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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幻花溪
水，开始悸动，花，开始羞红
我乘一叶扁舟，绶缓地
把爱的波澜，荡入你柔美的l胸口

丹山莲语
我不做水的情人，我不做王的妃子
我只想，拜佛，念经，敲
禅里不听话的鱼

鲤鱼湖
湖，就是一个口袋。寻找半天
无数的鲤鱼似人头攒动。这里有

龙门吗
我想跳一跳，或许命运比湖中的

鱼更好

花溪月桥
月亮掉在水里
像一把银色的镰刀
挑开花溪水
柔美曼妙的身姿
月上的鱼，月下的鱼
共饮一江水
但，各守一隅
抽刀断水，愁煞了
水中的牛郎与织女

东峰剪纸
真是手巧。是东风剪倒西风，还是
西风剪倒东风。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一只大雁翩翩落在纸上
雁江就活了，资阳就靓了
此刻，我是一只纸风筝
十里春风，正在剪我

川剧变脸
人有一张脸就够了人有一张脸就够了。。活了大半辈子活了大半辈子
才顿悟才顿悟：：变来变去变来变去，，原装的正脸原装的正脸
也变成了一副虚假的皮具也变成了一副虚假的皮具

蜀人原乡
“湖广填四川”，你属哪一路
你走水路，还是旱路
我本异乡客，来了未曾离开
像远古天边飞来的大雁
世代生息，扎根资阳
异乡也是故乡

丹山白塔
相传有山的地方就有塔，有塔的
山上就有大雁。当初我不信
四目相对时，才真的信了
大雁飞过的地方就是故乡
想家的日子，泻满一地

临江寺豆瓣
总认为
这是和尚吃的东西
殊不知，竟有如此多的秘密
中华老字号，三百年
的辉煌与传奇
酸甜苦辣，融进心了
五谷杂粮，溶入血了
而此刻，味蕾在口中盛开
硬是安逸，硬是巴适
好的豆瓣——尽在雁江——临江寺

中和花海
被花的声音覆盖，芳香溢过眼角
很久不见，你如此美丽的样子
枕你入梦。不见高山，不见河谷
只见花朵簇拥汇聚的海洋
朵朵浪花欢笑，夹杂着青草的气息

字库山前
山上山上
只有石头只有石头，，树木树木，，花草花草，，流水流水
远远不够的远远不够的。。它只是一座山它只是一座山
即使曾经即使曾经，，荒芜流泪荒芜流泪，，芭茅滴血芭茅滴血
它也是我心疼不止的故乡它也是我心疼不止的故乡
三万多年的相思三万多年的相思，，方方正正的方方正正的
方块字库里方块字库里，，谁依偎谁依偎
在故乡的胸口在故乡的胸口，，不知不觉中不知不觉中
下一场薄薄的雨下一场薄薄的雨

古今中外的作家诗人在描写乡村
时，爱用四个字：田园牧歌。除了垄亩
风光，牛构成了文人们笔下农家景色
的重要元素之一。

早春二月，牛行田间；夏日塘堰，
牛戏于水；清晨牛出于栏，薄暮牧童晚
归；或一牛独哞，或众牛和欢。在乡
村，牛的存在，确实是一道乡土味极浓
的风景。

川中资阳，属浅丘水乡，水田面积
宽广，水稻为主要农作物，水田的耕作
离不开水牛。牛，在人们眼中，属于有
生命的大型农具，极为珍贵，也是过去
每个生产队最值钱的牲口。唯其如
此，我们不可能在生活中看到像高原
地区那样的牛群满山跑的壮观景象，
在计划经济时代，一个生产队顶多有
一两头水牛。如有需要，再加一头旱
地黄牛，已属奢侈。

这牛，就被村民们视若宝贝。买
耕牛，是生产队的一件大事，隆重而神
圣，近乎圣徒迎神。买回来后，一头牛
配一名专职饲养员，这饲养员不一定
要求根红苗正，但一定是一位劳动力
好、责任心强的壮年妇女或年轻小伙
子。他们每日里给牛割青草，喂水喂
精饲料，刮毛抠痒逮虱子，清理牛圈，
带到塘里滚澡，交给犁筢匠耕地筢
田。饲养员对牛的饮食起居照顾得无
微不至，比侍候先人还周到。在村民
眼中，牛和猫狗一样，是通人性的家养
动物。有的饲养员和牛相处日久，生
出感情来，远村近郊，常常传出人与牛
之间感人的诸多佳话。

