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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悦读大众悦读

故乡飘来一缕温馨的风
——唐俊高长篇小说《一湖丘壑》读后

□ 刘武洋

卖 菜
□ 唐文瑞

秋末冬初，资阳老家唐俊高先生为我快递
来了他新出版的长篇小说《一湖丘壑》。捧着
装帧精美、沉甸甸的《一湖丘壑》一书，我仿佛
感受到故乡飘来了一缕缕春风，带着一团团泥
土的芬芳，带着一阵阵柠檬的清香，让人感觉
清新而温馨！

认识唐俊高先生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
他在《资阳时报》副刊做编辑，而做乡镇文化专
干的我时常寄一些“豆腐块”稿子去“骚扰”他，
一来二往，我们相识了。当时我们书信往来比
较多，偶尔也用传呼或打电话联系，直到现在
用QQ或微信聊天。聊天的内容，也从文学谈
到家庭、生活和子女教育。相互的称呼从“老
师”，变成了今天的称兄道弟。

早在2017年夏天，唐先生与我聊起“准备
创作一部关于乡村扶贫的长篇小说”，当时我
十分期待。当期待变成现实时，我在方便面和
火腿肠陪伴下秉烛夜读之后，忍不住要对《一
湖丘壑》“说三道四”一番。

《一湖丘壑》讲述本世纪初，一个名叫茆
家湾的川中丘陵小山村，发生的一系列“乡村
故事”。

县作协主席茆眼镜在招商引资中歪打正
着，获得了三十万元的奖金。面对突如其来的

“馅饼”，他深知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的道理，因
为他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是茆家湾走出的第
一个“秀才”，“吃了秤砣铁了心”的他义无反顾
地回乡包地建水库、发展水产养殖，带领乡亲
们发家致富。然而在此过程中，趁火打劫者有
之，冷嘲热讽者有之，暗中捣乱者有之。毕竟

还是热心人多，社长酸果果积极张罗，鞍前马
后，为修建水库立下了汗马功劳。驼表叔一生
坎坷，却从不向困难低头，从水库勘测、施工到
鱼塘养殖、看护，自始至终忠心耿耿。更有满
腹“之乎者也”的幺老爷默默地给茆眼镜精神
上的支持与鼓励……终于把水库建成。然而，
创业是艰辛的，并非一帆风顺。在遭遇汪总

“组团忽悠”，鱼儿大面积死亡，茆眼镜已到了
山穷水尽之时，还被纪委留下来谈话。此乃后
话。

若要富，先修路。做事雷厉风行的村支书
风车车，在不等不靠的情况下，仓促“上马”修
水泥路，当最后一公里“收不到口”的时候，茆
眼镜出谋划策，在省城打出“亲情牌”，筹集“善
款”，致使乡村水泥路“完美收官”。

德高望重的幺老爷饱读诗书。在他眼里，
振兴乡村不仅需要法律法规、乡规民约，还需
家族家法、续修族谱，需要继承“弯刀茆传奇”、
发扬“耕读传家”精神。

要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修一条路，编一
部族谱还远远不够。喊破嗓子，不如做个样
子。酸果果这个社长芝麻官一心为民，他高中
毕业后，放弃一次次外出“挣大钱”的机会，专
心致志地研究柠檬栽培技术，让“柠檬树上长
票子”。乡亲们尝到了甜头，形成产业，成立种
植合作社“抱团闯市场”。

此时，为深入推进精准扶贫，曾县长率领
扶贫、发改、畜牧、国土等部门的头头浩浩荡
荡地开进了茆家湾，开展“扶贫攻坚”工作。
谁知，村支书风车车“做秀”，挽留曾县长高

矮要吃顿“贫困饭”，以示感激。曾县长本意
与群众打成一片，也出了“份子钱”。可遭遇
别有用心的村主任假老练等人把曾县长吃

“贫困饭”的视频恶搞成吃“伤心饭”，并放上
网络。“丑闻”闹得满城风雨，事态严重化。
最终，曾县长被“贬”到茆家湾做了“代理第一
书记”，当了村官。

村官曾县长并没有消沉，他积极地投入到
轰轰烈烈的扶贫攻坚工作中去，因地制宜地研
究出一套“绣花”方案。与附近的贫困村优势
互补，走产业发展之路；就茆家湾闲置土地如
何转化成“聚宝盆”摸索出“三条经验”；启动

