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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上我仿佛听到自己心脏快
要破碎的咔嚓声，也清晰地听到内
心里继续向前走的呼唤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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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留痕 被风吹散的碓窝被风吹散的碓窝
□ 范 宇

刻骨铭心

诗意绿洲

感受梁祝感受梁祝
□ 艾斯然

众人皆醉他独醒
就这样
睁着眼睛投了水
最软的接纳了最硬的
矛盾终于在最后
得到了奇异的消解

霜打的茄子
出头的椽子

凡不合时宜的
都吃不到好果子

还有什么说的
只能把那节姓愁的肠子
割了下酒
再煮两个桂花蜜粽
压一压
不听话的酸涩

我已经习惯
在端午，点燃一支烟
烧烤过去的岁月
谷禾己点不燃半粒种子
烧烤那浅蓝的诗行

先生的灵魂已被我点燃
通往天国的路已然打开
短暂的停留
为心注入阳光
天国的诗行 生出了绿柳

我只是一个行走世间的痴人
说着痴心话干着痴心事做着痴心梦
虔诚的心啊 在旷野祈祷
祈祷汨罗江的水慢些流
让屈大夫把诗行铺就

我要用多少鲜血来救赎
才能把上下求索的你喊醒
我要用多少丹青水彩
才能描绘出你的神韵
我只是一个行走在世间的俗人

我不懂楚辞 但我懂你
世人皆醉你独醒
出污泥而不染的你
写下离骚，写下天问
多少家国情怀多少壮志豪情

端午节我到不了汨罗江
端起雄黄酒 像举起手上的桨和帆
乘风破浪 只为追随你跃身一跳
将一封封家书浸满楚国的污泥
一句句读给你听 我的屈大夫

粽子粽子
用糯米加红豆花生
再加点芝麻和白糖
用粽叶一裹
不管三角形还是多边形

寄一垄粽子给你
今夕五月五
再寄一坛美酒到秭归
我的屈大夫

把粽子蒸熟
把酒打开
喝一口雄黄酒
就会想起亲爱的汨罗江

一滴泪
飞奔到楚国的街头
是否能照见你的容颜
还能照见秭归的古屋
一位游子望乡的身影

情不自禁，想起
一颗永远闪烁的诗心
一个个内心紧紧拥抱的
粽子，门楣上青翠欲滴的
一束束艾草和菖蒲

思接千载，铺开
汨罗江滚滚的流水

千帆竞发的不老龙舟
以及不曾远去的云烟和记忆

历史，惊涛骇浪中起起伏伏
怀念与祭奠，总被时光刷新
总绕不开民族的精魂。就像心海
装着两个字——中国！

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乐盲，早就听说
《梁祝》是如何美妙，然而却始终缘吝一
“耳”。

梁祝的妙曼我从小就感受过。孩提时，
在夏夜星空下，拥在奶奶怀里，许许多多的
故事从奶奶的唇齿间流淌出来，其中梁祝动
人的过往令我十分着迷，奶奶讲了又讲，我
百听不厌。我笑梁山伯是个书呆子，同窗三
载，连祝英台是个女人也分辨不出！最后梁
山伯与祝英台双双变成了蝴蝶，翩翩起舞。
我吮着手指头无限向往，他们是多么的幸福
啊！后来在野地里玩耍时，看到翻飞于天地
之间的一对对蝴蝶，我和小伙伴们就再也不
会去捕杀它们了，要知道，它们是梁山伯和
祝英台啊！只是我分不清哪一只是梁山伯，
哪一只是祝英台，幼稚的我深以为憾。

随着年岁的增长，美丽的蝴蝶当然不会
再引起我的遐想，奶奶的唇齿间也不再流淌
出动听的故事来。这一切的变化是那么残
酷，却也自然，我浑然不觉，也从没有细细咀
嚼过奶奶传诵的故事。

