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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妊娠纹

真挚情怀

■ 刘小会
母亲身体不适多日，
我带去住院做检查。大夫让把裤子
往下褪褪，
露出肚脐以下才方便操作。
我俯身下去，帮母亲整理好了裤子。眼看着探头在母亲
的小腹上来回滑动，心也提到了嗓子眼，唯恐被膀胱炎困扰
多时的母亲查出什么状况来。正在走神的当口，大夫自顾自
地说：
“膀胱好着呢，没发现问题”，顺势递给我一沓卫生纸，
示意我擦干净显影液。就在那一刻，
我突然间看见了母亲的
肚皮上，布满了若隐若现的纹路。
哦，那是妊娠纹。
母亲的妊娠纹，我第一次近距离看得那样清晰！
接下来陪母亲住院的日子里，
我不止一次因为配合理疗
要亲眼目睹母亲的妊娠纹。我从母亲羸弱干瘪的腹部，
看到
了一丝一缕的纹路，从肚脐往下，一排排一道道。母亲肤色
白，打眼就看得清楚腹下脂肪曾被裂开的痕迹，那些没能愈
合的裂痕看上去比别处透亮，把个肚皮划成一绺儿一块儿，

絮语轻谈

远远看上去像蚯蚓爬过一样，
留下不规则的瘢痕，
手摸上去，
一楞一楞的凹凸不平。
母亲已年过七旬，她也许连“妊娠纹”这个词语都没听
过。但她一次次亲历了这些纹路的长成；
她深切感受了每一
次小腹隆起带给自己的憧憬。
母亲生过四个孩子。
母亲二十岁时生下了我，因为没有奶水，
我整日价嚎啕，
母亲时常遭遇
“没奶还生孩子”
的白眼，但她将我这第一个孩
子视若明珠。那时候农活再忙，
母亲都不耽搁每日一大早赶
去央告邻家妹子，托人家上学路过时，帮着从我姑姑家带回
一瓶羊奶好喂饱我。偶尔碰见岭西俊仙嫂或新庄子林城他
妈来庄里串门子，那准是个好日子。她终于有机会把我放心
偎到她们怀里，让我美美地吃个饱，安生一整天。我在与没
奶吃作斗争中，好不容易捱到了断奶学吃饭。不久，妹妹就
来了。有了我这
“吃一堑”
的考验，母亲增长了很多智慧。尽
管依然劳碌，但她已经在粗茶淡饭中，学来了一些妯娌们养
胎的本领。妹妹出生时足月足份又水灵，母亲产后果然奶水
充足，不用再为嗷嗷待哺的孩子的温饱发愁，日渐成熟起来
的母亲，对边带孩子边劳作的生活已游刃有余。
我和妹妹相跟着学走路、窜高个儿时，
与众多妇女一样，
母亲也面临了一个农村女人最大的挑战——传宗接代，
她得
生个儿子。尽管那时候祖母已经去世，少了旁的女人生不出
儿子被婆婆唠叨的烦恼，但祖父那一身威严也是够她警惕
的。眼看着身边人年年生产，
为迎接一个儿子不得不生一大
群丫头片子，母亲也压力重重。
这样的忐忑中，母亲的肚子再次隆起——我的大弟弟降
生了！那是个白白净净且聪明伶俐的小家伙。那时候，
还不
到三十岁就有了三个孩子的母亲年富力强，正是一把劳动的
好手。母亲整日奔着好日子起早贪黑。弟弟在祖父的怀抱