“农家新村”建设，各地来取“扶贫经”的络绎不
绝。

在扶贫攻坚战役中，假老练“建猪场”“修
庙子”等，胡搅蛮缠，曾县长慧眼识破。茆眼镜
身陷困境，涉嫌“套取扶贫资金”，张胖子“落
马”。随着矿泉水的开发，“整死不当贫困户”
的驼表叔一改常态，这次“不好说话”了，还惊
动了派出所，他的固执为乡亲们换来了百分之
二十的股份。搞矿泉水开发的林总被感染，也
不知不觉地加入到了扶贫的队伍之中。

故事中，还讲述了一些耐人寻味的情节：
生活在无声世界里的哑妹子，内心世界却充满
阳光；前任作协主席“弯竹子”，大有重振雄
风之势，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好吃懒做
的黄狗，偷鸡摸狗，溺水身亡；假老练他爹，
也就是当年“战天斗地”、在县礼堂万人誓师
大会上“戴过大红花”、与“县长握过手”的老
支书，尽管瘫痪在床也绝不吃“救急粮”；“为情

所困”的小敏，挪用公款锒铛入狱；“跑二排”的
小假老练公报私仇，反而被乡亲们上了一堂政
治课……

读完二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一湖丘壑》，
让我们思考事情太多。作者把巨大历史转折
中所发生的故事撰写成文，以自己独特的慧眼
观察“三农”事物，入木三分，以自己独有的热
情深爱着曾经养育了我们的这片土地。作者
为民请命，为时代进步讴歌，是一个作家的历
史使命与担当，也是一个故乡人无法抛弃的故
乡情结。

作者讲述以茆家湾为代表的现代农村，没
有走马观花，没有蜻蜓点水。他长期与农民打
交道、交朋友，长期深入农村，体验农村生活，
收集素材，厚积薄发，《一湖丘壑》也就水到渠
成，应运而生。

我认为，长篇小说《一湖丘壑》，是继《许茂
和他的女儿们》《山扛爷》之后，又一部以乡村
为题材的力作，是接地气的乡土文学，宛如驼
表叔屋边那眼沁水般甜得酥心，又如酸果果的
柠檬果酸得有味。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作为门外汉的我，看到了小说中许许多多的方
言、俚语，如“屙屎不出怪茅厕”“推杯”“戴高帽
子”“扯怪教”“黄眼狗”“竹叶子贴勾子”等等，
让人忍俊不禁！

读罢《一湖丘壑》之后，心中怡然，熟悉的乡
村仿佛是一幅水墨丹青，在我眼前浮现；勤劳的
父老乡亲仿佛在深情呼唤，在我心中萦绕！

这就是乡恋，这就是乡愁，这就是故乡飘
来一缕温馨的春风！

“燕儿，起床了。”
奶奶的声音从隔壁堂屋传来，似乎夹杂着一

股牛皮菜的清香味。我睁开惺忪的双眼，拿起枕
头边的金色手表，手表显示：4点20分。

鸡在耳边聒噪，心里极其烦躁，想着放学回来
就把它炖了！

我趿拉着鞋，将水瓶里的水倒进脸盆，打湿香
皂，抹在脸上，人一下就清醒了。

“燕儿，脸洗好没？”奶奶急促的声音再次传
来。

“好啦，不要催嘛。”我连忙背上书包，穿上鞋，
跑到堂屋。

堂屋是堆菜的地方，放着满满四箩筐的蔬
菜。我摇了摇箩筐，好沉。

“今天爷爷不在，这四箩筐菜啷个背哦？”
奶奶忙着洒水在菜叶子上，小心翼翼地用薄

膜遮盖好。她郑重其事地告诉我：“等会儿我先把
那两筐挑一段路，然后你就在那里等我。我再回
来挑剩下的两筐。”

“天还没亮，我害怕。”我极不愿意。
“我们走到那里就天亮了，有啥怕的嘛？”
寒冬腊月，路上一片漆黑，无情的寒风简直想

在人脸上撕开口子，我才想起忘了擦“香香”。我
揉搓着已经长了一个冻疮的右耳，跟在奶奶身后。

扁担“吱嘎吱嘎”的声音与奶奶的喘息声，让
这漆黑的周围显得不那么狰狞。我心里默念着今
天老师要抽查背诵的《少年闰土》——“深蓝的天
空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
的少年，项戴银圈，手捏一柄钢叉……”

