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人早点睡觉，明天好早点起来做
活路！”在资阳，经常听得到这样的“恶暴
暴”的催工语言。在普通话或其他方言
中，一般把做工称为“干活”，但四川人则
称为“做活路”。

“活路”二字在普通话中，通常是指
“存活生命的方法或路子”，走投无路之
人向强势者乞求“求你给我条活路嘛！”

“活路”的另一面就是“死路”，这一词语
背后充满杀气与血腥。

据著名学者任乃强先生考证，四川
人把干活为“做活路”，词义来源于张献
忠屠蜀。张献忠占领四川时，因屠杀、瘟
疫等种种原因，四川盆地人口锐减。大
西政权建立后，一度也曾经想恢复经济，
但这种流氓政权采取的措施不是积极地
劝课农耕，而是以武力威逼农民下地种
田，拒绝种田者格杀勿论。于是农民只
好战战兢兢下地干活。参与种田，活；拒
绝种田，死。在这刀枪下干活的农民种
庄稼，目的不在于求什么收成，而是暂免
眼下一死。唯有做，才有活路，因此，就
把下地种田称为“做活路”。

到后来，虽无刀架脖子，做与不做已
不存在死与活的二难选择了，但作为语
言遗留，四川人把干所有的活都称为“做
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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跩哥茶座跩哥茶座

外南街，安岳县的一条老街。
我在这里出生，我在这里长大，我从这

里离开。
每每想起，回到原来。

（一）
外南街，是小街，长不过千米。
外南街，有特点：街道拱起如鲤鱼背，

不知摔了多少英雄好汉。每每下雨天，笑
骂声此起彼伏，是一道风景线。

外南街，很方便：左转可到县政府，直
走可到武装部、电影院，右转沿河边可到南
门桥，过桥就是小学和公园。

朝医院方向一直走，渐渐就出城了，炊
烟袅袅的田园风光迎面而来。

最初记忆，是在小院。
靠近街尾的小院很安静，里面只住几

家人，邻里关系融洽，有事都爱帮忙。
小院有天井，石头鱼缸里睡莲盛开、鱼

儿活跃。小胡同的小门挡住外面的喧闹。
在房间里、院坝里蹒跚学步，跌跌撞

撞，天天都想朝外面走。
蒋婆婆只放心我弟睡摇篮，将我哥和

我看得紧，不准去玩水，更不准上街。
若是听话，她忙完了会乐呵呵带出去

买水果糖——那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刻。
外面，就是外南街。
县城不小，逢场天好热闹，农民要进城

