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雨霏霏，莲花十里
沿着纤纤小路，你可曾听到
我均匀的脚步
已悄悄走近
走进莲的芳心
花开并蒂

那一年啊，花树盈盈
碧波万倾 一丛丛荷香飘万里
鸳鸯戏水鱼戏浅荷
掀开岁月的帘珑
那盈盈走来的
却不是你

夏雨，心上的音符
相思涟漪荷塘泪
独坐莲畔听雨声
思恋滑溜了我的梦境
雨声划破了莲的记忆
恋恋纤尘

时光推开了那年心窗时光推开了那年心窗
光阴如昨光阴如昨，，似水流年似水流年
我们都变了模样我们都变了模样
只是这一塘莲依旧只是这一塘莲依旧
我们的故事犹记心间我们的故事犹记心间
夏雨依旧夏雨依旧，，夏塘依旧夏塘依旧
莲花依旧莲花依旧

你的笑容还在我眼前闪烁你的笑容还在我眼前闪烁
恍若这朵莲恍若这朵莲
你的柔情温润着心口你的柔情温润着心口
酷似荷塘游玩的鱼酷似荷塘游玩的鱼 婉约娇媚婉约娇媚
在这个夏天在这个夏天，，想起了那一年夏天想起了那一年夏天，，
那一朵莲那一朵莲
我们之间只隔着一层雨我们之间只隔着一层雨
泪滴莲莲泪滴莲莲

（一）

从山那边，沿着古驿道
听从内心的佛愿，归来
我已放生瘦马 钝刀

让雨，淋湿长衫
还有我的诗笺
任净瓶之水
洗净霜面

与莲重逢
我才不至于慌乱

（二）

烟波泛起
江南的雨来
——知你不是江南
我也没支起更多愁绪

如莲的倩影
从一本诗集中回眸
在一朵莲花上盛放
以一种素洁或火的姿态

几次梦里泛舟
却无法抵达你的水中央
老去的渔火，隐没的星光
曾照见我多情的伤口

梦里的白鹭
从观音湖腾空而去
在城市之心曼舞
回望，我那苍茫浩淼的思绪

（三）

谁能读懂你那低头的温柔谁能读懂你那低头的温柔
谁就穿越了千年谁就穿越了千年
如雪的千年如雪的千年，，似火的千年似火的千年

不愿嫁春风不愿嫁春风
自有艳压群芳之势自有艳压群芳之势
雨中亭亭雨中亭亭，，不惧不惊不惧不惊
你胸中自有红光万点你胸中自有红光万点

对大地爱得有多深对大地爱得有多深
你对天空就有多么虔诚你对天空就有多么虔诚
如我如我，，陷于灯红酒绿陷于灯红酒绿
竟会梦约西子竟会梦约西子，，陪她涪江采莲陪她涪江采莲
——西湖已瘦西湖已瘦，，容不下太多的爱情容不下太多的爱情

（（四四））

淡淡的雾淡淡的雾
淡淡的画卷淡淡的画卷
淡淡的岁月掩藏不住风骨淡淡的岁月掩藏不住风骨

仿佛有吟咏声仿佛有吟咏声——
““前不见古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后不见来者””
风雨中风雨中，，谁又不曾怆然而泣下谁又不曾怆然而泣下？！？！

江水浩浩江水浩浩，，白荷皎皎白荷皎皎
有公子与红伞穿梭有公子与红伞穿梭
几个君子谈笑生风几个君子谈笑生风
无关风月无关风月
只说家国只说家国

诗意绿洲诗意绿洲 那年夏天，一朵莲
□ 罗坤

烟雨圣莲
□ 倪文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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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童时，我幼稚地认为，是一些飞
鸟衔着葵花籽，从秋天翻山越岭，穿过
冬雪，撩拨春风，然后盘旋在故乡的初
夏之夜，将葵花籽神秘地撒播于蛙鼓阵
阵的田野。那些葵花籽在泥土里吃饱
喝足了水和养分，破土而出，摇头晃脑，
施展拳脚，从卑躬屈膝到有尊严地站
立，心悦诚服地仰望天空，成为追光拜
日的葵花。

“向日葵，花儿黄，朵朵葵花向太
阳……”

