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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故乡
□喻钊文
二十一岁到三十一岁之间， 我在赵家岭脚下那所村
校生活了十年，青春和激情都永久地留在了那里。 一晃又
十几年过去了，它已深深印入了我的骨髓，我对它始终是
梦绕魂牵。
一九九四年的秋天， 师范毕业参加工作的第四个年
头， 我被学校新上任的领导从原来相对较近的一所村校
调到了乡内最偏远的赵家岭小学， 同去的还有母校万源
师范毕业刚参加工作的两位小师妹。 背着简单的行李，拿
着一把多年不离身的长剑，在一个天清气朗的日子里，我
到了赵家岭学校，在那里一住就是十年。
学校座落在赵家岭脚下的一块平坝，地势非常开阔。
我去时， 校园还是一座完整的四合院， 教室或用砖石垒
成，或用土墙筑就，陈旧却很结实。 校内有一棵大约四个
人才能合抱的梧桐树，那是我早晚练拳习腿的地方，一脚
踹去，树干嗡嗡作响，便会有几片残叶落下。
当时的村校学生还非常多，十年时间里，我先后教了
两届学生，都是七十多个人的大班额。学生人多，成绩也参
差不齐，教学负担当然很重。好在自己那时年轻，有的是精
力，有的是时间，能够把自己的分内工作搞得扎扎实实。
在这里的十年间，我先后经历了
“
扫盲”、
“
普六”、
“
普
九”运动，业余时间我们更多的任务是走村窜户，挨门挨
户进行各种数据统计和政策宣讲。 在百年老屋，听头发花
白的老大爷、老大娘讲述本地的历史掌故；在田间地头，
和青壮年的大哥大嫂谈论庄稼的长势， 拉扯一些家常琐
事。 一来二去，我和所有的父老乡亲都熟识了。 他们的勤
奋善良，他们的艰苦朴素，深深地影响了我。 虽然从小生
长在农村， 到这里， 我才真正认识到了农村的苦难和贫
瘠，农民的勤劳和纯朴。
村校工作的日子是忙碌的，同时又是悠闲的。业余时
间，孩子们领着我逛遍了全村的山山水水，跨越了所有的
沟河溪涧。 春天里，我们来到田野，和一株小草对话；夏天
来到庄稼地里，倾听禾苗拔节的声音；秋天和父老兄弟分
享丰收的喜悦；冬天白雪皑皑，万籁俱寂，我和学校附近

的赵大哥、徐大哥他们一起，在雪地里追逐山鸡、野兔。 那
种日子别提有多爽了。
当然，作为教师，我更多的时间还是守在校园里，守
在古老的三尺讲台前。
每天清晨， 孩子们像归巢的小鸟一样从四面八方赶
到了学校，随着
“
铛铛铛”铃声的敲响，每间教室便会传来
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 青脆的童音穿过校内沙沙作响的
洋槐树叶，渗透大山，引得鸟儿也停下来驻足谛听，知识的
种子就是这样播洒， 如同阳光一样逐渐弥漫到每一个角
落。
课间十分钟，是校园最热闹的时刻。“
铛铛铛……”随
着值周老师敲响古老的挂钟， 孩子们便一窝蜂般地从各
个教室涌出来，这里一堆，那里一团，打篮球、丢沙包、玩跳
绳、抓石子、捉迷藏……到处都是孩子们的欢笑声。 直到
“
铛铛铛”的上课铃声再次响起，一些同学才急急忙忙去上
厕所。一边提着裤子，一边往教室跑的情景，常常让我们忍
俊不禁。
那些年的期末考试， 几乎都是全乡各所村校集中到
中心校统一举行。考试那天，许多孩子非常兴奋，天没亮便
来到了校园大声喊叫，让人又笑又气。天一亮，孩子们便排
着整齐的队伍，雄纠纠气昂昂地向中心校开去。
十年时间里，我在那个地方娶了妻，生了子。 直到儿
子四岁时，为了给他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我才申请离开
了那个地方，调入了中心校。 尽管有些不舍，但我知道，为
了孩子，我不得不那样做。
离开那里十几年了，偶尔我也到那里去看看，有时是
为了工作，有时干脆就是专门去逛逛。十几年过去了，我从
乡亲们的脸上看到了岁月刻在我身上的痕迹， 我能从玩
耍的孩子稚嫩的小脸上准确无误地猜出他们是谁家的孩
子，我能叫出每一道山梁每一条溪涧的名字，我能数出每
套院子住户人家的数目，这让年轻的一辈感到惊奇。 他们
哪里知道，我的血液已经印入了这里的山山水水，印入这
里的每一寸土地，这里是我梦萦魂绕的第二个故乡。

