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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安人，在一起！
□海狼

今世缘
□王锦飞

兔唇的女儿总是一个人吃饭
□低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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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半的时间，究竟是长还是
短？对一名援疆教师而言，这一年
半的时间，是那么漫长，又是那么
短暂！

从江海之城江苏南通到西北边
陲新疆伊犁，足足万里之遥，援疆教
师就是那背井离乡的游子。那无法
规避的孤单寂寞冷，把每一个在疆
的日子拉长又拉长，那五百多个日
夜加起来又该多长呀！总看见援友
们说笑间猛然沉默，突显思考人生
状，总看见援友们仰头望着那东去
的飞机发呆，眼里出现了亮晶晶的
东西……你说这一年半的时间，是
长还是不长？

2019年12月29日，那是我们
结束一年半的援疆支教历程离开
伊犁返回南通的日子，这可是援友
们期盼已久的日子呀，却很少看出
大家脸上有多少兴奋的神色。那
发出的援疆支教动员令，仿佛就在
昨天，那在疆的五百多个日夜，咋
就如过眼烟云般在眼前瞬间流
逝？“老师，你可不能忘了我们，忘
了新疆呀”“老师，高考填志愿时，
我一定填江苏，填南通，到时我一
定去看您”，耳边时常想起与孩子
们的离别话语，眼前时常再现离别
时孩子们那泣不成声的样子……
真的很奇怪，这个时候，咋就没那
么想家了呢？一年半的时间还真
是太短喽！

是的，一年半的时间，对于漫长
的人生之路而言，只能是短短的一
瞬！我们带着深深的情怀来到新疆
伊犁，我们拿出浑身解数来支援新
疆教育，我们倍加珍惜在疆的每一
个日子，新疆学校领导教师们的热
情与倚重，新疆孩子们那求知若渴
的期盼与眼神，大美新疆那美轮美

奂的绝色美景，戈壁滩上那些五颜六
色的金丝宝玉，那些打小就在故事里
传说着的一个个神奇的南疆古国，那
一望无际的妖娆多姿的塔克拉玛干沙
漠……一年半的时间，对于寄托着如
此深沉而厚重的人间感情而言，对于
那么多美不胜收的新疆人文及自然美
景而言，真的是太短太短了！这由五
百多个日夜构成的一段路，在路的尽
头不断被缩短再缩短，甚至还谈不上
回忆。时间的相对论，总是那样充满
着辩证法！

一段援疆路，一生新疆情！就是
那长长又短短的一年半时间走过的
这一段援疆之路，注定了我们全体援
友们对新疆对伊犁对伊宁县的一生
情缘。这一年半里，我们对新疆对伊
犁对伊宁县，从相识、相知到相恋、相
爱，尽管必须面对离别之痛，但已经
是耳鬓厮磨，难解难分，必定是缘定
今生，永不分离。有现代化的交通及
通讯技术，我们之间的往来可以朝发
夕至，可以在一瞬间看到彼此的音容
笑貌，所以这样的离别只能是短暂
的，我们的心会永远连在一起。孩子
们，老师不会忘记你们，不会忘记新
疆的，想你们了，想新疆了，我就“飞”
过去看你们去！老师们，备课时有什
么疑惑，写文章时需要我点拨，欢迎
随时“电”我呀！

这一段援疆之路，会让我们今生
受益无穷。在疆支教的这一年半，是
我们这一生积累的一大笔宝贵财富，
这财富没有一丝一点的铜臭味，她让
我们心灵宁静，精神勃发，情怀升华，
教育教学的境界变得更加辽阔而高
远！而这就是我们援疆支教的最大收
获，是一年半新疆之行带给我们的巨
大回馈，这回馈必将滋润我们全体援
友们接下来的教育生涯。

我太婆有一只陶罐儿，里面
腌了一只兔子。这是一只野兔，
据说是白色的，雪白雪白耳朵很
长的那种。

秋季里的有一天，我太婆在地
里掰玉米。她直起身子往大河水
里望去的时候，一只兔子从田地里
的草丛中奔了出来，直直地往那河
边的皂角树上撞去，“嘭”的一声。
然后呢？然后这只兔子就瘫在草
地上。好白好白的一只兔子啊，耳
朵那么长！它奔跑的姿势，就像一
丛大风中的茅花。

兔子为什么要往树上撞去？
我们是不会去追究这种蠢问题
的。我们现在追究的是，这恐怕
是一只女兔子。不然不会这么白
的，更不会这么慌张。它慌里慌
张的，就这么往树上撞去。我太
婆丢下手上的筐子，往河边颠
去。她走路的姿势像是在路上
戳。因为她裹着粽子一般的小
脚。你可以想象一下的，一个脑
后盘着髻的老太太，一双摇摇欲
坠的小脚，颠颠地往一只白兔子
身边赶去。是不是很喜感？这兔
子是还未死绝的，它的气息将断
未断，身子是团成一团，不一会儿
就摊成了一张兔形的肉体，不动
了。红宝石一样眼睛里，燃着最
后的火苗。又渐渐熄灭。

