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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脚镇揽胜
文 / 王金玉
因为母亲是岩脚镇人，流逝的记
忆，在时光里，岩脚镇是自然母亲孕
育得最美丽的孩子，当风吹动一汪汪
溪水泛起的涟漪，伴随着夏风的凉意，
岩脚镇成为我增添生命意义的载体。
去年的冬季，我到岩脚镇小学去
支教，教三到六年级的小学生写作文。
得以涉过时空，像风一样自由，拂面
岩脚镇。放眼，一层一层雾霭漫过来，
轻轻挥动着细纱，飘然洒在青山溪水
间。
岩脚镇，坐落在群山环抱的九狮
溪河畔，从六枝城区出发，行程半小
时即到。岩脚历史悠久，明清两代，
岩脚是贵州有名的川盐集散地，驿道

上山间铃响马帮来。曾经这里七十二
行俱全，商号店铺、栈房、马店、旅馆、
客店、茶楼、酒馆，货铺林立，商贸
发达。商贾云集，形成了这里独具特
色的古镇建筑。
走在光滑石板路上，历史的厚重
凸显。远去的醉生梦死，花天酒地已
沉睡在小阁楼，曾经窗外的那轮明月
已是窥不透，客商故事的场景，在数
百年风尘里已归尘。小镇的残阳渐行
渐远，透过了古木房古匾额虚掩的门
扉，那烛光里的背影，又在为谁人卸
妆。门扉两边一副楹联曰：人文古商
地，山水小蓬莱。
岩脚不大，很长很窄的一条老街。

老街有石牌坊耸立在眼前，牌坊高 8
米，长 12 米，顶端两条透雕石龙“二
龙抢宝”跃跃欲飞；四角八条石鳌鱼
悠悠吐水；对寸两面八只石凤凰翩翩
起舞；下端四对石狮子栩栩如生。一
幅楷书“金玉不斯尔质，方圆各范其
形”对联镶在其中，让观者是赞之又
赞。这样的杰作，全国也属罕见。老
街沿清澈的小河水道修建，依山傍水
的岩脚热闹中保留着一份恬静。行走
在古镇上，古建筑随处可见，不管是
飞檐翘角、是深门大院的庙宇，还是
四合天井的大瓦房，抑或风蚀的石雕、
斑驳的古驿道，都向世人讲述着繁华
小镇的过往。

小镇身处群山环抱之中，且山与
水相映，溪与石巧合，组成了小镇别
具一派的“漓江风貌”。所以，去小
镇赏景，只要沿着那条有着柔美腰身
的曾经的古渡河便行。两岸群峰，远
眺是高、大、奇。群峰凸崖林立，大
多像狮子，故有山海经时仙人用赶狮
鞭赶《万狮归山》的传说。近眺是仙
岩水岩浑然而立，近溪的，委身在柔
柔的水中；依山的，则攀岭爬坡顺延，
一直融进了茫茫云层。
水域六里木栈道长的山清水秀是
小镇的黄金景段，美不胜收。如果你
是夏天来游玩，可以看见那些小男孩
在水中嬉戏，拨起水珠对撒。

青山叠叠，绿水漾漾。我是脱了
鞋袜，在小桥流水处，全身心地感受
自然风光的自然流露，回味曾经童年
时妈妈带我来时游泳的情节。小镇的
石桥建有观景台，站在桥上，静静地
体味远山近水的翠影碧痕，若明若暗
狮子峰的冷峻，时隐时现是洗衣的村
姑、扶犁的农夫的画面。用心观这最
朴素的江南画面，有武夷的韵律，有
漓江的美貌。用心细品这方山水，便
可领悟：水碧缘于山青。
在水上栈道行走，看见一个垂钓
的老人，若隐若现的话外音是：独钓
今夜寂寞。

“不可居无竹”

遥望窗子洞（10）

文 / 黄树生
丁酉年入夏的一天，热得冒汗，
忽然记起了苏轼那两句：“可使食无
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
令人俗。”有竹伴居是什么体验？种
了竹是不是就摆脱了“俗味”？彼时
懵懵懂懂，未及多想，不妨试验一下。
苏东坡的意境应该是有个院落
的。房前屋后种上一圈竹子，饮食起
居在其中，不由得你不“雅”起来。
我立时想到了现在住的楼房，悬在半
空中，不上不下，绕房种一圈竹是不
可能的了——便把主意打到了几尺见
方的阳台。
西南山区很少见到竹。没有系统
研究，我把见到的竹分为两种，一种
是竹节长而直，颜色青，大多在农村
房前屋后扎堆生长的高大“青竹”。
一种是竹节短，躯干和叶子青黄的“金
竹”，相比青竹，金竹个头要小一些，
长得也慢。它长在山中，扎根岩缝石