不知走了多久，到了我经常用一毛钱买两根
辣条或者两包烂杨梅的小卖部，奶奶停了下来。

“你在这里守到，我马上就挑过来。”
“嗯，你快点。”我几乎快哭出来了。
奶奶拿着扁担走后，我蹲在箩筐旁，用长着冻

疮的小肥手抠箩筐里的菜，最下一层是萝卜，萝卜
洗得雪白雪白的，竟然从筐里露出亮光来。

洗萝卜是最恼火的事儿。冬天河水冰冷刺
骨，爷爷总是带着一双黑皮手套坐在河坎上给一
个个“圆不拢耸”的白萝卜切头、去泥，然后弄到河
水里去洗。爷爷那一双大而粗糙的手因此经常爆

“冰口”（手脚因冷冻而皲裂的口子），“冰口”里总
是黑色的，刚开始看着瘆人，后来也就习惯了。

把挨着筐边的萝卜一个个抠出不起眼的小坑
后，我又去扯花菜、莴苣、大葱，但尽量克制着不对
它们造成太大的伤害，毕竟卖相很重要。

寒风在耳边呼啸。我极力不看周围，总感觉
有东西在黑影中，担心一转身就会看到它，并将我
大快朵颐。

不知过了多久，脚也麻了，奶奶还没来。
当我几乎快睡着的时候，“吱嘎吱嘎”的声音

再次响起，我下意识地站起来，脚已经麻了：“奶
奶！”

“来啦！”天微微亮，奶奶嘴里吐出的热气飘
散在晨雾中。奶奶很壮，可以吃下一大碗面，因
为小时候总是吃猪油面，搞得我现在对面有一种
天然的反感。在我印象中，面除了胀肚子，就没
啥作用了。

这次奶奶走得更快了，我不得不一路小跑跟
着。奶奶说：“等会儿你还是要把菜守着。”

“我守在这里，小卖部那里就没人了。”
“所以我要走快点啊，我马上回去。”
如此折腾了三四次，八公里的路，我们将“漆

黑”走成了“蒙蒙亮”。
到菜市场的时候，奶奶前一天用塑料薄膜占

的位置早已被其他卖菜的抢去了一大半。其实在
农贸市场卖菜区，是不能占位置的，只能说是个标
记，早到早得。奶奶费力地挤进去，一边小心翼翼
地把菜拿出来一边催促我：“燕儿，你快去上学，不
要迟到了。”

我急了：“我还没吃饭呢！”
我接过奶奶递过来的两元钱“巨款”，买了一

个面包，也算犒劳自己这么辛苦早起。
转过拥挤喧嚣的菜市场，我迎着熹微晨光迈

上了上学路。
今天肯定又是我第一个到学校。

李大爷问李大娘：“你这啰嗦婆娘，补个小
粑粑要摸梭好久才做得完？”李大娘满脸堆笑：

“不着急，最后一针，马上就杀角了！”
在四川方言中，把一件事、一个活儿做完

了、干结束了称为“杀角”了。也许是过于生僻
之故，这一词，除了四川人，在其他方言中几乎
从未听说过。

尽管四川老乡之间，此词一出口，彼此都
能心领神会，但如果落实在书面上，这两个字
该怎么写，却各说各话，莫衷一是。《汉语大词
典》用的是“煞果”，蒋宗福著《四川方言词语考
释》采用的“煞搁”，王文虎等编的《四川方言词
典》兼顾二者：“煞搁（煞果）”。对四川方言与
民俗颇有研究的大作家李劼人在作品中用的
是“煞搁”。

不论“煞果”还是“煞搁”，都只能说是表达出
了四川话的语音，只能算是方言书面化过程中的

“同音代替”，从“煞”“果”“搁”三字中任何字的词
根意义上都看不出“结束”“完毕”的意思。

这必须从源头上去寻找此词的产生的背
景与基础。四川古人何以用此词来表达“结
束”“完毕”？读闲书时，读到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说是“杀过”。说的是张献忠
“洗”四川，挨村挨户，无论男女老少，见人就
杀。老百姓听说“黄虎”张献忠的部队来了，纷
纷跑到山上、野外去躲避。直至大军过后，劫
后余生的人们再回到村子，相互问的第一句话
就是：“杀过没有？”回答说：“杀过了！”人们就
放心了。表示一场浩劫结束了，到后来，人们
引申开来，把每一件事做完了都称为“杀过”
了。但这词有一点说不大过去，作为张献忠屠
蜀这种血腥而恐怖的记忆，一代古人巴不得早
点忘记，不大可能以一个词来牢记此事。而且
传说中说的张献忠屠蜀是把四川杀得几乎绝
了种的，在绝了种的情况下不大可能让这个词
广泛传播开来。