直到我平生第一次聆听《梁祝》！
十八岁生日时，朋友送我一盘音乐盒

带，在微微烛光中，我第一次聆听到这令人
心醉的旋律。这就是《梁祝》！乐曲终了，我
心深处的那一根弦被久久颤动。记忆又在
我的脑海中浮起，泪水模糊我的双眼，我终
于明白了，为啥讲梁祝时，奶奶的泪水会打
湿我的脸蛋，奶奶摆手说，那是高兴的眼泪，
而我觉得那泪水苦而涩！美丽的蝴蝶，美丽
的谎言！但所有善良的人们，包括奶奶，也
宁可相信人可以化蝶。因为这样，梁山伯与
祝英台才能厮守今生来世，天下有情人才会
终成眷属。

岁月使人苍老，却带不走与生命并存的

记忆。奶奶的身世不似梁祝，却胜似梁祝般
感人。我相信奶奶一生也是向往梁祝所传
递出的美好意境的，这就不难理解她总喜欢
给我讲梁祝的故事了。爷爷年轻时当兵去
了，留下奶奶和还在吃奶的爸爸，从此再没有
回来。奶奶带着爸爸苦挣苦捱，日夜盼望她
的爱人突然出现在眼前。然而，岁月荒芜，奶
奶在讲述梁祝的过程中，已由一名年轻漂亮
的女子变为一位满脸沧桑的老太太了。

奶奶八十大寿那天，我从外面的世界回
到奶奶身边，带回一盒《梁祝》。打开收录机
的一瞬间，奶奶显得局促不安，眼光慌乱起
来：“别逗奶奶了，我哪会听‘协奏曲’。”但有
时音乐就是创造奇迹的最佳元素，果然，缓
缓流淌音符中，奶奶渐渐地平静下来，目光
变得柔和专注。时光好像回到了遥远的过
去，那时，奶奶讲《梁祝》也是这副神情。“他
们在玩耍……他们约会了……”奶奶喃喃地
说，沉浸在如泣如诉的《梁祝》乐曲中。她的
双眸仿佛穿越了时空，忽而闪闪发亮，忽而
黯然失色。奶奶的脸竞泛起了红晕，忽然年
轻了许多。从奶奶的脸上，我看到了一个跳
动的音符，我看到了几十年人生的沧桑，我
看到了不朽爱情的光芒！不知道什么时候，
乐曲戛然而止，一切归于平静。奶奶抬起
头，两行浊泪从脸颊悄然滑落。也许意识到
不妙，奶奶如梦初醒，突然破涕为笑，双手情
不自禁地挥舞起来：“飞呀，飞呀，他们飞上
天去了，飞了……”

我不得不承认，奶奶比我更懂《梁祝》的
内涵。当时我只是凭想象去听音乐，我的泪
水来自奶奶的投影，我想那不是真正地懂梁
祝，奶奶则不同，她用一生不渝的爱情，用她
坎坷的生命去体悟音乐，感受《梁祝》赋予她
的悲欢世界。

在散乱堆着柴禾的墙角，布满尘灰的碓窝显
得毫不起眼，像是风烛残年的老人，独守乡野。此
刻，她的心境或许正如寒风中冰冷的身体般，充斥
着落寞，却又留存着最后一丝希望与温度。近几
年出生在城里的孩子们回到村庄，谁也不曾注意
到她，只偶尔觉得这块石头的造型有些奇特，转念
便不再有任何兴趣或追问。可对于上世纪九十年
代出生的我而言，看上去饱经沧桑的碓窝却魂牵
梦绕、心心念念，那些欢快的记忆总在卸下面具的
城市夜里如花绽放。

听父辈们讲起，在机械化尚未普及的年代，碓
窝像石磨一样，在村庄里有着独特的地位，舂米、
捣粉，常常都得围着她转。碓窝也不是每户都有，
往往好几户才有一个，因此，有时也需要大家排队
等候。或许，在大家排队时的家长里短中，碓窝心
里曾有过少年的意气风发。到我们这一辈，碓窝
的独特地位开始发生变化：舂米、捣粉全都实现了
机械化，碓窝被时代的浪潮狠狠地拍在沙滩上，身
上的光环在人们日常的漠视中渐渐褪色。这是碓
窝不得不面对和接受的命运改写——远离父辈们
生活的中心，被遗弃在散乱的柴堆旁或斑驳的墙
角下，漫漫长夜唯一做伴的只有守门的黄狗。

