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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的某个黄昏， 母亲坐在门口那块

半圆形的石头上。 石头是褐红色的， 中间

有一条白色带状纹， 紧紧地勒着石头。 石

头是父亲乔全喜捡回来的。 他让母亲端详，

神神秘秘的。 母亲瞅了半天， 说不就是块

石头吗？ 父亲承认是块石头， 可不是一般

的石头呢。 母亲说石头就是石头， 还能变

成黄金不成。 父亲启发母亲， 石头的形状

像什么？ 母亲的目光再次落在石头上， 看

着看着， 脸就红了。 她扫过父亲暗黑的脸，

父亲正笑眯眯地望着她。 母亲的脸更红了，

说我还以为你是正经人呢， 甩下父亲进屋

了。 父亲追上母亲， 从身后抱住她。 母亲

说你见了别的女人也这样？ 父亲嘿嘿笑着，

我若这样， 还能把钱交到你手上？ 母亲想

想是这个理， 便歪向父亲。

成婚两年有余， 母亲的肚子一直瘪着。

吃过药， 母亲还常常去庙里焚香祈祷， 可

仍然怀不上。 父亲捡回圆形褐石一个多月

后， 她怀上了我。 她告诉父亲时， 眼里的

泪花都要飞到父亲脸上了。 父亲生怕听错，

让她说了两次。 父亲突然想起被丢在院角，

覆盖着灰尘的褐石。 父亲认为那是块神石，

是神石带来了好运。 父亲扫掉灰尘， 洗掉

上面的污渍， 抱在怀里反复端详。 父亲认

定什么， 母亲极少质疑。 母亲起先不敢坐，

认为不敬， 父亲说神石不是神， 还是石头，

是有灵异的石头， 吸吸石头的灵气， 肚里

的孩子会长得更结实。 说到孩子， 母亲的

胆子便壮了。 从此那块石头成了她的坐凳。

抱出来是坐凳， 抱进屋则摆在方柜正中间，

母亲时不时点一炷香。

母亲坐在石头上 ， 并不闲着 。 缝衣 ，

纳鞋， 把鲜嫩的豆角剪成条状， 抑或把烟

片串起来吊到院墙的钉子上。 那天， 她缝

的是一条婴儿裤， 粉底白花， 是用她的旧

衣服改的。 她已经做了三条， 这是第四条。

那是一九○○年八月， 再有一个月， 她的

孩子就要出生了。 她盘算着， 彼时瓜果已

经成熟， 若奶水不足， 就熬瓜糊糊， 这是

她母亲告诉她的。

母亲不时抬头远望。 门前是水塘 ， 不

大也不深， 却住着数不清的蛤蟆。 蛤蟆白

天藏在塘底， 黄昏便浮到水面， 比赛似的

聒噪， 一直叫到午夜之后。 水塘往南是草

滩， 黄蒿灰蒿， 还有开着蓝花的沙参和粉

花的老牛疙瘩及状如叉子的老鹳草。 再往

南是灌木丛， 一群鸟惊起落下， 落下惊起。

出村的路就在灌木丛中间， 弯弯曲曲， 像

一条蛇 。 母亲在等父亲 。 父亲是锢炉匠 ，

清早踩着 “蛇” 离开， 黄昏踏着 “蛇” 归

来。 盆、 碗、 碟、 盘、 罐、 缸、 篓子， 长

缝短缝， 经父亲修补后， 滴水不漏， 即便

再裂， 也不会从锔钉的地方开裂。 父亲每

天有进项， 只是辛苦， 每天要走老远的路。

但不管过了几村几镇， 不管走多远， 父亲

当日即返 。 母亲怀孕后 ， 就算活没干完 ，

父亲也会返回， 次日再跑老远的路， 把给

人家锔了一半的盆或缸锔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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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黄昏，母亲抬头的次数渐多。 父亲

个子高腿也长，灌木丛当然挡不住他，他的

身影一闪，母亲的眼睛便能捕捉到。 可那个

黄昏，母亲的眼睛似乎出了问题。 明明看见

了父亲，可只要她站起来，父亲还有他的担

挑便消失了。 如是三次，母亲慌了。 她把褐

石抱回屋，把缝了一半的婴儿裤、放针线顶

针的小笸箩放回去， 站在门口远眺。 水塘、

灌木丛在晚霞的映照下，浮腾起一团团淡粉

的雾霭。 路已经模糊不清， 但只要父亲回

来，母亲相信她看得见。 她的眼睛瞪得大大

的， 却连错觉也没有了。 霞光被暮色吞噬，

水塘、灌木丛隐消了形状，难以辨清。 蛙声

大起，没有歇停，犹如鼓点。 傍晚是蛤蟆最

兴奋的时刻，那个晚上尤其特别。 母亲下意

识地捂了肚子，似乎这急躁喧闹的鸣叫会吓

着肚里的孩子。 朦胧中， 她看到地面在动。

蛤蟆杀到了地面。 边闹边蹦，边蹦边闹。 母

亲并不惧怕蛤蟆， 可蛤蟆如此放肆凶猛，让

心慌的母亲恼怒。 如果蛤蟆叫得不这么凶，

也许母亲不会踢那一脚。 她不是真的要踢，

只想吓唬吓唬。 母亲是小脚，即便踢也伤不

到它们。 没踢中，她却闪倒了。 她的身体压

住七八只也可能八九只。 蛤蟆挣扎着急欲

从她身底逃离。 母亲翻了个身， 这边的逃

了， 却又压住另外的蛤蟆。 母亲没有再动，

倒不是狠下心惩罚尚在身底抽动的蛤蟆，而

是她感觉到肚里的胎儿在动。 倒地的瞬间，

母亲是护着肚的， 翻身时也不忘垫着胳膊，

但她仍然紧张。 喘息片刻，母亲爬起来。 她

已经顾不上牵挂，或者说她已经分不清心的

突然狂跳是对父亲的担忧还是对动了胎气

的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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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拍打掉衣服上的灰尘， 掸去衣袖