是动物，就有生老病死和年龄寿
限。无论被照顾得多好，这牛终究是
要老要死的。最先是显出病态来，先
前肥得搁得稳缸钵的平背开始露出算
盘珠一样的脊梁骨来，圆圆的屁股上，
顶起两个尖尖的骨架，眼睛无神，体力
下降，走路乏力，拉犁无劲。面对此
情，大家都知道，牛儿老了、病了。

但再病入膏肓，怜其一生劳累和
对庄稼人的贡献，农村人是不会直接
杀牛的，甚至不忍见其死，花再多的
钱，都得专门派人到公社畜牧站去请
来医生为其治病。在资阳农村，有一
个有趣的现象，医人和医其它动物的
医生都只称为医生，唯独医牛的称为

“牛太医”。一个“太”字，与宫中治皇
上的御医齐名，足见牛在人们心中的
地位。牛太医进村，我们小孩子里外
三层围拢看稀奇。只见牛太医从药箱
里拿出来的用具比人医生那套工具似
乎放大了若干倍，针筒如锄头把那大，
用于放血的瓜子针有筷子那么粗。牛
太医从牛耳朵背后一针戳下去，污血
就飙射出来，牛则两眼泪汪汪，哞哞长
叫。血腥而残忍的原始治疗，引来孩
子们一阵哦嚯连天地吼。女饲养员则
用力抓紧牛鼻子绳，一边像安慰小孩
一样给牛抠背一边直抹泪。而后，太
医给牛开几副中药，经饲养员煎出一
大桶来，灌药时，老牛不开口，由几个
汉子用木棍把牛嘴撬开，用长长的大
竹筒直接把药灌进喉里。然后就是期
望与等待，盼望奇迹出现。这灌下去
的与其说是药水，不如说是村民们对
来年春耕的希望。

也许是寿终正寝，油尽灯灭，人们
的一片善心改变不了自然规律。我少
时见过的数次死牛都是在寒冷的冬腊
月，一夜雪风呼啸，饲养员一大早跑到
牛圈里，心怀不祥地刨开厚厚的谷草，
摸着牛儿那冰冷的身子，一声惊叫“牛
儿死了！”小山村也就发生大事了。

面对眼前死去的牛，村民们各怀
心态。平时总嫌人家懒牛慢走的犁筢
匠心中后悔，不该那么野蛮地骂它，
不该粗条子细棍子招呼它。心慈的
饲养员大姐一遍又一遍念它的好，如
何懂事，如何通灵性。生产队长想到

来年的春耕又少了一员得力干将，守
在牛儿面前长吁短叹。只有一种人
心中窃喜，那就是我们这些少不更
事、三月不知肉味的小孩子们，“庆
幸”又有牛肉吃了！每次死了牛，村
里信佛的和尚二哥都要出来念两句

“阿弥陀佛”，并说这牛劳苦功高，按
理都应该拿去埋了什么的。但对于
几个月不见油荤的村民们来说，这话
自然没人听得进去。

在农村，这死牛的事虽然不是经
常发生，但成年人都有打理死牛的经
验。人们熟练地把死牛从圈里拖出
来，在晒谷场上摆开场子净身剥皮、开
膛破肚、大卸八块、清肠理腑……乡下
人们以并不专业的手，把一条整牛以
鲜肉的形式摆在了大家面前。

接下来，是在队长的主持下，由会
计和保管员负责分生牛肉。计划经济
时代，一切物资按人头分。在牛肉总
重量下平摊每人该得的牛肉，再参考
肉质好中差，按家庭人口为序，摆堆堆
平分牛肉。

鲜牛肉分回家，数月没见荤腥的
家庭会连夜将牛肉弄来吃，于是小山
村里大小锅儿都炒得油烟直冒。因为
大家都分到有牛肉，就是平时偷偷摸
摸吃点肉的补钱户也可以开起门理直
气壮地吃牛肉了。过日子把细一点的
人家则把肉腌起来，在晒衣杆上晾起，
等待过年待客或来年春天说媳妇的时
候吃。