该拿这只兔子怎么办，大家
都不知道。我婆婆公公，我老公，
都不知该拿它怎么办。我婆婆其
实是我太婆抱养的。我公公其实
是入赘的。我老公其实应该跟我
太公姓，最后又没有。所以，你知
道吧？他们是有一点矛盾的。守
株待兔这样幸运的事情，竟然真
的发生了，而且还是发生在我们
身上！邻居们奔走相告，都来看
稀奇。人人的眼角和嘴角，都挂
着一点包裹不住的笑意，又从脸
盘子上溢出来。喜气像被加热了
的液体一样，在我太婆的院子里
蒸腾，蒸腾到我公公婆婆的院子
里，又四处发散，整个村子里都飘
着这种热乎乎的喜气。

最后他们决定把这只兔子腌
起来。腌兔子由我公公亲自动
手，他们为他准备了腐乳卤、汾
酒、胡椒粉、味精、精盐，还有白糖
和红油。他忙着把这些佐料涂抹
在死去的兔子身上，一层又一
叠。完事之后，他想了想，另外又
亲自准备了姜丝、葱段、蒜瓣、香
菜。甚至连青菜都准备了，选的
是上好的菜叶子。他把这些辛味
连同上好的青菜叶子一起，覆在
被各种佐料涂抹过的兔子身上。

等到他们告诉我这一切的时
候，已经是第二年的春天了。我
已经于去年冬天的时候结了婚。
而且又已经于今年的春天怀了

孕。这个时候，他们就开始说起
这只兔子来了。就像说起自己的
家人一般熟识。空气里缭绕着一
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就像蜂
蜜里面缭绕着花粉的味道，他们
喜气洋洋的五官中间，缭绕着一
种难以言表的珍爱之情，以及一
丝不易察觉的炫耀。总之，是一
种徐徐流动的气。我虽然说不出
来，但是能感觉到。

我于是看到了这只传说中的
兔子。它被装在一只陶罐儿里，
静静的。陶罐儿就搁在我太婆的
灶顶头。灶是那种土灶，门脸上
贴着一个老灶神。说灶神老，是
因为他的脸面早就让柴火熏黑
啦，一只眉毛还上着吊吊灰。

现在，陶罐儿被我老公抱了
下来。在春天快要结束，夏天正
在到来，稀稀拉拉的蚊虫在玉米
的丛中舞动，夜饭之后，我们照例
去太婆那里玩的时候。装着一只
腌白兔的陶罐儿，放在我太婆专
门用来吃饭的长条桌上。黑黝黝
的陶罐儿，发出幽深的光，仿佛一
种古老的眼神。

他们又说要让我吃掉这只兔
子，又说如果吃了兔子就会生出
一个有兔子嘴巴的小孩。那我到
底要不要吃这只兔子呢。我又想
吃掉这只兔子，又怕生出一个有
兔子嘴巴的小孩。

兔子肉是非常好吃的。而且
也很有营养。我老公告诉我。那
你吃过兔子肉吗？吃是没吃过，
不过这只兔子肯定好吃的。我老
公说。

谁也没见过谁家有一个孩子
真的长了一张兔子嘴巴。我婆婆
说。生出兔子嘴巴的小孩，一万
个人里面也没有一个。难道这些
人都不吃兔子肉吗? 我太婆、公
公、婆婆他们，既不叫我吃，也不
叫我不吃。他们只是，一边这样
说，一边把兔子从罐子里取出
来。又放在大铁锅里红烧了一
遍，里面放了酱油、生姜片。装进
蓝青花的盘子里之后，又浇了芝
麻油，看上去就是一个香喷喷的
样子。盘子边上还耷着好几片蒜
叶子，绿色的。

我记得我吃下了这盘兔子
肉，又记得好像没有吃。或者，一
家人一起吃完了这盘兔子肉？我
真的不记得了，事隔二十多年了
啊。兔子肉到底滋味如何？我确
确实实，没有记忆。无论我是二
三十岁，还是三四十岁，还是四五
十岁，我都不记得兔子肉的滋
味。我这辈子，既像吃过兔子肉，
又像没吃过兔子肉。

我只记得，夏天快要结束的
时候，我生下了我的宝贝。他生
下来的时候，皱着自己的小眉头，

一声也不哭。医生打了他屁股，他
漫不经心地哭了一两声。然后，就
不哭了。女医生把他抱给我看的时
候，我还在手术台上。他的脸小小
的，像一只文蛤壳儿。眼睛紧闭着，
凹下去的鼻梁，像我。