上网状的绿色青苔， 那该是蛤蟆蹭上去的。

深呼了几口气， 母亲小心翼翼地解开裤子，

用毫无经验的目光察看有无征兆。 没看到

异样， 母亲却不敢掉以轻心。 喝下去几口

水， 她轻轻靠坐下去。 想了想， 又把褐色

的石头抱下来 ， 放到墙角 ， 她稳坐上去 。

石头的气息让腹中的胎儿结实， 父亲的话

如信念深植在母亲的意识中。 她微闭着眼

睛， 双手环腹， 谛听着胎儿的动静， 亦捕

捉着父亲的脚步声。

父亲是半夜时分回来的。 母亲靠在墙

角， 已经睡着， 双手依然环着腹部。 油灯

已经熄灭， 屋里黑咕隆咚。 父亲没有进屋，

站在门口唤了几声。 母亲突然惊醒， 不知

自己身在何处， 不知父亲的呼叫是真是假。

父亲又叫了几声， 母亲才明白， 父亲回来

了， 她并不是在做梦。 母亲回应之后， 父

亲说你别动 ， 我来点灯 。 母亲是想动的 ，

可双腿酸麻， 她摸着从石头上挪到地上。

看到母亲在地上， 父亲半张着嘴说不出

话， 而母亲的惊愕胜过父亲。 父亲穿着一件

比身板小许多的无袖长衫， 上下满是血污，

脸上一团青一团紫， 像涂抹了颜料。 幸亏母

亲没有站立， 不然定会惊倒。 两个人相距不

过三步， 却你瞪我我瞪你， 都傻了。 还是父

亲反应快些， 蹲下去问母亲怎么在地上。 母

亲说不出话， 举起手要摸父亲， 又突然定

住， 伸出食指晃动着， 不知该指向父亲的脸

还是血污的无袖长衫。 袖子显然是撕掉的，

线头尚在。 父亲这才看看自己， 说我不要

紧。 声音并没有异样。 母亲不傻， 当然不

信。 母亲被父亲抱上炕， 她紧抓住父亲的

手， 不肯松开。 她的眼睛长出稻草样的东

西， 先是掠过父亲的脸， 然后绕过父亲的颈

项， 一圈又一圈， 将父亲牢牢缚住。 父亲被

她缚得喘不上气， 就说了。

（《有生》 胡学文/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
版社 2021 年 1 月版）

《平凹的短小说》

贾平凹/著
博集天卷·湖南文艺出版社
2020 年 12 月版
十二段故事被分为三辑：“草

芥：人之利”“逛山：兽之欲”“孤独者：

神之义”。 这部小说集讲的仍是贾平
凹熟悉的秦岭脚下的故事， 就像长
篇小说《山本》一样，秦岭只不过是
中国的一个缩影， 秦岭的故事就是
中国的故事。 在山沟里的人和住在
城市里的人都面临着一样的困
境———每个人都逃不过你要成为什
么人的选择。

《擦肩而过》

肖复兴/著
作家出版社
2020 年 12 月版
作家近三年的散文新作萃

集。 其中既有对往昔温情岁月的
回忆， 又有对平凡生活的点滴感
悟，更有关于艺术的遐思、关于读
书的杂谈、 关于域外的旅行见闻
等等。 如肖复兴所言，雪泥鸿爪，

深深浅浅、歪歪扭扭的痕迹，都刻
印在这里了。 在这里，有他的所思
所想，所读所感，也有情感回溯和
生命的流逝。

《人们来来往往》

程绍国/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21 年 1 月版
通过这个中短篇小说集 ，作

者以对农村生活的描慕状写 ，刻
画了一系列社会底层的人物形
象。 他们当中有老婆受人欺负却
又无可奈何的丁西， 有一生谨小
慎微却又善良厚道的乡村教师木
沛骥……小说以小见大， 刻画人
性的高尚与卑微入骨三分， 字里
行间透露出作者求直、求真、求善
的拳拳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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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学文， 著有长篇小说 《私人档

案》等四部，中篇小说集《麦子的盖头》

《命案高悬》等十三部。 曾获鲁迅文学

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孙犁文学奖

等。 小说《奔跑的月光》被改编为电影

《一个勺子》，获多个电影奖项。

这是一个起始于接“生”的故事，它
以接生了一万两千余人的祖奶为主干，

以被祖奶接引到人世的众生为枝叶，为
我们构建了一个壮阔而又浩瀚的文学
世界。 小说的叙事时间从晚清到当下，

时间跨度有一百余年， 被浓缩在祖奶
一个白天和一个夜晚的讲述中。

作家秉持着对乡土文化和国民性
的深刻洞察，以民族寓言、生命史诗的
宏阔格局和叙事雄心， 将笔触深入乡
土社会的法礼德道、血缘地缘、权力分
配等方面，通过有血有肉的人物群像，

在一种宏阔的命运感中，为乡土立根，

为众生立命， 为历尽劫波又繁衍不息
的百年中国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