隙，透着一股子精神。青竹我常在农
村葬礼上见到用来挂长长的经幡，金
竹则在乔迁仪式上用得多，更多的“金
竹根”则是被老大爷挖来做成了烟斗。
后来我才知道还有一种“文竹”，多
长在“办公室”里，野外我没见过，
也就没细究。
我喜欢金竹，决定从山上“移”
两根到阳台来。挑了个雨后见阳的天
气去山里，略过土质肥沃的田埂地埂，
专门选了一座陡峭的石山攀上去，满
山的植株都透着不屈，灌木、草本植
物都扎根在山石中，争夺着少量的枯
枝败叶形成的浅层土壤。翻翻找找，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在岩缝里挖了两
根金竹，连根带叶，再装一袋原生地
土壤，移栽到了盆里。
民间有“树挪死”的说法，我想
金竹从石头缝换到了盆里，能不能活
下来，要经历生死考验。为了让两根

滑溜溜的“竹竿”置之死地而后生，
遂把它的枝叶都全部剪掉，留下三寸
长的枝干露出土面，用塑料纸包住断
口，把收集到的奇形怪状的石头插在
盆里，模仿金竹在山上生活的“艰难”
环境。它很快就会生根发芽，茁壮成
长起来吧？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
我一度认为自己精心栽种的两根
金竹死了。后来才知道，移栽植物的
时候缺乏经验，应该多少留几片枝叶，
让植株能进行光合作用，这样更容易
生根成活。金竹刚种下那几天，每天
看几遍，期待盆里光秃秃的竹竿旁边
冒出新芽来，想象突然一觉醒来，便
是青黄满盆。都没有，足月有余，两
盆金竹依旧没有任何动静，就连盆土
杂草都发芽了。最初尚存兴致，记得
定期浇水，后来直接让它自生自灭，
这次附庸风雅试验怕是要失败。
意外地，某一天父亲说，你那瘦

竹竿冒芽了。心下一喜，冲到阳台一
看，其中较小的一盆金竹旁边不远处，
一根嫩绿的牙尖斜斜地冒出来，那抹
绿黄在朝阳下泛着光。我不放心，用
手往下扒拉点泥土，确认了，不是杂
草。嘿，总算是活过来了，还好没放弃，
我低估了竹子的坚韧。接下来冒出来
的新芽迎风见长，一天一个样，不到
旬月时间，泛黄的竹枝就长到了尺余
高。另一盆金竹也陆续吐芽，一根、
两根、三根……芽儿慢慢变成了青黄
枝叶，越来越多。
移栽的时候，竹根是铺展在盆底
的，冒出来的新芽，有的从插在盆里
的石头缝隙里钻出来，有的顶翻了小
的碎石，有的斜着尽量往窗外阳光处
延伸。从盆栽造景专业的角度来说，
它们没有什么美感可言，但是它们都
活了。记起“竹子定律”典故，有一
种毛竹，它用三年时间在地里生根而

不长高，三年后的某一天，一场春雨，
竹子以每天几十厘米的速度长高，最
终成为参天巨竹。我移栽盆里的两根
金竹，肯定长不成参天巨树，但是它
们默默地用厚积薄发通过了生死考
验。
金竹不急躁。许是盆栽环境的缘
故，冒了几根新竹之后，它们也不多
长，每天积蓄力量，慢慢变得叶宽枝
粗，主干紧密细致。人也变得勤起来，
修剪，浇水，努力让它春夏秋冬满盆
青秀。有竹伴居是什么体验？行走在
叶落萧萧、雨声点点的竹林里，东坡
居士落笔是“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
吟啸且徐行。”
阳台上两盆金竹能让“下里巴人”
变“阳春白雪”么？不过是踽踽而行
时，抬眼看到那从石头里长出来的点
滴青秀，郑板桥的“任尔东西南北风”
又充盈脑海了。

龙翔
风从三岔河吹来
激起阵阵涟漪
水面倒映着崖顶人家和
万丈绝壁的千秋岁月
这里是六枝，乌江上游
一条支流划开的时光裂缝
那些淡远的枪炮声
在平静的水底持续演绎
我知道，沿岸的苍山厚土
总会记下那段散淡的销烟
以及那些人的名字
我们来的时候是五月
窗子崖是一本
打开的书，窗子洞
为我们一页一页慢翻着
那个远去又切近的五月
水面平静，如同在这里
世代生息的河岸人家
平静而日益富足的日子