或许，正因为碓窝不再日常，反而成为村庄少
年更为珍贵的生命烙印。

村庄有正月初一早餐吃汤圆的习俗，这几乎
是每家每户必不可少的过年功课。吃汤圆固然是
一种享受，但像我一样的少年，则更喜欢年前父辈
们准备汤圆馅的欢乐场景。或许，这也是碓窝命
运江河日下后，一年中唯一能找回当年荣光和唤
醒内心自信的日子。大概除夕之前半个月，仍留
存着碓窝的人家便将她从柴禾堆中搬出来，用清
水洗尽她身上厚厚的尘灰，然后斜放在屋檐下，让
冬日的暖阳将她身上的水分晒干。不几日，就开
始陆陆续续有人趁着暖阳端着盆子来捣汤圆馅
了。盆子里装着的是捣汤圆馅必备的原材料，有
黄糖、炒花生米、黑芝麻、核桃仁，有的还会加入少
许晾干的橘子皮。有经验的父辈都知道，这些原

材料不能同时放入碓窝，要先放炒花生米，再放核
桃仁和黑芝麻，最后再放黄糖。如果要加点橘子
皮，则可以和炒花生米一起加入。

捣汤圆馅是个体力活。从放炒花生米开始到
汤圆馅“新鲜出炉”往往得耗上一个小时，甚至更
长。父辈们通常会将外套脱掉，再摆开架势，双手
握住碓窝棒，一棒一棒地捣。要不了多久，额头上
便已冒出大颗大颗的汗珠，为防止汗珠掉入碓窝
里，得赶紧用衣袖擦汗。父辈们休息的间隙，便是
围在碓窝旁嬉戏的少年们大展身手的好机会。好
几个少年，你争着捣一棒，我争着捣一棒，都争相
表现，像是一场别开生面的接力赛游戏，乐此不
疲。比接力赛更吸引少年的是，在碓窝里香气不
断弥漫散发开来的汤圆馅。少年们围在碓窝周
围，目不转睛地盯着汤圆馅的变化，眼神里透着几
分渴望，口水咽了一遍又一遍。少年们的那点心
思，早已被父辈们看穿，无论哪家，都会给大家分
食一些。弥漫着香气、浸润着薄油的汤圆馅，俨然
成了少年们眼中的珍宝，舍不得一口吞下，得攥在
手里一点一点地吃。虽然穷困的村庄，每家每户
的汤圆馅口味都大同小异，但大年初一早晨的这
顿汤圆，却是所有人铭记一个时代的元素或符号，
甚至成为共同的精神特质。汤圆馅的香甜，真是
持久弥香，至今仍仿佛回荡在少年们的口齿之间。

围坐碓窝旁，沐浴暖阳下，父辈们还会慵懒
地拉起家常。这是由碓窝延伸开来的一场充满
温馨的故事盛会。父辈们有时回忆过往、有时聊
起奇遇、有时谈谈年事、有时也展望未来，无论
谈及什么，他们热情洋溢的对话皆能成为村庄里
动人的篇章，令我心醉神驰。我不知其他少年是
否也像我一样曾醉在父辈们的家常闲聊中，至少
多年之后，当我想起年少的碓窝时，仍会情不自禁
地浮现出这些温情的画面。它们就像流淌在身体
里的血液一样，逐渐成为漫漫人生中不可磨灭的
生命烙印。

前些年春节回到村庄，还会看到少数人家搬
出碓窝捣汤圆馅的情景。可这两年春节再回到村

庄，已完全见不到这样的场景了。现在，村庄里几
乎家家都买了冰箱，正月初一早餐的汤圆，都早早
地从城里的超市买回家冻着。如此，大家再不用
费心费力地准备原材料，也再不用辛辛苦苦捣汤
圆馅了，从冰箱拿出来，拆开塑料包装，下锅煮好
就吃，何其省事。如今的汤圆馅也五花八门，比如
黑芝麻、五仁、玫瑰、山楂、巧克力、桂花、豆沙……
各种口味，应有尽有。不过，这些汤圆馅吃起来口
感虽十分细腻，却很难令人感受到过去那份粗糙、
纯粹的温情。因为汤圆里包着的不仅是汤圆馅，
还有单调的馅所蕴含的村庄叙事与精神特质，这
是村庄独特体验式的记忆与传承，一旦缺失，便像
嚼过的口香糖一样，索然无味。不过，几乎没有人
意识到或在乎由汤圆馅变迁所导致的某种缺失，
大家都在追逐物质生活的巨大改善中，要么无意
识地选择遗忘，要么无可奈何地选择妥协。