■ 缑沙沙

美丽公路 你我同行
“美丽的大荔是您周末的家”
，当您开车驶进大荔，第一眼就会被这
几个大字所吸引，在道路的两侧，盛开的月季姹紫嫣红，柳树轻展腰枝，
随风摇曳，生机勃勃。当然，你也会发现这样一群人，他们身着橘红，修
剪树木，清扫杂物，做着最平凡的工作，坚守自己的岗位，只为给过往车
辆提供良好的通行质量，减少安全隐患。这一群人，有一个共同的名
字，叫做公路养护人。他们很平凡，却始终做着不平凡的事情，正是这
许许多多的平凡人，
向人们展示了公路最美的一面。
一头连接着经济腾飞，一头连接着民生幸福，宽阔蜿蜒的 108 省
道，就是“美丽大荔”这幅长卷上壮美的曲线，也是我们大荔公路段 50
多名公路人魂牵梦萦、精心守护的生命线。
为保证公路的畅通与整洁，我们用黝黑的手臂每天挥舞着画笔，在
大地上划出一道道美丽的弧线。夏日烈日炎炎，汗水湿透衣衫；
冬日地
冻天寒，冰雪亲吻容颜，我们用一双双长满老茧的手，在公路上清障、保
洁，让路变得更平坦、更宽阔、更笔直，让优美舒适的道路交通环境与出
行的人做伴。
因为有了那一抹橘红，条条大道才得以畅通安全，因为有了许许多
多如我们一样的橘红，我们的文明之路才越走越宽广。一粒石子，就是
一个跳动的音符；
一块泥土，便是一段奋斗的记录；
一把扫帚，犹如一支
挥毫的大笔，伴随着橘红色的身影，伴随着发动机隆隆的欢唱，我们，用
勤劳的双手，在大地上编织出美如锦绣的飘带；我们，用聪明才智，把
“畅、洁、绿、美
“铺向四面八方。
一把铁锹度春秋，一把扫帚写人生，跟着太阳走天下，洒下一路汗
和情。一片爱心护公路，一身风尘岁月中，笑迎东西南北客，苦乐尽在
不言中！
公路因我们而美丽，
我们因公路而自豪！
（作者供职于渭南市公路局大荔管理段）

朝花夕拾

里，不知不觉长到了十个月大。记得母亲讲过，那年腊月天
快到年关时，弟弟生了病，整夜高烧。那时候交通不便，山里
人出趟门比登天还难。母亲和父亲轮番抱着孩子，在昏黄的
煤油灯下走来走去。我打个瞌睡醒来仍看见母亲跪在火炕
中央，怀里搂着孩子抽泣。一夜折腾好容易熬到天亮，他们
把我弟弟抱到了邻村的医疗站，赤脚医生大惊失色让赶紧抱
到乡医院去。母亲、父亲和大伯父奔赴三十里地，把我弟弟
送去了乡医院。当奄奄一息的孩子交到了大夫手里，大家都
松了口气，才想起一家人已经一天多水米未进。本以为已无
大碍，可还没等冻得生铁一样的馒头在火炉上冒出热气，医
生就冲医院煤炉子旁的父母大呼小叫，不一会儿噩耗传来，
孩子高烧休克，抢救失败了……
遭遇了人生最大的打击，母亲一度一蹶不振，想来那些
锥心的疼痛，终是不为母亲之外的人所能感受的。不久，随
着高考制度恢复，农村教育得到重视，父亲参加招考做了民
办教师。家里的生活环境有了变化，我和妹妹也陆续到了上
学年龄。母亲逐渐放下了旧伤痛，对生活重又燃起了希望。
再后来，母亲迎来了她的第四个孩子。母亲说怀着孩子
时，早上窝窝头包谷糁，中午稀糊糊搅团，经常活干到半晌就
饿得心慌腿软，但为了挣工分，她没有一天迟到早退或旷
工。那时候，母亲奋力挑着我们“一头沉”家庭的生活重担，
她从不气馁。偶尔她也会冲个红糖鸡蛋水补补，她谨慎地期
待这个孩子的到来。果然来的就是个弟弟。
母亲终于如愿以偿了。历经了生活锤炼的她重又挺直
了腰杆。有了前一次的磕绊，全家人对这个弟弟照顾得特别
精心，怕磕了碰了，怕冻着热着。弟弟得全家人宠爱，从小就
聪明伶俐且淘气。我家辈分高，时常被父亲那些孙辈们领着
混世界，长到四五岁时，弟弟被娇惯得简直成了混世魔王。
邻居大孩子稍有撺掇，他准第一个出头恶作剧。看着日渐顽

遥看打碗花
■ 宁颖芳

打碗花是田野里一种最普通最常见的野
花。形状如小碗，一朵朵粉色的花，衬着青绿色
的细长的叶子，在茵茵绿草中显得特别漂亮。但
是因为它名字的缘故，
我从来没有采摘过一朵。
小时候在乡村，几乎每天下午放学后，我们
都要挎着篮子去拔草，喂养家里的猪羊等牲畜。
而每当碰见打碗花的时候，我却常常小心翼翼不
敢去采摘。因为听奶奶说过，如果摘了打碗花，
回家吃饭时就会打碎饭碗。我一直信以为真，所
以从来都不去碰打碗花。有个同伴曾说她觉得
打碗花好看，忍不住摘了一朵，没想到晚上吃饭
时，果真就打碎了一只好看的瓷碗，还被妈妈骂
了呢。听她说了后，我们更不敢去摘打碗花了。
而星星花、牵牛花、迎春花、野菊花、蒲公英和不
知名的许多野花，显得随和亲切，被我们采摘下