从诸如此类的童谣里，逐渐得知葵
花还有“向日葵”“向阳花”等名号。在
北纬30度至50度左右的地带，葵花展
现风采，彰显价值，与人类投缘，成为世
界油料和全身入药的农作物。葵花植
株由根、茎、叶、花和果实组成，不怕风
雨，不嫌弃土地瘠薄，甚至遭遇旱涝、盐
碱，也生存得坚强而潇洒。难怪，她们
扎根巴蜀丘陵的田野，长得那么浓茂旺
壮，昂昂而立、落落大方，像婀娜多姿的
模特，一出场就靓丽百余天。她们好似
从天真烂漫的儿童，到青春焕发的少
年, 再到风华正茂的中年，直至圆溜溜
的蓓蕾孕籽，以围绕太阳转动的姿势，
敞开花盘，昼夜憨笑，争先恐后地吐露
芬芳。她们无论在城镇公园，抑或乡村
山野，诱惑着人们惊羡的目光。有人闲
庭信步，有人摆拍留影；还有一些身穿
旗袍的女子，缓缓而行，任性徜徉，好似
要跟葵花比赛花容月貌……

葵花枕风摇曳，绿叶轻拂，金眉飞
扬，引来蜂吻蝶舞，因为有阳光普照，有
青山拥抱，有百花陪伴，有溪流浅吟低
唱；还有鸟儿辛勤垒筑爱巢，不弃不离
地繁衍生息。当然，鸟儿们也会站立葵
花上，展翅林间，飞舞荷塘，逍遥地享受
盛夏凉爽。

葵花沐星仰日，不仅有敬慕、怜爱、
忠诚等花语，还有不少民间故事。据
传，我故乡那葵仙坡的得名，源自古时
一位漂亮少女梁起凤，以种葵谋生的张
郎为表爱意，赠送六十九粒葵花籽组成
的项链。梁起凤满心欢喜，每天上坡割
牛草，胸挂葵链去陪张郎劳作，一来二
去，私定终身。一天黄昏，梁起凤离开
张郎回家，行至半路被匪徒劫去当压寨
夫人。她被关入小屋，思念张郎，焦急
万分，趁土匪酒醉之机翻窗逃脱。匪徒
们发觉后紧追不舍，她跑到坡边窄道，
失足滚入山腰泥坑。张郎四处寻找不
见踪影，继续在周围村落搜索。次年夏
天，他路过山坡草坪，一只黑蝉飞掠而
过，惊转头去发现一片鲜艳的葵花，立
即直奔草坪观看，陡然想起葵链，仔细
点数，刚好六十九株葵花，禁不住潸然
泪下，跪拜气绝……从此，年复一年，葵
花越长越多，挨挨挤挤，向日而倾。如
此令人扼腕叹息的传说，触动人们厌恶
黑暗，勇于追求光明和自由幸福。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话题，神圣而充
满浪漫色彩。据爷辈们说，在上世纪二

三十年代，老家罗盘山经庙组建赤卫大
队，成立苏维埃政府，鼓励穷人开荒种植
生姜、蓝靛和葵花增收，解决穷苦群众温
饱，壮大革命武装队伍。一天中午，烈日
当空，称霸一方的彭团总，命令七八个乡
丁从陡石梯上山侦察。李二娃衣不遮
体，从地里挑着葵花出来恰巧同路。乡
丁们汗流浃背，寻觅泉水。李二娃灵机
一动，放下担子请乡丁品尝鲜葵。乡丁
们看到李二娃老实巴交的样儿，就蹲坐
路边嗑葵花籽。李二娃为了尽快传出
信息，往山上喊黄幺妹准备凉茶。黄幺
妹正要煮饭，听到喊声跑去山崖，看到山
腰上有一些怀抱枪支的人，立即报告赤
卫大队。待乡丁们来到经庙察看，只见
几位念佛老人正在心无旁骛地诵经。
黄幺妹含着笑意端茶递水，李二娃向每
位乡丁送了两碗鲜葵花籽。为了除暴
安良、铲除祸根，赤卫大队派他俩下山卖
葵花籽，去乡丁团练部观察情况，通过智
取秘密处决了彭团总。后来，他俩加入
队伍，结成“为民而战”的灵魂伴侣，在投
身革命的征途中，临危不乱方寸，御敌智
勇出击，释放葵花般的火热激情，迎接了
一轮又一轮胜利的曙光。

热血传奇，历久弥新。正如红肥绿
瘦，成为夏日的回忆。犹如秋冬野花点
缀旷野，邀请下一轮葵花的灿然呈现。
自然法则左右万物运行，故乡变幻秋高
气爽，是为推出来年的春夏盛貌。我们
饱游山坡沟坝，去寻觅丰茂花草。我们