妻子的自传

历史在窗子崖拐了个弯
五月的青山忠骨定格在
窗子洞深邃的时光里
拦龙河水日夜奔流
带走的，是日渐淡远的烟尘
留下的，是苍壁黑土长出的
红色植被

文/谭龙
说实话，一开始，我也被这种幼
稚的举动弄得啼笑皆非，我甚至觉得
有些矫情：妻子居然写起自传来了。
我无法想象，一只常年累月握锄
头和拿镰刀的手如何能拿好这支纤细
的笔，一个春秋冬夏都在以灶台为圆
心，以到田间地头的距离为半径，用
汗水画了二十年圆弧的农村妇女又如
何能够静下心来坐在这张简陋的书桌
旁边回忆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平庸往
事。
那天我休班回家，妻子从衣柜里
找出她藏在衣物间的这本用黑色塑料
袋包裹着的淡蓝色笔记本，不好意思
的对我说让我帮她看看，最好是帮她
改改的时候，我很惊愕了，打开一看，
第一页那醒目的标题就把我逗得前俯
后仰笑了足足一分钟，我边笑边恶作
剧的调侃道：嗯，不错，标题：我的
自传，字体：楷体加宋体，较为认真，
字号：小一加粗，排版：略倾斜，错
落有致，稍有创意。很显然，妻被我

的调侃弄得很生气，她红着眼睛在我
的肩头狠狠的掐了一把，委屈得快哭
了。
我止住了笑，其实是越往后读越
笑不起来。从“我叫某某，某年某月
某日生于某地，兄弟姐妹八个，小时
候为了让我们吃饱饭，父母把腰都磨
弯了……”开始，在简单介绍了自己
的背景后，大多篇幅都在写我们恋爱
和组成家庭后的生活。她专门写到了
我上了中专以后，她辍学在家，除了
帮助家里干农活，就是靠到很远的地
方买竹子扛回家来编织背篓。上个世
纪的九十年代，钱特别不好挣，一个
背篓卖五元，编织得不好的还卖不了
那么多，顶多四块五，除去成本，也
就净赚二三元钱，由于刚学编织背篓，
一天加班加点也只能编一个。好不容
易存了 20 元私房钱，有一次我放假
回家，她就偷偷来我家把这钱给了我。
晚上送她回家的时候下起了大雨，这
20 元钱就在这大雨中送她回家的路上

弄丢了。我们顺着村里的那条路找了
不知多少遍，可是这些零零碎碎的钞
票，早不知被大雨冲到了哪块水田里
的某个黑暗角落，我心痛得直跳，她
伤心得直哭。
中专毕业的那年，我们就结了婚。
没有彩礼，大哥送了一台康佳彩电，
她家几个哥哥凑钱买了一台“野狼”
牌影碟机送我们，定制的几件简单的
家具共计 1680 元。除了父母的资助，
妻子养猪赚下的 800 多元全部用上，
从此我们过上了幸福平淡的生活。不
巧的是我在“待分配”的过程中出了
点事，从此国家的“铁饭碗” 失之交
臂。我当时有些消沉，常常借酒麻醉，
好在妻子的理解和包容，渐渐地也淡
了。
“自传”中，她把那段岁月称为“最
苦的日子”。有“最苦的日子”就有“最
甜的日子”，渐渐地，在我们的辛苦
努力下，当时 30 平米的结婚新房变
成了现在的两栋小楼，妻爱种花种草，
去年又花了两万多元从我的一个堂叔

手里买下了一小块空地，修整成一个
小院种了花草。花开时节，满院芬芳。
加之现在我也有了工作，收入虽微薄，
但稳定，她也进城边打工边照顾孩子
们读书，现在的岁月，她在“自传”
里称为“最甜的日子”。
“自传”密密麻麻写了近 30 页，
字迹工整，显然是经过誊写过的，虽
然错别字多，病句不少，不过，字里
行间流淌出来的都是对这个贫困家庭
的热爱。
于是我问她为什么想到写自传，
她说她自己好歹也是初中毕业，可是，
长年累月的农活，好多字现在都不会
写了。加之儿女们都在读书，我偶尔
也在写写画画，她怕她在我们都变成
了“文化人”之后，自己却变成了一
个地地道道的文盲，她不喜欢 QQ，
不玩微信，无聊了就会回忆往事，于
是就写起“自传”来了。我很惭愧，
真的，我不得不对自己残酷评价：我
写写画画，为的可能是赚取两包烟钱，

