如下:
基本号码：（03）、（06）、（12）、（13）、（26）、（35）
特别号码：（08）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3D电脑福利彩票第2019067期开奖结果如下:
中奖号码：（4）、（8）、（8）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南粤风采”36选7“好彩1”电脑福利彩票第2019067期
开奖结果如下:
中奖符号：（08）、（羊）、（春）、（南）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开奖号码以广东省福彩中心开奖公告为准）

好消息：继2月24日“南粤风采”36选7第2019048期开
奖，位于火炬区濠头大道46号的44110149福彩投注站
中出了5注一等奖，总奖金1412万元；2月26日双色球
第 2019022 期位于东区库充大街西 4 幢 16 卡的
44110210福彩投注站中出了1注一等奖，总奖金550万
元。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中国福利彩票。

中山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19年3月15日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公告
“排列三”“排列五”第19067期开奖结果如下：
“排列三”中奖号码：5、7、9
“排列五”中奖号码：5、7、9、0、8
兑奖时间从2019年3月15日起至2019年5月14日止。

“七星彩”第19029期开奖结果如下：
中奖号码：3、5、3、4、6、0、3
兑奖时间从2019年3月15日起至2019年5月14日止。

广东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9年3月15日

公告
现面向全市征召体育彩票投注站，具体条件请致电

市体彩中心，电话：88880535，吴先生
中山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尊敬的业主：

中山市三乡镇白石村文华西路222号“华发观山水花园”（B1-1
区 1-5栋、B1-2区 6-9栋）商品房于 2019年 3月 12日取得《中山市

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登记证》，已具备交付条件，请符合条件的业

主【已办结《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网签备案手续、已付清全部房价款

（含未到期款项以及《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其它应付给出卖人之

费用，如需支付违约金的，还须付清违约金）并按照中山市物业专项

维修资金的交存标准至中山市农业银行三乡支行缴清相应的物业

专项维修资金】携带相关资料于2019年3月22日至31日前往“华发

观山水花园”B1区交楼中心办理交付手续。为节省您的宝贵时间，请

各位业主提前预约办理交付手续的具体时间。咨询、预约电话：

0760-87337928，预约时间上午8:30至下午5:30。
特此通知。

中山市华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六日

“华发观山水花园（B1-1区1-5栋、
B1-2区6-9栋）”房屋交付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