行走饫看溪流潺潺，去水浒照见清澈的
容颜，撩开一波水声，掬捧葵花般的笑
脸。我们还可以支架画板，摹写自然和
生命的表象之美，通过视觉之美，达到
物象的唯美境界。荷兰画家文森特·梵
高，创作《向日葵》系列油彩画，表达旺
盛的生命力量，成为十九世纪扣人心弦
的名画。著名画家朱宜咸，亲历过新旧
社会演变。他创作的《红岩初夏》，以重
庆红岩村革命旧址为场景，用簇拥的葵
花，翩跹的蝴蝶，诗意盎然地刻印出具
有历史意义的经典版画，足见用葵花赋
予思想内涵的艺术匠心，勾起我们追忆
峥嵘岁月，感慨萦绕葵花暗香的今天。

斗转星移，人世沧桑。葵花如候鸟，
往复年年，黄灿若金，热情奔放。我们像
葵花那样感恩太阳，心里就会充满阳
光。葵花追随太阳的壮烈情操，正如炎
黄子孙，坚韧不拔，携手苦难兴邦；正如
艰苦卓绝，改天换地，打开金光大道；正
如探索向前，革故鼎新，实现国富民强。
因此，中华民族是我们心中永远不落的
太阳。我们就是一朵朵绽放理想的葵
花，燃烧内心的火焰，镀满金辉的日子。
祖国日新月异的生动景象，映花照水、丰
繁浩茫，亦如一张张神奇而精彩的脸谱
变幻，不断闪出赤县神州的幸福表情。

品读葵花，回味故乡。我们醉看霞
光，礼赞辽阔而古韵盎然的大地，在丰
盈朝气中放飞梦想，一定要让新时代的
绚丽花朵铺满人间天堂！

葵花赋
□ 李文凯

人间映像人间映像

“嘿哟，又来撬哟！”随着一声高
亢激昂的领唱，石工号子们齐声呼喝
起来，手臂上坚实的肌肉一紧，一块
重几百斤的大石头被抬了起来。这
是安岳石工们在工作现场呼唱石工
号子的情形。

刘光举是一名安岳石工，他上世
纪八十年代末拜师学艺，身负三十二
腔七十二号石工号子技艺。为了更
好传承石工号子，刘光举 2015 年邀
请专家利用号子素材创作了音乐及
情景剧《山神》，把石工号子用文艺作
品形式搬上舞台，在安岳的百姓大舞
台上展演。刘光举原本只是在当地
石工里和文艺小圈子内有些名气，但
这两年，随着市、县两级文化主管部
门对传统文化的挖掘与推动，刘光举
和他的石工号子已重返大众视野。

安岳石工号子具有浓厚的地域
特色。采用“一领众和”的演唱形式来
体现劳动中朗诵的音乐节奏，其歌词
丰富多彩，旋律优美多变，保持了农村
劳动人民的原始唱法，为各类文艺演
出添彩。 安岳石工号子是安岳人精
神文化的体现，是记录安岳建筑历史
与地方风情的典籍，是研究安岳人文
历史的依据。 安岳石工号子的传承

谱系普查整理起步较晚，因为以前没
有登记过石工名单，所以石工号子传
承代谱是根据健在的石工口述为据，
能记录下来只有四代，时间追溯到19
世纪早期。其实，安岳石工号子的历
史传承应从南北朝算起，距今已有
1000多年历史。安岳石工号子主要
分布在永清镇、石羊镇，安岳县内各乡
镇均有石工传唱。由于安岳石工也
到其他地区务工，安岳石工号子也随
之传唱到了遂宁、内江、南充等地。

安岳石工号子，唤醒了我们的岁
月记忆。随着建筑施工中机械代替
了劳动力，石工号子渐渐退出历史舞
台，它的劳动功能属性正在逐渐减
退，艺术属性逐渐显现。为了保护石
工号子，令其不至失传，2018年8月，
我市对第四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进行了公示，安岳石工号
子名列其中。锤音铿锵有力，抬石步
履如山，石工的背影逐渐远去，悠扬
的石工号子也随着历史的风尘越飘
越远。或许，在未来的生活中，我们
将很难看到劳动中的石工，很难听到
这些汗水里的号子，但我们希望成为
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的安岳石工号
子能在艺术的舞台上存续下去。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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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岳县古称普州，始建制于
北周建德四年。安岳境内丘陵起
伏，岩石多而坚硬，以石刻为生的
工匠甚多，为大量的摩崖石刻与
雕像提供了有利条件。安岳石刻
造像极其丰富，以古、多、精、美为
特色，造像敦朴、线条粗犷雕工精
细华美，这里凝聚的便是石工们
的血汗与智慧。

