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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夏日的早晨，居所周围的
丛林全是鸟儿们的天堂。这些大自
然的精灵，每天起得比太阳还早。
它们振翅展翼于树巅之上，穿梭于
树丛之中，我由衷地羡慕它们活得
自由、欢快和奔放。平常日在我的
印象中，鸟类的字典里没有压力山
大，也没有抑郁和哀伤。而七月里
的那场暴风骤雨改变了我的看法。

今年雨水丰沛，五月的小院姹
紫嫣红。百合花、茉莉花、三角
梅、地瓜花、墨菊、绣球和马齿苋
鼓足劲儿竞相开放，“一朵忽千
变，百花皆后香”，那种清淡诱人
的香气直往你鼻孔里钻。花香蝶
来，梧高凤至。每天清晨四五点
钟，窗外常有两只小鸟兴奋地啾啾
互答，扑棱着翡翠色的翅膀飞上飞
下，它的喙“嘭嘭”不停啄击着向
阳的玻璃，一次次搅扰了我们的好

梦。这样的情形，从五月的某个早
晨一直持续到七月的一个暴风雨之
夜。我心里纳闷：这是什么鸟？它
们想干什么？是要飞进来吗？有一
回，我看到小鸟落在窗台上觅食，
就蹑手蹑脚、悄然推门欲探个究
竟。它们反应敏捷，闻声而去。一
会儿又飞至菜畦的竹架上，或柿树
和白玉兰的树杈上、院外的银杏树
树梢，发出一声又一声清脆短促的
歌唱。我终于看清了它们的面貌，
那是一对胖嘟嘟的白头翁，顶白，
肚白，羽毛翠绿，头顶上的白色圆
圈像婴儿的胎记。白头翁啄窗意欲
何为？我真担心它误伤自己。我求
教爱鸟的朋友找到了答案。白头翁
视力太弱，透明玻璃会照出自己的
影子，它误认为是其它鸟类在抢占
自己的地盘——— 它的巢穴肯定搭在
附近。每当此时，它会用尽心力不

停地叫唤驱赶异己，甚至不惜生
命。小小白头翁，竟有强烈的“领
土”意识，我心里热乎乎的。

俯视窗下堆积的粪便，竟有不
少植物的种子，想不到像白头翁一
样的小鸟也是辛勤的播种者。那些
草地上茂盛丛生的枸杞，我想也许
有它们悄然播撒的功劳。

我不知道白头翁能否白头偕
老，但我从它们高度机警的配合意
识里看到了夫妻的那份真爱。那天
中午，在邻居的菜园地里，我惊诧
地发现：一只鸟在高高搭起的竹架
上不停地转换方位，鸣叫着逡巡望
风；另一只则在樱桃西红柿架下，
忘情而又津津有味地啄食着通红通
红的果实。稍有风吹草动，它们便

“嗖”的一声，翩翩飞往周围的树丛。
这个场景，一直让我感动不已。

七月的一个下午，轰隆隆的炸

雷声响彻云霄。起初和风细雨，那
对白头翁欢快地飞翔着，在柿树、
海棠、牡丹、银杏之巔飞起落下，
尾巴一撅一翘，俏索自由地调节平
衡；继之狂风暴雨来了，它们又隐
于树丛之下。雨下了整整一夜，这
是入汛以来的第一场暴雨。翌日的
早晨，我和爱人散步归来，听到白头
翁在高高的树丛里急促地鸣叫，少
了往日的婉转圆润。我们不懂鸟语，
但能感觉出叫声的悲伤和凄凉。一
种不祥之感隐隐袭来，寻觅四周，果
然发现了甬路旁一只死去的雏鸟，
软乎乎的，发育未全。再仔细搜索
四围，又发现了筑在竹丛里湿淋淋
的鸟巢，鸟巢里有两只死去的雏鸟：
一只翅膀挂在鸟巢的外沿上，一只
死在了鸟窝里，鸟窝里爬满了黑魆
魆的蚂蚁。昨晚的强暴雨无情地夺
去了雏鸟的生命，将其扼杀在摇篮

里，我们的心情非常沉重。
爱人眼圈发红，不住声地埋怨

白头翁太傻，为什么不把巢穴筑在
屋檐下、凉亭里？我说，自然界随
时都有不可抗力发生。鸟巢抗不过
暴风骤雨，高楼大厦抗不过台风地
震，弱小的生命岂能抵挡洪荒之
力！