买卖东西。这时，蒋婆婆将我们关好才出
门，吓唬说有人偷小孩。

小院虽小，足够我们折腾：捉草鞋虫
玩，弄蚂蚁搬家，看燕子做窝——下雨天，
最惊喜，活蹦乱跳伸手接。

半夜，被小胡同“吱呀”声惊醒，熟悉的
脚步声由远而近，母亲值了班敲门回家，闻
着熟悉的药味入梦。

外南街，伴我们成长。
还记得，外南街好长好宽好多人，母亲

每天来去匆匆。当父亲一身戎装出现在门
口时，我们高兴得手舞足蹈。

还记得，我半夜三更肚子疼，被父亲抱
着在街上来回走动——夏日清晨，朝霞满
天，凉风习习，安然入睡。

还记得，三兄弟先后患了腮腺炎，母亲
怕感染其他孩子不让出门。蒋婆婆精心照
顾，我们消炎了她才松口气。

那场景，经常出现。
外南街，融入心里。

（二）
又搬家，仍住外南街。
父母朝思暮想盼到了女儿，欣喜之余

决定还是住在这里：方便上班、出行和几个
孩子上学读书。

暑假到了，我从军分区幼儿园回来，家
已搬到小街中间地段。

住在街边，不关小院，格外兴奋：邻居
很友好，身边有玩伴，天天看热闹。

我们迎来快乐的少年时代。
三兄弟熟悉环境快：小街当游乐场，打

游击捉迷藏，三天两头打架，每天浑身脏兮
兮，不怕母亲只怕挨父亲打。

寒假回家，天寒地冻。打霜将小街变
成了溜冰场。蒋婆婆边缝补我们破损的裤
子边唠叨，父亲回家她只字不提。

小街的人好。
家里孩子多，蒋婆婆手脚麻利，买菜做

饭洗衣服，每天忙得不可开交。
邻居龙大娘是热心肠，她想抱孙子不

成，每天都帮蒋婆婆照看我妹。
隔壁大姐姐，大眼睛、长辫子、一笑一

个酒窝，她喜欢逗我弟玩，还常从家里拿花
生核桃给我们吃。

姐姐姓丁，十分漂亮。
我因嘴甜，成了跟班。
跟她去医院附近看油菜花，跟她去房

屋后面收衣服——她或轻声细语给我讲故
事，或若有所思地吟唱小曲。

小街有美食。
街口餐馆颇有人气，卤烧腊满街飘香，

花生米油光水滑，让人垂涎三尺。父亲从
区上回来，蒋婆婆就去买下酒菜。父亲边
喝酒边给我们解馋。

街口米卷名声在外，生意兴隆，供不应
求。小店靠河边，斜对着餐馆。米卷清香，
是因后面的井水甘甜；米卷好吃，离不开有
小米辣的拌料。

用米卷炒蒜苗回锅肉，是蒋婆婆的拿
手好戏，之香之好吃，全家人最爱。

小街靠河近。
小河清澈见底，是县城的命脉。
安岳是内江地区有名的旱区，环绕县

城的这条小河，默默地承担着包括居民饮
用水在内的生活必需之重任。

经常跟蒋婆婆去河边洗衣服，经常随
邻居看撒网搬罾抓鱼，经常陪丁姐姐到井
边挑水。

夏天来临，南门桥边人头攒动。三兄
弟小心翼翼下河，捏着鼻子潜水，学会了狗
爬式。

夕阳西下，丁姐姐爱去河边散步乘
凉。那些大哥哥一下激动了，争先恐后站
在南门桥上跳水，以博得回眸一笑。

我常常一个人去河边，看那翠鸟扎进
水里捕食，双脚放水中挑逗小鱼儿，跟着大
人学，找了竹竿用线穿别针钓鱼……

那片段，清新自然。
外南街，如影随行。

（三）
再搬家，印象深。

我们渐渐长大了。
虽然是搬家，还在外南街，距离街口

近，但房间更宽大更明亮。
对此，蒋婆婆赞不绝口：买菜只走几步

路，河边洗衣好安逸。
小儿郎，上学堂。
我哥和我就读南门桥小学。从家里走

到街口，转弯从河边过南门桥，上学轻轻松
松只需几分钟。

那时作业少，下午放学如脱缰野马，赶
到公园篮球场，若见父亲在打球或当裁判，
使劲拍巴掌，生怕别人不知道。

小街只有一个小学同学，妈妈也在县
医院工作。我经常过去找他，跟另外一群
孩子拍烟盒、糖纸，玩官兵捉强盗。

读二年级时，兴趣发生了变化。
左邻右舍的大哥哥，我爱打招呼，逐渐

熟悉了，经常去串门——他们家里有好多
书，一下将我给吸引住了。

两个哥哥，一姓戴，一姓洪，正在读高
中。或许是比较听话，或许是喜欢看书，他
俩接纳了我这个小学生。

尽管爱看书，好多字要猜。
两个哥哥见状忍俊不禁，摸我头、拍

我肩，叫我莫着急，先看简单的，以后看
厚的。

不知不觉入迷，不再贪玩游戏。
这种潜移默化，使我终生受益。
戴哥家以《平原枪声》《野火春风斗古

城》等国内小说为主，洪哥家以《母亲》《海
底两万里》等外国小说为主。

在戴家，哥哥教我学会爱惜书；在洪
家，哥哥教我拼音认陌生字。

左右逢源，如鱼得水。
让我忐忑不安的是，他俩似乎有矛盾，

两人擦肩而过互不搭理。
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有天，丁姐姐路过家门口，笑着喊我。