历史上安岳不论官方还是民
间，都对石刻艺术的发展尤为重
视，大力推进，如唐代就有释玄应
等高僧到安岳建寺、造像，石刻造
像极其丰富。宋代冯山、刘义奉等
262名进士，地方官员如普州刺
史韦忠、杨珪等也大力提倡、主持
造像刻经。如此历史背景之下，安
岳的优秀石工自然是层出不穷，
而石工作为一个兴盛的行业也愈
加人丁兴旺，彼时盛况几乎达到
村村都有石工的地步。

多如繁星的石工匠人随后慢慢
消失在茫茫历史中，能在石壁上留下
字号的毕竟极少。北宋晚期，一些著
名的石工匠人就在一些作品中留下
了自己的大名，而这些匠人又以文氏
家族为最，如文仲璋及其子孙侄儿以
及同族文惟简、文惟一、文居政、文居
道等。在安岳县相邻的资中、隆昌、
荣昌，也有文氏家族的作品。特别是
在大足石刻中，现在找到有名有姓的
工匠共 25人，其中有 17人都是安岳
文氏家族成员，最早记录的是文氏
高祖辈文昌于北宋皇祐四年（公元
1052年）在大足石门山造经传。历朝
历代石工们在开山采石活动中，随之
产生了开山采石的劳动号子，这就是

“安岳石工号子”。其实，安岳石工号
子并非安岳人独创，号子最早出现于
石工们开山采石活动中，随之产生了
开山采石的石工号子歌。

传说石工号子最早源于秦统一
六国时，修长城时劈山凿石，就有石
工为了提气喊号子。石工号子多为
套歌结构形式。石工取石料时，将大
石块用铁钎、手硾凿小孔，再用铁钎、
大锤砸开，这时要唱《翻山号》。唱

《翻山号》时，拿大锤者领唱，众石工
和唱。大锤落下重音刚好是号子每
句的最后一个词，众石工手锤的叮叮
当当声属于伴音，欢欣而跳跃，仿佛
给美好的清晨奏响的序曲。大石块
被砸开后就开始撬石头，掌脉师（众
石工中经验值高、有威望者）领头唱，
众石工跟唱《步步紧》《尖三声》。石
墩沉重，一声呼号，众人劲力汇聚一
处，心也汇聚一处，迈开步伐，步调随
着号子节奏步步向前，呼吸节奏与步
伐节奏相互协调，每一步坚实的步伐
都饱含了石工们一往无前的精神，一
身精气神就随着号声回荡在山野
间。撬开的石墩需要移动到平坦开

阔的位置继续打造，成为一定规格的
石板和条石。抬石头，众人唱《齐步
号》，也是一领众和。修房立石柱，唱

《急三声》。至于吃饭时吼号子，或者
劳动之余休闲娱乐吼几声，则词不固
定、临场发挥。

石工们开山采石必唱石工号子，
所以在南北朝时期，石工号子就已唱
响普州大地，唐宋时期的石工号子流
传更为广泛。安岳石工在劳作时呼号
子的情形保留至今。而今，安岳石工
们在开山采石、修塘筑坝、盖房造屋
时，配合着各种劳动，呼喊着不同节
奏、词句的号子，被称为“安岳石工号
子”。安岳石工号子沿袭四川民间石
工号子，代代口耳相传。完整的安岳
石工号子包括32腔、72号。可是由于
石工的一代代老去，得以流传下来的
仅有十余首了，如花花腔、四平腔、节
节连、大五声、哭神号等。安岳石工号
子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其多以高亢
自由的声腔呼唱，呼唱时一领众和、沉
重有力，体现劳动中朗诵的音乐节奏，
反映了劳动人民丰富的生活、审美情
趣，具有相当高的艺术价值。石工号
子句法有两声号、三声号、四声号等，
唱腔曲牌按劳动工种分“大锤号子”

“抬石号子”“翻山号子”等。
成套石工号子中的各单个曲目，

彼此间风格各异，如“大锤号子”多由
劳动者在挥锤前唱出自由嘹亮的山
歌性腔调，然后在举锤和落锤时唱出
极有力的呼喊式歌腔，音乐粗犷豪
壮；“撬石号子”因劳动强度较轻，动
作协调，曲式多为呼应式对句结构，
歌腔则比较柔和流畅；“抬石号子”因
歌腔需配合集体步伐(分快步和慢步
两种)，节拍清晰、规整，节奏鲜明，其
中走快步的歌腔轻快活跃，结构多为
短句接应式，走慢步的歌腔稳健有
力，结构多为长句接应式。

石工号子渊源

传承民间文化

小时候，看着外婆总是咳嗽，满脸
通红，喘着大气。问她怎么了，她总是
说：“人老了。”