我们小心翼翼地把三只雏鸟埋
在了丁香树下。那对白头翁心怀失
子之痛，凄凄惨惨、恋恋不舍地飞
走了。我改变了过去的认识，在鸟
类的字典里不全是风花雪月莺歌燕
舞，也有生离死别爱恨情仇。

从那以后，偶尔也有形单影只
的白头翁飞来小院鸣唱，但滋味总
觉得不如那对双飞双栖的白头翁叫
声悠长。我不知道它们已经飞向何
方 ？ 我 也 不 知 道 老 鸟是否 “识
途”，还会回到老地方吗？

啄窗的白头翁
王教法

20世纪80年代，我们家获批
了宅基地，在远离主村落的山脚
下盖了新房子，周围邻居一共有
十一家。这十一家都统一规划，
盖了平屋顶的房子，这种平屋顶
有效解决了农民晒庄稼的问题，
再也不用去场院和马路上晒粮食
了。

庄稼收割回家，直接运上自
家屋顶。我们小孩子是屋顶上的
常客，没事就被父母赶上去，当
“稻草人”吓麻雀。

我家有架木梯，但我上屋顶
不爬梯子，我都是踩着鸡窝爬到
院墙上，再从院墙爬到饭棚上，
再从饭棚爬到平屋探出的水泥雨
搭上，再从雨搭爬上屋顶。虽然
过程繁琐，却比木梯安全。

一同陪我“爬上”屋顶的还
有小画书、收音机和水。我坐在
一屋顶粮食中，边玩边当“稻草
人”，待邻家小伙伴也爬上自家
屋顶，看到我了，便来我家屋顶
集合。虽然聚集在一家屋顶，但
自家的也能兼顾，有麻雀落下啄
食，站起来拍拍手掌，大喊几
声，胆小的麻雀便被吓跑了。若
遇到顽固的麻雀，就得敲脸盆吓
走它们了。

除了吓麻雀，我们还负责翻
晒粮食，一天翻晒几次。待下午
父母下班后，帮着他们将屋顶的
粮食装起来，以免夜里被露水打

湿，自此一天的活儿才算完。
当然，有时不等父母下班，

天气突然转阴，有下雨的征兆，
我便会赶紧将粮食堆起，用塑料
布盖上。最恼人的是雨并未如期
而至，刚盖上粮食，天空又冒出
了太阳，我就得再重新摊开粮
食。但这样的天气总是少数，多
数时候还是晴空万里，我们大可
优哉游哉。

坐在屋顶上也是一场旅行。
天有多高，旅行就有多远。看，
一朵一朵的白云，形态各异，映
衬在蓝天下。我们用眼神和天握
手，和白云拥抱。站在平屋顶上
环视四周，每家的院子都是一幅
风景画：前边邻居家的石榴树挂
满了红红的果实；后边邻居家养
了半院子的花儿；一只花猫趴在
右边邻居家的自行车座上，睡得
正香。再极目远眺，远处群山巍
峨，满眼尽绿；山下是大片的庄
稼地和菜地，依然有庄稼未收
割，像群士兵挺立着，等待农人
的检阅；菜地里红彤彤的辣椒挂
了一树又一树；南瓜藤上睡着几
个老南瓜，一朵大黄花从绿藤中
挺起腰身，气势赛过了牡丹，真
是美得不像话……

那时，家里孩子多，房间
少，屋顶还是最好的会友谈心之
所。可以避开父母，避开兄弟姐
妹，到屋顶上去，高谈阔论，可

真是惬意呀。
记得有一年秋天，邻居家燕

燕的大哥交了个女朋友，燕燕大
哥竟领着女朋友爬上屋顶。他俩
在屋顶上剥花生，剥呀剥呀，剥
了一下午，到晚饭时间了也不下
来。燕燕想爬上屋顶喊他俩吃
饭，被燕燕妈一把拉住，说，别
打扰，他们饿了自然会下来。结
果两人一直剥到晚上九点，才从
屋顶回到屋里。后来，我们小孩
子才明白他俩哪里是剥花生呀，
那是在谈恋爱呢！认识不久的青
年男女，屋顶的确是互相了解的

好地方，人一登高，心门也被打
开了。

屋顶晒秋，晒出了很多的乐
趣和梦想。小孩子在屋顶的秋色
中渐渐长大，计划着日后有一天
能跨越山跨越水，去看看外面的
世界，一个又一个的白日梦在平
屋顶上生长蔓延。后来旧村改
造，房子越盖越高，再不见哪家
在屋顶晒粮食了，只能在回忆里
遥望那片屋顶的秋色。