一不小心还可以兼赚三分虚荣，顺便
可能还会博得一声喝彩。可是，我可
怜的妻，提笔写字的动机却是那么单
纯。
“等儿女们大学毕业了，回老家
去，种两块地，喂一头猪，和老公一起，
慢慢变老。”这是妻子自传的最后一
句话，读罢，剩下的，只有感慨掺杂
着些许心酸。
是啊，我哪里还敢去嘲笑她的幼
稚，我哪里还忍心去调侃她的矫情。
一个曾经对生活消沉泄气、怨天尤人，
一个偶尔还在抱怨命运的人，真的没
有资格对一种积极向上的、乐观浪漫
的生活精神指指点点，品头论足。我
能做的，就是再努力些，为她的“等
儿女们大学毕业了，回老家去，种两
块地，喂一头猪，和老公一起，慢慢
变老”这句话，标上一个圆满句点。

我坐在古老的蜂王屯下

文 / 郭府祥
的东西：春天的茅针、黄豆般大的野
生樱桃，夏日的白泡、地瓜，秋季的
苦桃、八月瓜……冬季嘛，就用细木
棍折断成筷子在田边地角的火灰里刨
蹦蹦跳跳的玉米花……
每天的集体劳动村民得按时到达
目的地，有时赶急，父亲根本不允许
我碎步慢行，就索性将我骑起“马马
肩”。
所谓骑“马马肩”，就是把小孩
放在大人肩上，让小孩两腿分开骑在
大人脖子上，双手抱着大人的头，有
骑马的意思，因骑在人肩上，故而得
名。
五岁那年秋天，父亲送我去八公
里外的外婆家。刚开始，我尽可能自
己行走，虽双脚快步迈向前。但很长

的时间才翻过村子后面的土地丫，路
程才走三分之一。时间观念强的父亲
很着急，便对我说：“孩子，来‘骑
马马肩’！”他立马将我举过头顶，
我将两腿叉开，骑在他的双肩上，再
用手尽力抱着他的额头。走了一段路，
发现自己的手心湿润。我偏着脑袋看
他的脸，原来他的额头及脸上挂满了
汗珠，原来弄湿我手心是父亲的汗水。
那时虽然年幼，但我还知道心疼父亲。
“爸，歇歇气吧！”“不，抓紧时间
赶路，我好转回家割谷子！”父亲不
但没有停歇，反而加快了脚步……由
于父亲走得很快，我自然也在他的肩
上摇摇晃晃。我怕自己摔跤，总是使
劲地抓住他的头发。每次晃荡之后，
我总能听见他的声音：“抱紧我的头，

我坐在古老的蜂王屯下
听清风揽腰，穿越
上官千年的苍凉
高高的九岔地顶
同盟会的枪炮响彻山岗
我坐在古老的蜂王屯下
数星辰浩海
听南绍万年的哀肠
耸起的沙屯、绝壁的门窗
深邃的懒龙河底
你打碎了夕阳
揉碎了月光
我坐在古老的蜂王屯下
嗅气蒸云梦，是谁
在群山间种下一滴泪
醉了相思，美了故乡
那月下的湖水
倒影里全是她的模样

父亲的“马马肩”
我的家乡座落在北盘江支流月亮
河畔的半山腰上，步入其中，芳草萋
萋，鸟语花香。儿时，记忆中通往邻
村旁寨或种庄稼之地的路总是崎岖不
平，连接山外的路也是弯弯曲曲的羊
肠小道。村民们每每走亲访友或下地
劳动均靠“玩”自己的“11 号车”。
人民公社时期，父母一边参加集
体劳动，抢足够多的工分从而保证秋
后多分粮食，一边花精力养育我们几
兄妹。
垂髫之年，父亲担心我呆在家里
玩火或戏水惹“祸”，于是在夏季的
“双抢”和秋收时节送我到外婆家寄
养，余下的时间就成为父亲的“跟屁
虫”。记忆犹新的是我每天陪同他下
地劳动，还可在山上寻觅到原汁原味

欧阳希

抱紧我的头！”。
物质匮乏年代，随父母赶场成了
我童年时代的奢求。每到郎岱古镇赶
场日，总希望父亲带我去一起去，一
是可买点糖食果饼之类解馋，二则能
买些泥土烧制的玩具满足童心。父亲
利用每月一次带着我去赶场顺便理发
的机会满足愿望。因此，每当带我赶
场时，他就选择用背箩装干辣椒去卖，
这样便于让我骑“马马肩”。有时集
市旁设置的青石镶边泥土填方的舞台
上有文艺宣传队演出，年幼的我虽不
懂或跳或说或唱的内涵是什么，但骑
在父亲的肩上“高人一等”地大饱眼
福，尽情地欣赏演员的风采。
光阴荏苒。那个经常在父亲肩上
骑着“马马肩”的我，也在 34 年前