我看见被遗弃在斑驳墙角的碓窝，心里有种
说不出的疼痛与落寞。碓窝默默地承受着村庄生
活方式变迁所带来的命运改写，早前还能在冷漠
的寻常日子中有所期盼，如今几乎连那点盼头也
都被城里吹来的“新风”吹散。这该是怎样的绝望
呀！碓窝棒早已不见踪影，或是沉睡在乱柴之中，
或是成为柴禾的一部分化作了熊熊火焰。或许，
近乎自我毁灭的碓窝棒，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告诫
碓窝要保留住内心深处最后一点温度——只要信
念不灭，漫漫长夜便不会成为绝望滋生的温床。
我在熊熊火焰中看到碓窝又重新拾起心中的念
想，仿佛一切美好的记忆又重新回到村庄，只等曾
经的少年用精神的纯朴执念去一一还原。

“妈，明年春节我们还是自己捣汤圆馅……”
面对我突如其来的恳求，母亲一阵慌乱后会心一
笑。我们都明白，只有空心的碓窝装满单调而纯
粹的汤圆馅，才不至于因内心空虚而丧失生活的
信念。漂泊在城市里的那些村庄少年，又何尝不
是这样——唯有用碓窝所承载的精神内核来填补
空空荡荡的内心，才不至于在追寻理想的路上渐
行渐远、迷失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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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思怀端午思怀((外一首外一首))
□ 罗坤

我相信，在旅途中用挑战身体承受极限来感
受自己活着，这种真实而深刻的体悟，胜过读书破
万卷。清明小长假，我与三个“90 后”小妹相邀：
徒步四人同。

四人同是泸定、荥经、天全三县交界处的一座
山。海拔3560米，因清代曾有四位绿林好汉在此
饮血结盟发誓四人同心共同发财而得名，有云海、
日出、星空、雪山等原始美景，也有泥泞、陡峭、积
雪、结冰、空气稀薄等恶劣自然环境。徒步四人
同，险象环生的同时对身体、精神意志的承受能力
是严峻考验，用“找虐”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

绵绵细雨下着，爬行了一段泥泞陡峭的林间
坡道，上了镶嵌在悬崖与峭壁之间的泥土环山公
路。不宽的路面坑坑洼洼泥泞湿滑，走得可谓步
步惊心。云雾遮掩了大自然所有的生机勃勃，仅
剩我们心的跳动与躯体的疲累痛苦。

往上走，云雾稍微稀薄，能见到不远处的山坡。
厚厚的积雪把树林掩埋，仅剩光秃秃的树枝昭示着这
里还有生命的存在。路面的积冰、积雪、水坑越来越
多，同行者陆续有滑倒。空气越来越稀薄越来越冷，
感觉除了身体与保暖衣物外，一切都是多余的。

中午时分，我们吃了背包里的自热盒饭，半死
不活的身体活泛起来。越往上，路上积雪积冰越
来越厚，路面被车轮碾压出两条满是冰渣泥浆的
坑道。对自然环境的敬畏，让我们在个别路段手
拉手挨着岩壁挪行。上坡路段，每一次呼吸心脏
都疼得像要炸裂，每一步都让我怀疑人生，每走十
来米，我便要坐下仰望一会那还不知所在的客栈，
满怀希望。小伙伴们放慢脚步，分背了我背包里
除相机、水杯外的物品。在这上不沾天下不着地
的地方，我们唯有咬牙继续向上。

下午5点，当夜幕降临，小伙伴们考虑到我体
力透支和天黑易出危险，拦了路上一辆越野载客
车。路面槽沟很深，右边岩壁下堆积着很厚的冰
雪，路面直接向左边悬崖倾斜。车每颠簸一次都
像要翻下悬崖，恐惧让我们揪紧，内心浑身僵硬。
在一槽沟特别深处，车身向左直直一震，司机大喊