我还看见，他的鼻子下面，有两
道裂痕。还没等我仔细看，医生就
把他抱走了。我的心里，裂了一道
缝。我生了一个腭裂的孩子啊！

但是我忍住了不去想这件事。
我得把我的伤口先养好，才有力气
把他养大。每个孩子在天上的时
候，都在选妈妈。他选择了我，来到
了地上。我非常感谢他。

我老公高兴得不得了。他亲了
我一口。跟我说，我们的孩子漂亮
得不得了。像你一样漂亮，他说。
他这么一说，我心里更加慌了。像
我一样漂亮？那岂不是丑得没得
魂。他把一张床和另一张床拼在一
起，只为了靠我近一点。他又提出
来要把孩子抱给我看。我连忙说，
我不要看。我说，他腭裂的啊。他
说不是。我说我看到他鼻子下面有
两道黑东西。他说那只是从胎里带
出来的脏东西。我知道他绝对是在
骗我。随便他吧，我已经疼得无法
克制了。因为，麻药醒了。即使他
是一个腭裂的孩子，也一样会长
大。全世界只剩下了疼痛。天空的
远处，有一条巨大的疼痛笼罩下来。

第三天时，我终于不疼了。他
们把孩子抱来给我看。真的不是腭
裂啊！他正睁着眼睛，看住了我的
眼睛，像很久以前，我们就认识一
样。谢天谢地，谢天谢地啊！

他慢慢地长大，慢慢地，成为一
个活泼的孩童。他告诉妈妈，自己
是一颗喜糖变成的孩子。小羊喜欢
穿皮鞋。木头床喜欢穿裙子。

那么，那个因为妈妈吃了兔子
肉，就长出一张兔子嘴巴的孩子，你
在哪里呢？

下课铃响了，同学们从学校里
冲了出来，涌向了校门口的快餐
店。她们有说有笑，花枝招展。只
有她，孤单地坐着，坐在快餐店的椅
子上。总是低着头，默默地，面对着
自己的饭盒。我知道，她就是那个
孩子，那个妈妈吃了兔子肉而长出
兔子嘴巴的孩子。一定是我水一般
的目光注到她的身上，所以她才合
上了自己的叶子。我想起了那只被
我吃下去的兔子。雪白雪白的一只
兔子，我对不起她。我并不想惊到
她，惊到这只总是一个人吃饭的女
兔子。亲爱的宝贝啊，要到什么时
候，你才能抬起你的头来啊。

生下儿子七八年之后的一个初
夏。我在校门口的快餐店里看见了
她——我总是低头默默的女儿。

两三个七八年过去了。我再也
没有见到她。

致敬天空，致敬大地，
我们要向两百公里外的海安致敬！
诗歌在生长，热血在沸腾，
冬天里有乡音如潮，也有玫瑰

绽放，
为我们今宵的欢畅编织深情的

恋曲。
仿佛是梦幻，仿佛是酒醉，
我们的心里永远住着美丽的家乡！

致敬河流，致敬冰雪，
我们以乡愁的名义向海安致敬！
同一个姓氏，同一个名字，
我们的祖籍里都有江海在涌流，
那里曾是每个人童年的摇篮。
让我向你倾诉吧，请你也告诉我，
此刻我们的相聚里藏有多少无

眠与期待！

致敬阳光，致敬风雨，
灯火的远方，有我们海安的父

老乡亲。
几千年的老家，几十个世纪的爱，
那一阵阵马蹄哒哒的急促与嘹亮，
可曾无数次在梦中将我们唤醒？
越来越高的飞翔，越来越亲的

想念，
像长长的线，牢牢地系在我们

的心魂里。

致敬乡友，致敬亲情，
海安人在一起，就像群星璀璨着

夜空。
这是慈暖情怀，这是赤子真诚，
我们要用尽所有的热爱向海安致

敬！
骨头里的誓言，钢铁般的淬火，
让我们聚力筑梦，拥有非凡的希望，
每个人的朝霞都在放射最强的光电。

致敬海安，致敬新春，
今夜美好的盛会倾泻着欢乐的声浪。
在我们的眼睛里看到无数双眼睛，
在我们的奋斗中激励着无数个奋斗。

“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像波浪一样将手臂伸向宽宏的大

海吧，
愿每个人都会成为家乡的幸福和

荣耀。

致敬兄弟，致敬姐妹，
我们要在心碑上刻写今夜相聚的

形影。
你好啊海安，你好啊海安老乡，
千帆扬波汇金陵，百舸争流立潮头，
这是光明的照耀，这是时代的恩赏，
请大家一起站起来！合起双手！
为我们的盛世海安发愿祈福。

初冬时分
一缕阳光洒向清澈水面
波光粼粼中
泛起朵朵浪花
她伫立在游艇甲板上
置身山峦青翠绿岛间
水哗风吟
还有鱼儿在水中穿梭

清新自然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挑眉淡扫梅峰
郁郁葱葱里
似共读同窗月
课堂上的争论声此起彼伏
晚霞在羞涩中渐至
我心花如雨纷飞

相约千岛湖
□史国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