那时，我对老去便有了一种莫名的
恐惧感。及至长大读书，明白了生老病
死乃自然法则，但仍然害怕老去。有一
次，我在课堂上发呆，想到某一天自己
会悄然衰老，竟紧张得喘不过气来。直
到有一天，偶然走进一个乡村敬老院，
才消减了我对衰老的恐惧。

敬老院位于浅山之间，一条清澈的
小溪曲折而来又蜿蜒而去。夕阳西下，
在满院阳光里，我没有看到我想象中的
惆怅；满径的花草和果树，也让我感觉
不到一丝寂寞。这里的温暖情景一下
子吸引、打动了我……

爱笑的护理员
她总是“咯咯咯”地笑着，笑声很有

感染力，让人顿生好感。作为护理员，
她每天帮老人们洗衣、做饭，缝补衣服，
天天如此，但从未见她不耐烦。有的老
人常年瘫痪在床上，不能动弹，吃喝拉
撒，都由她照顾。遇到有老人发脾气，
她也只是微微一笑。

她的工资低，但她从未因此而怠慢
老人们。她有一张胖乎乎红彤彤的脸，
还有一排整洁的牙齿，看起来很年轻。
我问她有没有四十岁，她“咯咯咯”笑起
来。她说在这个院子里，她本来就是最
年轻的，天天和老人们在一起，她就越
来越年轻了，说完又“咯咯咯”笑起来，
满院子都回荡着她的笑声。

失明的“园丁”
他熟练地给花草浇水，把散架的木

棍捆扎起来支撑花木，小小的花坛在他
的精心打理下一派生机盎然。可你很
难想象，他是一个双目失明的古稀老
人。他精确地记得那天下午五点半，他
烤着火，突然间眼前一片漆黑，至今患
病原因不明。每天早上，由隔壁室友牵
着到食堂吃了早饭后，他就独自到花坛
打理他心爱的花草。

他说：“我不但知道它们都是些什
么花儿，知道它们长的位置，还知道它们
的长势如何，因为它们都长在我心里。”

有时候，他会对着花草喃喃自语，
仿佛在跟花草说着什么知心话。他是
来到敬老院的第一批老人，一直独自住

在一个房间里。敬老院每间房有两个
人，可以相互照应，相互聊天排遣寂
寞。可他却是一个人住在这里，问他为
什么不找个人来陪伴，他说：“这个房间
我很熟悉了。”

可爱的“欢狗”
他有比较严重的智力障碍，但在这

里没有人叫他傻子，而是叫他“欢狗”，
这是他原来的小名。他养了一条黄色
的柴狗，和他很亲昵，大家把这条狗也
叫“欢狗”。

他喜欢自言自语，喜欢逗狗。他很
勤快，只要哪里不干净，哪里需要帮忙，
他都会跑过去搭手。他总是笑嘻嘻的，
我想跟他交流，可是他的记忆总是停留
在解放前。他是护理员最操心的一位老
人。他不知道换衣服，也不知道穿衣服，
每次到了时间总是护理员提醒他，还给
他把药分好，叫他吃哪几颗。但他每天
都会准时给他的狗喂东西，让狗喝水。

那天，我们聊完后，他拿出一个萨
琪玛塞进我手里，我推搡说：“您留着
吃。”过了一会儿，我走过他身边，他说：
"你不吃，我就把它给我的欢狗吃了。"

勤劳的残疾人
他一直蹲在菜园子里，时而用小锄

头挖着地，时而去捉白菜上的虫子，他
的右脚脚掌似乎萎缩了，右腿比左腿
短。其他老人都在打牌，而他却在小菜
园地里忙个不停。我问他为什么不去
玩，他说：“闲着也是闲着，还是种菜有
意思。”

护理员告诉我，他一辈子没有结过
婚，是个孤老头儿。这么勤劳的人，怎
么会没有老婆呢？护理员解释道，因为
他的腿残疾，农村人很看重男人的体
力。护理员还说，这里的老人就像小孩
儿一样，有些老人喜欢喝酒，有些喜欢
抽烟，有些老人酒后就醉倒在草堆里，
常急得大家到处找。而他，不喝酒也不
抽烟，只喜欢种菜。

离开养老院的时候，老人悄悄摘了
两棵白菜非要让我拿上不可：“这是我
亲手种的，没打过农药。”

自那以后，我突然就不再想老去的
事儿了，很享受现在的生活，也很努力
工作。毕竟，人生才刚刚开始，未来的
苦乐还很多。

当你老了
□ 唐文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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