无意中，我发现两位大哥哥的眼睛全落在
她的身上。

再去他们家里看书，两个哥哥笑脸相
迎，故作淡定，问东问西，转弯抹角地打听
丁姐姐有什么爱好。

我似懂非懂，当了电灯泡。
再去他们家里看书，两个哥哥热情相

待，洪哥爽快要我给丁姐姐送本书，戴哥腼
腆找我给丁姐姐递纸条。

每次，丁姐姐莞尔一笑摇摇头。
后来，我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那画面，栩栩如生。
外南街，无法忘记。

（四）
外南街，我从这里离开。
文革伊始，父亲在内江中风半身不

遂 住 院 治 疗 。 我 哥 在 身 边 ，却 力 不 从
心。

好人相助，母亲次年春天调内江。
变化突如其来，让我开始懂事了。
1967年暑假，有天晚上父亲单位来人，

说次日带两兄弟到内江去。
既意外，又兴奋。
蒋婆婆忙着为我们收拾东西，我急着

出门告诉消息——偏偏大姐姐和大哥哥一
个都不在，让我沮丧不已。

第二天一早，四处静悄悄。
跟着来人，带着遗憾，我一步一回头，

离开居住了9年多的外南街。
……
定居内江后，全家人平时说得最多的，

仍然是外南街。
父母的朋友常到内江来，带给我们的

惊喜是，可以品尝到外南街的米卷。
每每这个时候，不由想起熟悉的小街，

想起恬静的小河，想起大姐姐的微笑，想起
大哥哥的书……

放学淋雨摔在街上，潜在河里捉不到
鱼，蒋婆婆在喊吃饭了，丁姐姐跟着军人离
开，哥哥的书忘记了还……

梦醒时分，怅然若失。
1974年，高中毕业即将下乡，我和我弟

回了趟安岳——小街依旧，物是人非，可惜
没有见到自己想见的人。

再回外南街，已是 1986年秋天。在县
委大院办完事，即去看望执意要回来居住
的蒋婆婆——老人在街边晒太阳，眼睛已
看不清楚，却听出了我是谁。

顿时，潸然泪下。
八十年代末当记者后，我经常到安岳

采访。再忙再累，都要抽空去外南街看一
眼——改革开放让县城释放活力，小街开
始发生变化。

悲伤的是，蒋婆婆走了。
有次去市政府大院采访，偶遇多年不

见的洪大哥。相见恨晚，他调侃道：喜欢看
书的娃儿，居然当记者了！

后来，在街心花园邂逅洪大哥两夫
妇。嫂子是老乡，眼睛大，短头发，很精干，
也在政府部门工作。

一瞬间，想起丁姐姐，想起戴哥。
竟不知人在何处？！
到资阳工作后，在安岳采访的时间更

多。
县城日新月异，小街已被取代。
在我心中，小街还在。
任何时候，不经意想起，那些场景、那

些片段、那些画面、那些人物栩栩如生，招
之即来，挥之不去。

外南街，是乡恋……

2020年初春，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我们的假期延长又
延长。宅在家里，我整日处于焦虑、彷徨之中。一次，看到日本民
间组织为我国捐赠物资的消息，物资的包装箱上贴有“山川异域，
风月同天”“岂曰无衣，与子同袍”之类的语句，这些语句充满温暖
和力量，让我领略到了诗词的美好。起初，我不知道这两句话的
出处，查了资料才再次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这不禁让我思考，应试教育使我们忽略了对孩子们传统文化
的教育，削弱了培养孩子们审美情趣的力度。疫情期间，宅家学
习，不正可以进行这方面的培养吗？

于是，从2月17日开始，我在班上规划和开展了一系列美育
活动。

开课的第一周周末，我策划好教案，组织学生在QQ群里，一
起学习“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这段偈语。
本以为，云教学的方式，让那群“猴儿们”知道老师鞭长莫及，无法
管理他们，参与者不会多，积极性也许不高，但没想到孩子们很
感兴趣，跟着我一遍一遍地读。一个又一个的问题，从什么是偈
语，再到偈语的来源、背景、意思，通过 QQ 群步步探讨、层层深
入，感悟语言的意境之美。