来，戴在辫子上，插在衣襟上，或者采一束回家，
插在窗台的小瓶子里。但是对打碗花，我们却敬
而远之。
每每拔草，手指要碰到它时，便心有余悸，仿
佛它不是一朵花，而是一只精美的瓷碗。因此，
打碗花便依然美丽自在地开放着，带着几分神秘
的色彩。我们也只是远远地看着欣赏，却并不靠
近它。正因为没有更多的人去触碰它，打碗花开
放的时间就很长。在夏季的田野里，就像无数个
粉色的精致的小碗摆放在绿地上，盛满阳光、微
风与雨水，在等待着成熟的粮食，等待着丰收与
幸福的生活。
打碗花这个名字最初是谁给取的？我想大
概是最爱它的人吧。正因为爱之愈深，才不能放
下，才焦虑，才心慌，才为它担惊受怕。如同这句
歌词：
“世上越美丽的东西，我越不可碰。”取这个
名字，是在提醒路过的人不要去碰它，去折它，因
为它不吉祥，会打碎饭碗，会带来厄运。人人都
敬而远之，都绕道而行，于是这粉色的小花，才得
以保全性命，在喧嚣熙攘的尘土飞扬中享受逍遥
与安宁的命运，自由自在、尽情尽意地开放着，直
到自然凋落。
打碗花也叫小旋花，那粉色的裙裾一直旋转
着，仿佛在绿草地上跳着一支欢快的舞蹈。而观
众不能靠近，只能远远地欣赏。对打碗花来说，
破碎似乎只是别人的事情，而它此生是圆满的，
美丽的，就像一只永远不会被时光打碎的、固若
金汤的碗。

劣的弟弟，母亲忧心忡忡。
母亲四岁丧母，在兄弟姊妹八个的大家庭里长大，年少
时生活的磨砺，练就了她果敢固执的秉性，无意中也把自己
刚直有余，温顺不足的脾性渗透到了对孩子的教育上，母亲
是严厉的。一次，弟弟和邻居孩子玩火，不小心点着了场院
里的麦草垛，尽管被及时制止，母亲还是狠狠地揍了弟弟一
顿。我那次极其恼恨母亲的行为，我护着弟弟向母亲叫板。
母亲气急败坏，我也放下狠话：
“ 你看看别人家妈妈打孩子
不？你不是个好妈妈！”
那时候，幼稚的我估量不了我那一句
“狠话”
带给了母亲多少委屈和触动。只记得那一晚，母亲独
自流了好长时间的泪，很晚才睡。我看见母亲悄悄摸索下
床，从柜子里取出一颗水果糖，塞进了弟弟嘴里。然后掀开
被子，在灯下抚摸了弟弟的屁股。我也看见弟弟睡眼惺忪地
朝母亲笑笑，心满意足地睡去。第二天，她真诚地向我们道
了歉，自那以后，母亲再也没有动过手，弟弟也从此不再淘
气。但母亲的严厉却长在了我们的记忆里。
据说，生过一个孩子后，肚子会疼一天；生第二个孩子
后，肚子就会疼两天。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有科学依据。如此
累加，生过四个孩子的母亲的肚子是竟要疼过十来天的。而
伴随每一次疼痛而来的，一定还有小腹上这些裂痕的膨胀和
萎缩。
如此想来，那些伴随小腹一次次隆起而来的阵痛，才是
一个母亲对孕育最刻骨的翘望；
那些细密的生在小腹上的妊
娠纹，也才是对母亲一次次期望得以涅槃最好的见证。
我怀孕时已超过二十九岁。面对一个新生命的孕育，有
诉不尽的欣喜。随着月份增大，日渐感觉下肢不堪重负。最
先起变化的就是肚皮，感觉皮肤隐隐发痒，仔细查看时已有
了丝缕印痕，待过几日又恢复了寻常。但细看起来，那些退
了色的痕迹就开始变得透亮，白出肤色一些。在肚子日渐隆
起的希望里，我早已战胜了不适，全然不觉中，那些妊娠纹也
都悄悄爬上了肚皮。当隆起的肚子回复到原样时，那些实证
却再也褪不去了。
面对松弛的肚皮，
我一度曾极力修复，
希望原貌原样。可
怎么努力，
那些妊娠纹都还在。
那些皮肤下透亮的褶皱，平躺时，像海面初起的细密水
波；
坐起时，又似大山深处蒙了薄雾的沟壑……
我伸手触摸母亲那早已失去了弹性的腹部，似乎那些纵
横里，依旧能隐进去我的生命。
（作者供职于宝鸡市秦龙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诗意人生