另一边，工作还在继续。除了已

分的牛身上的四肢整肉，还剩下很难
打理的牛头四蹄，以及牛骨架上未能
剔除的肉。经过耐心清洗、煺毛等程
序，人们把生产队公猪圈平时用于煮
猪猪食的落井大锅洗出来，把头骨四
蹄和一整副牛骨架倒进锅里，渗上半
锅白水，而后是数小时的蒸煮。

一锅四蹄骨架煮得烂熟后，就是
妇女们的工作了。选几名能干的女
子，带来家中锋利的尖刀，把骨架置于
平时用于晒芡粉的大斗框中，妇女们
围坐四周，从骨架上剔肉。熟肉剔出
来后，又再次分肉，这次就没多少了。
有的甚至分都懒得分了，就每户人家
派出一人，围着斗框现场吃了。

剩下那张牛皮，还有价值，队长吩
咐几个壮汉砍几根树子来，做一个方
形大框，趁皮子未干张开绷伸展置于
寒风中自然阴干，等待来年春天，请皮
匠来割出几副镰盖来，分配给缺农具
的家庭。小时候，母亲给我们讲饥饿
故事，说某户人家里没吃的，把这牛皮
做的镰盖泡胀炖来吃了，救了一家人
的命，感慨这牛死了若干年都还在为
人类作贡献。

等到收杂货的货郎进村，人们会
把那一副洁白的牛骨架作杂骨卖了，
这头牛就算以它特有的方式彻底融入
到这个它为之付出一生的乡村了。也
许十年八年后，人们还在用它的皮、角
做的镰盖、烟荷包、硝药筒，却已经想
不起是哪一年哪一头牛的遗物了，但
这抹杀不了这牛在世上的存在。

七月的阳光毫不生分地从窗外滤
透进屋。拉开窗帘，朝阳散彩，熙暖阳
光缱绻入怀，瞬间驱散心底潮湿。片
片白云晾晒在大楼屋顶，被夏风轻吹
起伏飘逸。

我要趁晴好的天气步行去上班，
舒展被雨浸润许久的身体。从住处到
单位路不远，走过一条不长的街，穿过
一排全是女贞树的绿荫就到了，只是
平时慵懒惯了，不愿迈步走路。绿化
带的青草在朝阳下舒展叶片，红绿灯
很调皮地睁一眼闭一眼。阳光的味道
甜甜的，从林荫缝隙纷纷穿下，斑驳地
贴在地面。

街道两边女贞树葱郁葳蕤，情态
可人，风拂过，无数细碎小花柔柔坠
落，香气袭人。此时，女贞树花开正
浓，一簇簇，一团团，随风摇曳，莞尔婆
娑，远远望去，以为是哪位女子在江边
浣洗来的轻纱晾在树上。女贞花细碎
而卑小，颜色亦不艳丽，然而整条街道
郁郁葱葱的女贞树一起绽放花朵，密
密麻麻，千千万万，便呈现出生命的壮
丽与精彩。车流带动满街清香，又被
夏风搅动，翻腾，弥漫。女贞花落得优
雅，丝毫没有狼藉的败象，细密碎花点
缀在路砖上、车玻璃上、长凳上，充满
了诗情画意，使人不忍踩踏。落在马
路的女贞花，被汽车和电瓶车反复碾
压，心多痛惜，唯有祈愿花魂犹在。小
小的花瓣蜉蝣羽翼般大小，恣意展翅
飞扬，落在地上仍矜持它生命最美的
姿态。女贞花期亦如朝生暮死的蝴
蝶，开放后三五日即香消玉损，与母树
分离，轮回尘泥。满街馨香，沁人心
脾，招引蜜蜂前来嗡嗡采蜜。一只蝴
蝶醉醺醺在枝丫间上下翻飞，迷失方
向，一头扑到我的鼻前来。

女贞树四季常青，树形算不上高
大俊美，秋天也没有妩媚红叶引人注
目。当年李白泛舟秋浦河，面对岸上
连绵女贞林咏叹：“千千石楠树，万万
女贞林”。王国维也在女贞树下低吟：