做了父亲。顽皮的儿子也常常爬上我
的肩膀骑“马马肩”，任凭道路崎岖，
再苦再累如当年父亲让我骑“马马肩”
一样踏实迈步前行。
改革开放 40 余年，特别是党和国
家实施脱贫攻坚战略以来，家乡的道
路已实现硬化了的组组通，户户连，
走出山外也有安装安全护栏的通村公
路。村民带孩子出门不再骑“马马肩”，
代替的是现代化的交通工具。
而今，迁居城里的我已晋升到爷
爷级别。周末带孙子去公园玩耍，有
时不坐公交车或不打的，常常兴致勃
勃让其骑“马马肩”，一路的行走，
一路的爷孙交流中再次念想当年父亲
肩上托起我的童年和梦想，感悟当年
传递的温暖与幸福！

赊学费……”我透过窗缝，看到父亲
恭恭敬敬地坐着，像小学生做错事一
样低着头，不断地恳求校长，而校长
就像是父亲的老师一样不苟言笑。瞬
间，我万分难过，眼泪满眶。我不忍
再听下去，悄悄地逃离了学校。
没想到父亲为了我们这么委屈自
己，在坎坷的生活面前从不低头的他
却为孩子们低下了头，我觉得父亲好
伟大好伟大！
都说父爱如山，那时候我觉得父
亲真像一座大山，他孤言寡语，默默
地承受着生活的重担和压力，但毫无
怨言！但我觉得父亲更像一棵高大的
松树，在坎坷的磨难下挺立着，不到
四十岁，父亲就秃头了，脸上布满了

风霜的痕迹。但不管生活如何重压，
不管经历多少困难失败，他始终像高
大的青松为我们遮风挡雨遮阳保暖；
任霜欺雪虐，为我们树立了高大的榜
样。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啊！父
亲努力用他的双膀托起了几个幼弱的
雏鹰。如今，我们都已长大成人，能
振奋双翼、翱翔长空了！
然而父亲高大的躯干毕竟渐渐地
弯曲下去，我站在门口，思绪万千，
心潮澎湃……必须常回家多陪陪老父
亲啊！

我坐在古老的蜂王屯下
看带血的残阳，照出
我原本的模样
我本山村儿郎
也在舜卿湖畔，遥望
那一缕儿时的曙光

有父如松
文 / 林楚荣
前些天，我利用休假时间风尘仆
仆地赶往家乡。家乡的四周被大山包
围着，山上长满了一棵棵郁郁葱葱的
松树，笔直参天，巍然挺拔。
已经一个学期多没见过父亲了，
但我没有告诉父亲我回来了，我想给
父亲一个惊喜。一直以来，父亲在我
心目中如同一棵高大的松树一样，巍
巍矗立着。
小时候，我生活在农村。那时候，
家里仅靠父母勤劳的双手种田的收入
来维持，经济比较困难。
勤劳的父母亲每天起早摸黑地劳
动。他们除了种好村里分的田地，还
到大山里开荒多种植农作物以增加收
入，但我家孩子多，日子还是过得紧

地

巴巴的。
父亲还跟别人合作做柴草生意
（那时候没有天然气，家庭煮饭做菜
等都用柴草），承包荔枝园等等。由
于运气不好，父亲做过的生意大都亏
本了，比如，做柴草生意遇上长期下
雨，柴草烂掉了；荔枝成熟时也遇上
连绵阴雨，果实生虫了，又不能喷药，
都掉到地上了……这对原本经济紧张
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母亲有时候会
埋怨几句，但父亲从来不反驳母亲，
也不说话。
有好多年到了我们几个孩子交学
费的时间，父亲还是没办法拿出学费
钱来。我们几个兄弟姐妹都不懂事，
总是急切地央求父亲去交学费。父亲

抽着自家种的晒干后卷成的土烟叶，
从不骂我们，也不说话。
开学的前一天，父亲就悄悄地去
了学校。我偷偷地跟在父亲后面，只
见父亲进了校长的房间。我躲在窗边，
听见父亲恳求校长说：“林校长，家
里实在拿不出钱来交学费，能不能先
赊着，让孩子们先来读书，过一段时
间我再想办法交还学校？”校长说：
“林兄，没办法啊，村里这么多家庭
都很困难，孩子也不少。我若答应你，
其他人都要跟着来赊学费，那我怎么
向上级交差？”父亲说：“校长，我
亲戚邻居都借过了，可是还是借不到
学费，你就帮帮忙嘛，我保证一个月
后交还，我保证一定不跟别人说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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