如今游走半生，心累时，最
想爬上老家的屋顶，晒秋，晒自
己。

浸染秋天的屋顶
马海霞 当玩了一夏的小伙伴不再在

老槐树下打闹，纷纷埋头赶写暑
假作业时，快乐而短暂的暑期就
要结束了。知了还在老槐树上一
声声地叫着夏天，一只肥胖的黄
猫慢慢从栅栏底下溜出去，露出
短短的夏天的尾巴。

村前喧闹一夏的小河总算逐
渐恢复了平静，整个夏天，小河
都被淘孩子们占领。夏天的河
水，上面热乎乎，下面冰凉凉，
是农村孩子们消夏的天堂。每天
午饭后，孩子们像下饺子似的，
争先恐后地跳到河中，扑通扑通
的声音格外动听。淘孩子们在河
水中卖弄着各种各样的泳姿，狗
刨式、蛙泳式、自由式。戏水
声、喧闹声、嬉笑声，把沉静的
小河衬托得有声有色。而随着暑
期的结束，小河恢复平静，几只
野鸭也终于敢大着胆子回到自己
的领地。

村后的几棵柿子树终于挂满
了红彤彤的柿子，这些柿子从拇
指那么大开始，天天接受全村孩
子的注目礼。柿子不像苦桃，没
成熟是断然吃不得的，咬一口涩
得你半天睁不开眼。经过孩子们
目光一次次抚摸的柿子，从青涩
到橙黄，终于长成了好吃的模
样。那些红红的柿子，在树叶间
摇曳，就像树上开的花朵。熟透
的柿子终于被孩子们小心翼翼地
摘下，托在手上。我们那里有句
俗语 :“吃完柿子当学子”，柿
子上市，意味着秋季入学的时候
到了。

这个夏天结束了，高兴的
是，孩子们也长大了。

高考那年，我从考场一出来，
就对着标准答案估了一下分。根据
老师们评估的本科线，我的成绩大
约能比本科线高出40分。班主任魏
老师一听很高兴，就帮我填了志
愿。不出所料，高考成绩公布后，
我的成绩果真比本科线高出了3 6

分。
然而，我左等右等也没能等到

大学录取通知书。那些考上中专的
同学们都陆续收到录取通知书了，
而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却迟迟不见
踪影。

父亲说，我的录取工作可能是

被大专院校夹挂了。就在我心灰意
冷、准备复读的时候，一天晚上魏
老师突然风尘仆仆地来到了我家。
他来我家时，天空正飘着细雨。魏
老师抹把额头上的汗水，笑呵呵地
说：“正伟，恭喜你，你的大学录
取通知书到了。”

原来，我的录取通知书早就被
邮递员送到收发室了。不知是谁不
小心，把几张通知书带下了桌子，
掉在墙面和办公桌的夹缝里了。由
于堆积的通知书很多，门卫也没能
及时发现。后来，他挪桌子，才发
现了几张掉落的通知书。

魏老师拿到通知书后，连午饭
都没顾上吃，就冒雨从县城赶到了
乡上，又从乡上一路打听到了我
家。打开硕大的信封，里面共装着
三样东西：一张金灿灿的入学通知
书，一份印刷精美的学校简介，一封
热情洋溢的慰问信。慰问信上，学校
的公章和校长的签名都赫然在目。

望着金灿灿的入学通知书，我
情不自禁地亲吻了一下。而父母和
魏老师，脸上都挂满了笑容。但一
看“入学须知”才知道，当时距离
开学只剩下不到五天的时间了。魏
老师说：“这五天时间里，既要转

户口和团关系，又要买车票和赶
路，有效时间最多只有3天。正伟
呀，你的时间够紧张的。”

当晚，由于已经没有去县城的
班车了，魏老师只得留宿在了我
家。父亲倒是好客，从不喝酒的他
买来一斤酒，陪魏老师喝了大半
宿……

往事如烟，每当想起魏老师冒
雨为我送通知书的事儿，我就感慨
万分。如今，魏老师已经八十高龄
了，每逢年头节下，无论多忙，我
都要抽空去看望他。但愿他能健康
一生，平安一世，快乐每一天！

迟来的录取通知书
曾正伟

夏天的尾巴
赵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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