“女贞花白草迷离，江南梅雨时。”长江
沿岸有许多女贞树，它被人们用来种
植在城市，是因为它天生具有强大的
消化有毒气体的功能。

幼时对女贞树的印象是它黑色果
实像乌饭树的果实，吃错几次才知道
它不是乌饭树，就认得它了。那时我
们村庄晒谷场边有一株古老的女贞
树，树身布满许多难看的树瘤，有一两
根竹竿搭在它身上，还被一些铁丝和
棕绳绑扎着用来晾晒粗布衣裳。爷爷
说，他的爷爷在时，那棵女贞树就长在
晒谷场边了。女贞花开，正值农事间
歇，农民们可以直起腰身，看满树女贞
花灿然明媚，如梦如幻，清香芬芳，赏
心悦目，劳累一个春季的身体就松弛
下来。平时，除早晚常有大人掬捧葵
花大碗在树下吃饭，其它时间树下是
我们孩童的乐园。我们从家里搬来凳
子，用绳子捆住凳脚，挂在女贞树上就
成了秋千。如果凳子是八仙桌两边的
长凳子，那秋千就能坐两三个人，多的
时候甚至挤上四五个。秋千吱呀吱呀
地荡，树上落英缤纷，细碎的花瓣落在
头发上，小虫般钻进脖颈，痒痒的树下
时光如此美妙。村里许多人都有从秋
千上栽下的经历，尤其是人多了，绳子
断了，我们纷纷如落花般坠地，头破血
流是经常的事。

如今怀想，往事历久弥新依然清
晰，只是从秋千跌下的痛苦早已烟消
云散，留给我的却是暗香洇涌的乡愁
与童年美好的回味。女贞树的花语是
永远不变的爱，如今虽然故乡早已面
目全非，许多亲人也已离世，但我对村
庄的爱，永远不会改变。

迎面走来三五学生，在溢满女贞
花香的街上朝学校走去，一路欢歌笑
语。多年后，这样的满街花香一定也
是他们美好记忆与乡愁吧。步行上
班，女贞花开迎送，满街香馨，使人陶
醉。阳光灿灿，夏风习习，我十分享受
这样美妙的生活。

非常记忆

牛之殇牛之殇
□ 汪古翔

故土乡情

女贞花开醉清夏女贞花开醉清夏
□ 谢光明

看着沉甸甸的稻穗，王大妈
又喜又忧。她生病了，不能再
下田收割谷子，往年都是邻居
换工联手收割的。交秋十天满
田黄，今年下种早，看样子立秋
就得收割。

“八一”节乡长来家里慰问，
问有啥困难，她什么也没说。前
月儿子来电话说要去执勤，几个
月内不能给家里打电话，她没敢
说自己生病的事，可不能影响儿
子的情绪。

眼看就要立秋了，她想把

谷子承包给别人打，可本村揽
工的头儿奎子是儿子的同学，
一直与儿子性格不和。高中毕
业那年，奎子去参军，后来因儿
子 也 应 征 ，奎 子 硬 是 没 去 体
检。王大妈想了一夜，拿不定
主意。

后半夜村里狗叫不停 ，还响
起打谷机的声音，看样子已经有
人开始收割了。王大妈起个大
早，正准备洗漱，有人敲门。

“王大妈，我是奎子媳妇英
子，我来帮您煮饭。”

王大妈打开门，英子背着一
背篓菜立在门外。

“奎子说您家的谷子老了，
趁天气好，早收更好。”

“要得，我正想着来请奎子
帮忙哩，快进屋坐。”

“不坐了，我先弄早饭，您去
收拾一下院坝，第一桶谷子马上
要回来了。”

“要得，奎子真有心，谢谢你
们了。”

王大妈刚扫到一半，奎子就
带着同伴挑着谷子到了。

英子端出一盆蛋汤，拿出带
来的包子，招呼大家吃饭。

一上午功夫，王大妈的谷子
收割完毕，王大妈喜在心里。

午饭结束，王大妈说：“奎
子，感谢你帮我解决了大问题，
这工钱和菜钱你算一下，我付给
你，你对大伙也好交差。”

“大妈，这钱你就别说了，你
儿子开军舰守卫我国领海，壮了
国威，我们高兴！”

“对！我们是商量好了的。”
大伙儿齐声说。

小说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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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绿洲

我在资阳等你我在资阳等你
□ 杨天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