油菜花儿香
□吴兴华

三月第一个星期天， 我带着外孙到镇外漫步，
五岁的小外孙可高兴了， 拉着我的手一路阳光灿
烂，不停地问这问那：“外公，假如地震现在来了，我
们该怎么办，是不是站着不动？ 外公，今天的空气里
很香，这是为什么? ……”我一边走，一边回答着外
孙提出的诸多话题，不经意间来到黄家湾一片农家
菜园旁。
只见这里的菜园里开着稀稀落落的菜花， 每户
菜园之间都由一道土埂间隔， 每一小块菜园又用低
浅的小沟分割成一块块，就像切开的豆腐块那样。 那
一块块的菜地里种有胡萝卜、瓢儿菜、萝卜、小葱、蒜
苗、大白菜、豌豆尖……还有一些我不知道名字的。
小外孙见我驻足，丢开我的手走到菜园子里，揪住瓢
儿菜、萝卜开着的花，不停地鼓捣起来。
我寻找着花香，菜园的右上方五十米远有一家
农家乐，旁边有三口清澈的小池塘，里面养着鱼，池
塘周围是一片连着一片的油菜，怪不得外孙鼻子这
么灵，吸入的空气里是这么的香，见是油菜开满了
一片片金黄的花。 细看每一朵油菜花都是由四片花
瓣组成，花瓣呈椭圆形，中间有雄蕊六枚和雌蕊一
枚，花粉很浓，花期通常在一个月左右。 茎，圆柱形，
有十一二个分枝。 叶大，浓绿色，我叫它良种油菜。
油菜花和菜苔花除了茎不一样，我看起来就没有什

么区别。
金黄的油菜花在春日里显得格外妩媚、柔和。 阳
光照在花瓣沾着的露珠上，晶莹夺目。 蜜蜂和蝴蝶围
着花儿不停地转来转去，似乎有许多说不完的话儿。
从山坡飘来的一阵风拂过， 油菜花便舞动着婀娜的
身姿，花香四溢。 闭目，深深地吸一口新鲜空气，真有
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 让我真正地感受到了春的盎
然和大自然的韵味。
此时，我想到了油菜花直接与收成相关。 油菜花
盛开的季节， 花儿开得茂就预示着去年冬季栽种的
油菜成活过来，油菜花已经悄悄结籽，等到花落尽，
油菜籽渐渐地茁壮成长，待到红五月收获季节，庄稼
人就有新的收成了。
县城里很难看到油菜花， 每天散步看到的周边
乡村，油菜花孤零零的几朵，见得最多的是林立的高
楼、坚硬的水泥马路和喧嚣的人流、汽车。 油菜花非
常普通，很少有人来赞美，但油菜花也非常可爱，因
为油菜是我们每个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油料作物。
油菜花，在我生命的血液里一直深深地珍藏着。
我从小生活在油菜花丛中，一直都跟油菜花打交道，
喜欢她的朴素，喜欢她的颜色，喜欢她的芬芳，更喜
欢她的韵味……油菜花牵连着父母的心，花的茂盛，
预示着我们家来年就有一个好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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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达州第九届网络写作交流
会在通川区西外龙泉大酒楼召
开，来自各县（市、区）200 余名网
络文友参加了会议。
四川省网络作家协会常务副
主席兼秘书长邓子强专程从成都
前来达州参加会议， 他充分肯定
了达州网络写作交流会， 为四川
网络创作提供了宝贵借鉴经验。
同时， 他鼓励网络写作要走向更
高更远更广阔的天地， 并希望大
家在网络平台上弘扬正气， 热爱
生活，传播正能量。
会上， 文友们就写作道路上
的困惑和心得纷纷献言。 四川文
理学院原副院长、 达州市作家协
会荣誉主席成良臣与四川传媒学
院有声语言艺术学院副院长、达
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范藻先
后登台讲话。 提出创作方向要弘
扬传统文化，开创新文风，打造健
康繁荣的文学市场， 磨砺闪亮的
文学品牌。 开江作家朱映铮强调，
写作一定要静下心来， 要戒骄戒
躁，需要自我磨砺的沉淀。
据了解， 达州网络写作交流
会于 2008 年 1 月举办首届，十二
年来，已成为国内持续时间最长，
被四川省作家协会誉为“达州模
式”、“达州品牌”， 并获全市文艺
精品扶持资助项目。“成绩的取
得， 是历届组委会成员十二年如
一日， 无私奉献、 义务付出的结
果， 也是广大文朋诗友共同参与
经营的结果。”省网络作家协会理事、达州网
络写作交流会召集人绿色巴山（张艇舰）说，
希望通过这个平台，能为爱好写作的朋友们
提供更多帮助和展现自我机会，涌现出更多
的诗人、作家。
（余太平 张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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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一到春天的三月， 老家房前屋后的稻田
里满是金黄的油菜花， 每时每刻都闻得到飘逸出的
花香味。 油菜花开的田坎边，我常看见父母指着笑眯
眯的油菜花，脸上荡漾着花开茂盛时的喜悦；当看见
花开稀疏的油菜花时， 父母就一脸的惆怅……那时
与院子里的小伙伴们一起玩迷藏、 捕蝴蝶、 追赶蜻
蜓、看蜜蜂酿蜜。 后来到镇上读初中、高中，经过路的
两边是耕种的山坡和菜地， 同样可以走近田野看油
菜花。 再后来，我离开了家乡。 而今，我只身在远离故
乡的县城，很少有机会再看到家乡的油菜花。
三月，油菜花开的季节，也许是一年中最美丽的
时节了，万物复苏，百花争艳，大自然充满了一派生
机，自古以来就有很多文人墨客赞美春天，一些诗人
更是由衷地表达了对春的依恋和热爱的情怀。
春天是那么的短暂， 就像散落在地上的油菜花
瓣儿一样，很快就会归去。 人生又何尝不是呢，翻开
尘封久远的照片，油菜花地里那些天真无邪的少年，
昔日年轻的面庞如今都渐渐变得模糊， 随着日子在
逐渐地一天天老去。
“外公、外公，给我照张相片!”我从回忆中走回
现实，小外孙已经站在油菜花丛中摆好了造型，一张
带着满眼油菜花香的照片传送到微信群里， 引来一
片赞许的目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