廊 桥
■ 毛永强
四年前的夜，
我站在廊桥上
道别了渭水，
道别了桥南的那一把火炬
我走了，
带着一丝忧伤带着无尽的眷恋，
离开了廊桥，
离开了让我打工十年的都市
这一走，我满心满脑的记忆
如被擦拭的盘子，
一下子一干二净 灰飞烟灭
今天，我战战兢兢
再次踏上廊桥
不是幻觉，不是梦境
我真实地触摸到了
久违的廊桥和它脊梁的坚硬
带着乡愁，带着迷茫
走进了廊桥
我知道，
命中注定我要再次迎来风雨
我听见脚下渭水的汹涌
我也相信命运的公正
人生 何须软弱和忧郁
希望的曙光随时会照进生命
莫回首 用心面对
再难的心结，也要敞开心扉
去化解
回到自己的世界吧
坚定步伐 在过程中继续修炼

文化快讯

安黎散文集
《与故乡握个手》出版
本报讯 近日，著名作家安黎的最新散文集
《与故乡握个手》由黄山书社出版。该书收录了安
黎近年来创作的与故乡有关的长短散文 60 余篇，
20 余万字。
安黎，一级作家，
《美文》杂志副主编，在国内
外百余家杂志发表各类文学作品，累计六百余万
字，出版有长篇小说《痉挛》
《小人物》
《时间的面
孔》及散文集《我是麻子村村民》
《丑陋的牙齿》
《耳
旁的风》
《别样的发现》等十余部，部分作品被翻译
成英、日、韩、蒙古、哈萨克、藏、维吾尔等多种文
字。其散文贴近现实，贴近生活，贴近人心，贴近
人性，不回避，不粉饰，有公义，有良知，有逼真的
画面感，有鬼斧神工的精妙，有“铁肩担道义”的铁
骨，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
悲悯，有极目天下、
“ 无尽的远方和无数的人们都
与我有关”的情怀，映现着鲜明的人本主义立场和
浓郁的人文主义色彩。文字以其当代罕有的思想
光华和语言魅力，被《文艺报》等评论誉之为“思想
的王国，语言的石匠”
。
（君 舟）

王琪诗集
《河岳间》出版
本报讯 陕西青年诗人王琪的诗歌作品集
《河岳间》，近日由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诗集共分
“村庄事、河口记、时光录、山野行”四个小辑，经过
精心遴选的 160 余首诗歌，
大多采用追忆和倒叙的
方式，集中表现出乡村变迁、岁月往事、河流山川、
温暖亲情、
原野趣事等带来的深刻思考与启迪。
王琪，陕西青年文学协会副会长、
《延河》下半
月刊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出版诗集《远
去的罗敷河》
《落在低处》
《秦地之东》等。
《河岳
间》，让读者能真切地感悟到新时代生活变迁下，
一个执着于乡村题材写作的 70 后诗人，内心深处
无法掩藏的撕裂感与疼痛感，以及理想与现实相
互碰撞的真实。作者以熟悉的渭河平原东部他的
家乡为地理坐标和精神原乡，深入挖掘和梳理了
随时光已经流逝和即将消失的人、事、物，多维度、
多视角、多方位地揭示了个体对生命意义的探寻
和对过往年月的深刻感悟，抒发出真挚而强烈的
独特情感，以细节描写建构了文本的艺术张力。
（君 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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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墩子长篇小说
《抒情时代》出版

（作者供职于宝鸡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

本报讯 日前，陕西“90 后”作家范墩子创作
的首部长篇小说《抒情时代》由安徽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范墩子，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西北文
学》编辑。曾在《人民文学》
《江南》
《野草》
《青年
作家》等期刊发表大量作品，已出版短篇小说集
《虎面》
《我从未见过麻雀》等，获第十六届滇池文
学奖、第二届长安散文奖、首届陕西青年文学奖。
《抒情时代》聚焦小城青年的真实生活，时间
前后跨越二十余年，以逼真精彩的想象和魔幻色
彩的叙述风格，着重书写青年一代的命运起伏、感
情纠葛和心灵世界。全书以兄妹两人的生活轨迹
为主线，跨越小镇和城市，强调对内心世界的挖
掘，试图用更具现代性的叙述手法和结构方式，捕
捉涌动在生活背后的暗流，通过视角的反复切换，
讲述了小人物在大时代洪流中试图从内心漩涡和
生活泥沼中挣脱出来的成长故事，还原了一个真
实的青年成长史和一群人所共历的青春时代。小
说语言奇崛浪漫，充满绮丽的想象空间和浓郁的
先锋气质。
（君 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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