“老师，什么是偈语？”
“我懂了，古诗词的含义真是太深刻了，我以后要多读。”
“原来这句话是这样来的呀，真有意思。”
……
本以为二十分钟的内容，不知不觉讲了接近一个小时。下课

后，孩子们有的读，有的写；有的当起“小老师”，教自己的弟弟妹
妹；有的查找了更多自己感兴趣的偈语，拍照上传QQ群与大家分
享。这短短的一段偈语，这一堂不算成熟的线上课，让沉闷的日子
增添了一股新鲜活泼之气。相信这一课，已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
里种下一颗美的种子。同时，为了让孩子们感受到书之美，我发动
孩子们每天利用半小时，读几篇好文章，把自己的感悟用或优美或
深刻或清新的文字写下来，开学后在读书分享会上展示。另外，欣
赏电影之美，每周末推荐一部具有教育意义、传递正面价值观的电
影。记得一个周五晚上，给学生们推荐了伊朗电影《小鞋子》，第二
天一早，一个孩子就给我发来信息：“老师，我昨晚看了一遍，今天早
上又看了一遍，我妈妈也很喜欢，请您再推荐几部这类电影吧……”

我还发动孩子们发挥自己的艺术特长，利用闲暇时间，跳舞、
作画、弹琴、练书法、听音乐、摄影……把自己的作品上传到班群
供大家欣赏。

疫情防控期间，学生停课不停学，是应对这一特殊时期的正
确选择。我想，让学生们在掌握书本知识的同时，分出一些时间
丰富美育生活，以增强文化自觉，树立文化自信，不失为一件乐
事！

全市52名文艺骨干耗时19天“云创作”出炉

文艺作品《守望春天》
讴歌抗疫英雄

吴林书法作品《大爱无疆》

抗疫期的美育课
□ 刘子微

岁月留痕岁月留痕

高建平 作

本报讯（记者 郭菁）近日，讴歌新冠肺炎疫情之下的资阳精
神、由全市 52名文艺骨干耗时 19天的“云创作”文艺作品《守望春
天》在“掌上资阳”APP发布，短时间内就获得数千点击率，受到社
会广泛关注。

据悉，《守望春天》包括了曲谱创作、填词、配乐、演唱、舞蹈、
摄像、剪辑，总长度 4分 44秒。该作品包含了诗歌朗诵、独唱加合
唱、现代舞、手语舞等艺术表现形式。 创作团队分为声乐组 15
人、手语组 18人、舞蹈组 6人、钢琴组 4人、录音组 1人、视频制作
组 3人。

“感谢你，在万家团圆的时候，让每一个家庭都聚在一起。感
谢你，用你血肉的身躯筑起铁壁……”伴随轻柔的歌声，医护人
员治疗病人，交警在道路卡点上检测司乘人员的体温，环卫工人
收集、运输废弃口罩等画面一一出现，充分展现了疫情期间，我市
各行各业工作者坚守岗位，拉紧拉实全市疫情防控安全网的生动
场面。

《守望春天》创作牵头人、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专职副主席汪
雪介绍，当她提出设想后，众多文艺爱好者立即响应，大家积极地
推进创作。考虑到疫情期间要减少人员接触，大家都是通过发微
信或打电话沟通。创作团队根据预先写好的脚本在家排练，再通
过手机各自进行拍摄。因为大家白天忙于工作，所以创作只能挤
下班后的时间。在后期制作时，为了尽快拿出作品，汪雪和视频
剪辑人员李超、尹忠等人经常通宵达旦。

“这个过程虽然辛苦，但是所有人都甘之如饴。”汪雪说，“用
文艺吹响抗疫的精神号角，这是每一位文艺工作者的共识。”

“春回大地，明天属于中国，明天依然美丽。”歌曲的最后，演
唱者脱下口罩，纷纷望向远方，寓意疫情已经过去，美好的春天已
经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