而且，四川人在使用“煞搁”一词时，还灵
活地将其拆开来表达，比如说：“说得脱，走得

脱，这事不说清楚，煞不到搁！”既然可以分解
为“煞不到搁”，从语法上讲，这“煞”和“搁”俩
字中，前一个字应该是动词，后一个应该是名
词，构成动宾关系。而“煞”和“搁”两个字都是
动词。“煞果”倒是动宾关系，但二字看不出有
任何词义交集。从这个角度讲，“煞搁”与“煞
果”都不符合语法要求。

另一种说法，说是这词来自于木匠。说是
古代的木匠们在做桌子、凳子之类带面子的木
器时，最后一道工序是修正桌面、凳子面，如果
发现角角边边有不正的地方，就锯一锯、刨一
刨即大功告成，这个程序被木匠行业称为“杀
角”。因是最后工序，后来人们就把一切事情
结束都称为“杀角”。

从一切文化艺术皆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劳
动这一学说讲，笔者认为“杀角”这一说法最有
依据，最经得起推敲。而且从语法结构上说，
这就是典型的动宾结构，也适合“杀不到角”这
一类灵活的化用。

“杀 角”
□ 汪古翔

跩哥茶座跩哥茶座

每年的这一天，奶奶总会亲自用砂锅熬
粥。那时我刚启蒙，放学还未到家，一股浓浓
的粥香味便钻进了鼻孔。

我吵着要吃粥。奶奶便扬起巴掌说：“平
时依着你，今天可不行。”

我眼巴巴地望着砂锅，看着一圈圈蒸汽在
砂锅上萦绕，口水直冒。

好不容易等到粥熬好，奶奶把一家人叫到
桌边。她先盛好一碗粥，毕恭毕敬地放到方桌
首席上，说：“恩公，请喝粥。”过上一会儿，奶奶
才允许大家动筷子。我心里嘀咕，恩公能喝到

粥吗？老迷信！
奶奶过世后，每到这一天，父亲依然会熬

一砂锅粥，学着奶奶的样子盛上一碗，毕恭毕
敬地放在方桌首席上，说：“恩公，请喝粥。”过
一会才允许大家动筷子。看着父亲的神态，我
心里对那个朦朦胧胧的“恩公”肃然起敬。

今天我也熬着一砂锅粥，看着锅上方萦绕
的蒸汽，父亲临终的嘱咐便浮现在我脑海里。

我拿起电话打给儿子：“你们晚上回家喝粥。”
“好，好，我马上推掉今晚的应酬。”
全家人都严肃地看着我，我盛了一碗粥，

毕恭毕敬地放到首席，说：“恩公，请喝粥。”
小孙子看着我，嘻嘻地笑起来。
儿子马上对他说：“爷爷说的这位恩公是

一位老兵，八十年前的今天，若是没遇到他，爷
爷和曾奶奶都被土匪杀害了。快去听爷爷讲
他的故事吧。”

孙子飞快地跑到我面前，学着我的样子，
端起粥说：“恩公，请喝粥。”

全家人都被逗笑了。
孙子诧异地看着大家，小脸变成了桃花，

却没有笑。

小说看台小说看台 腊月初八
□ 廖小权

时光是面照妖镜，
它让万事万物显形。
树木秃枝与四季绿衣，
材质的软弱与坚硬，
事业的成功与失败，
体现在它走过的里程，
人之灵魂的真善美丑，
它都能得出结论。

时光荏苒，
时光公允，
它检验真理，
辨别真伪。
珍惜，
它会眷顾于门前，
让你事业光辉。
亵渎，
它会从指缝溜走，
让你事倍功半。

时光宝贵，
抓住了，财富累累。
莘莘学子成就学业，
工人农民丰收产品，
诗人作家华章泛彩，
科学家让日月更新。

诗意绿洲诗意绿洲

时 光
□ 何 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