“大家往右靠”，我抓紧拉手闭上双眼听天由命。
大家都被吓得魂飞魄散：“还不如坚持一下走路。”

到了客栈，只见几幢屋顶积满白雪的木板房和
几顶大帐篷。发电机发着电、厨房里正在做饭、饭堂
中间游客们围炉烤火。条件简陋，全是大通铺，满地
湿漉漉的。因到得晚，仅剩厨房边一间 5 人小通
铺。又累又冷的我们赶紧脱下沾满泥浆的外套，钻
进被窝等着吃饭。木柴烧火烟气重，这进山以来唯
一人间烟火味熏得我们呼吸困难、两眼流泪。

一个多小时后，吃了客栈提供的热饭热菜，我
这半条命又复活了。外面雨雪越下越大，明早的
日出只能盼奇迹发生。挤在木板通铺上，我们有
一句无一句地聊起各自走过的路和看过的风景，
聊着聊着鼾声渐起。

凌晨四点起来，离山顶还有两三公里，而离日
出只有一个多小时了，我们在结冰的泥泞坡道上
快步而行。高寒缺氧，头疼欲裂，耳朵和手指头都
被冻得发痛。愈往上走愈吃力愈难受，喘气喘得
胸口发疼胸口发疼。。整个身子又软又沉整个身子又软又沉，，如果不是如果不是““到山顶到山顶
看日出看日出””的信念支撑的信念支撑，，我就会快速瘫软如一滩烂我就会快速瘫软如一滩烂
泥泥。。我们一步一挪拼尽全力走着我们一步一挪拼尽全力走着，，戏语戏语““如果倒如果倒
下下，，也是倒在追寻太阳的路上也是倒在追寻太阳的路上””。。走着走着走着走着，，晨色晨色

渐露，一道橘色光线出现在天边，凌驾在皑皑白
雪、铺天盖地的云海之上。仰望山顶，早已人潮涌
动，而我们还在半坡上。小伙伴们合计后，就近寻
到一个较开阔的山坡停留，以免既失去看日出又
丢掉拍摄日照金山的机会。

淡淡的晨曦里，雪白厚润的云海在我们脚下、
山峦间轻轻滚动，犹如我们起伏的心潮，简单又热
烈。浩瀚壮阔的云海中，一座座山巅显露犹如孤
岛，仿若仙境。清晨六点，地平线上天开一线，一
道橘色光线慢慢地变长变宽变亮。人群在短暂的
沸腾后安静下来，屏神静气仿佛怕惊扰到日出。
大约过了半小时，天色更亮了，随着山顶人群的欢
呼，一抹金红色的光线倾洒在雪山之巅。光线所
到之处瞬间金色闪耀，白雪将光线反射，染暖染亮
周围的云海。传说中的日照金山就这么出现在眼
前，充满希望美轮美奂！“无限风光在险峰”，我们
历经艰险挑战自我极限，等的不就是眼前这一刻
吗！刹那间，温暖盈胸眼泪模糊了我的双眼。

晨光熹微，世界一片洁白，仅有远处的贡嘎雪
山山巅金红色的光芒闪耀。云海滚滚流动，强大
厚重得似乎要将我所有的爱恨情仇恩德悲喜都掩
埋。此时，云海之下是我的万丈红尘，而我立于云
海之上。人群的喧嚣声、相机的咔嚓声通通隐退，
安静得仿佛就我一人立在这世间安静得仿佛就我一人立在这世间。。世间一切的一世间一切的一
切切，，都将被岁月淹没都将被岁月淹没，，只有未来的路待我前行只有未来的路待我前行。。我我
满含热泪呆如雕塑满含热泪呆如雕塑，，心的跳动却是无比有力心的跳动却是无比有力。。

云海之上云海之上，，雪山之巅雪山之巅，，那金色光辉让我清晰地那金色光辉让我清晰地
看到了活着的自己看到了活着的自己。。

云海之上云海之上
□ 胡家文

端午端午，，想起屈原想起屈原
□ 罗 娅

端午节端午节
□ 木之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