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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
王大伟

无非是跋山涉水的回到

将要埋葬的地方

以体温铺陈

用方言和表情，点缀
迁徙的决心和方式

寻见故乡无疑是幸运的

如同那些把回忆填满的空虚

也会安抚走失的路人

别再涂鸦启程前的面孔了

乡音不再，何况是牧童
竹笛和黄牛丢失在云里

我在水塘边捞一朵，塑成那
满嘴胡茬的稻草人

摆渡岁月
胡晓延

仲春的焦赛湖，清澈湛蓝，犹如天
神的眼睛，美得让人沉醉。 湖岸边，又
似天使不轻意间打翻了调色板， 将田
野、山丘、农庄泼染得五彩缤纷。只是，
昔日湖面上， 那叶风里雨里往来穿梭
的扁舟，从水乡深处走来，却消失在现
代文明时光里。

在焦赛湖东岸， 座落着历史悠久
的古镇———赛口镇。 儿时的赛口镇，
粮站、医院、学校、轧花厂、布匹店、油
条店……但凡与民生休戚相关的物
什， 小镇上应有尽有。 那光滑可鉴的
青石板铺成的老街， 不知疲倦地与过
往行人诉说着昔日的繁华， 斜阳拉长
的身影， 印入经年不变的水墨画中。
那时的赛口镇， 是望江县的一个行政
区，将高士、武昌、毛安、大河、新坝五
六个人民公社被揽入怀中。 行船逆江
而上， 可直抵山城重庆， 抑或顺水而
下， 可达辽阔的大海。 这在陆路交通
极不发达的年代， 说她是仅次于县城
又一个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一点也
不为过。

那时，从西岸雪山小村去镇上，中
间隔着宽阔的焦赛湖， 从南北两端绕
道，得花上一天的工夫。在湖岸黄新屋
设置简易码头，直线到达东岸，便利两
岸百姓走亲访友、 商贾贸易和采购农
副产品的庄稼人，真是一个周全之策，
也是东西两岸百姓往来的不二选择。

记忆中， 摆渡人是故乡雪山大队
一对中年夫妇，丈夫姓黄，妻子姓周，
划着的木船， 是从父辈那儿传承下来
的，虽然风吹雨淋，浪高水阔，但在大
集体挣工分的年代， 摆渡算得上是一
份受人尊重的体面劳动。 夫妇俩听从
大队的安排，凡是雪山大队 12 个生产
队的社员，乘船暂可不必交过渡费，集
中攒到年终岁尾，以户为单元，让夫妇
俩挨家挨户收取五毛钱的包干费，后
来涨到一元、 两元……一个大队数百
户人家，积少成多，在那个一个工分才
三四毛钱的岁月， 几百元钱算得上是
一笔巨款。还有周边大队的过渡乘客，
包干和付现的也有不少。

夫妇俩划着的木船，头扁身宽，顺
着船仓摆放的两条长凳， 让乘客分两
边依次落坐， 载重量均衡了， 船行稳
当， 可避大风大浪带来的风险。 夫妇
俩轮流换班上船， 前桨交由身强力壮
的客人划桨，推动渡船缓缓前行；后桨
掌控着行船方向， 则要牢牢地握在自
己手心， 维系一船人的安危。 风起云
涌之时，船只顶风而上，冲过浪尖，且
行且进，方能靠上对岸的码头；风平浪

静，可直抵对岸，个中技巧，大有讲究。
平日里约摸一个多钟头， 输送一批客
人上岸，待对岸的乘客坐满船仓，再次
起锚折返始发地。 周而复始， 循环往
复，枯燥单调，好在读书不多的庄稼人
中，也不乏搞笑的“段子手”，冷不丁幽
默一回，引得船仓里笑声连连。

那时庄户人家睡的早起的也早，
遇个事儿需上赛口镇操办的， 鸡鸣起
床那是常有的事。 临窗船老板长船老
板短地叫醒夫妇俩， 盼着早些开船送
去镇上。 虽然天还没有光亮， 夫妇俩
经年累月飘泊在湖面上， 难免有些懈
怠，但还会顾及乡里乡亲的面子，早起
开船。 大多时候到点了， 集满了一船
的乘客， 渡船这才披着薄薄的晨雾跚
跚启锚。

记忆中，我刚上小学那年，因身体
不适，忙碌的父亲停下手中的农活，带
着我乘船来到镇上医院看病， 已近中
午时分，渡船靠岸，街头仍熙熙攘攘，
叫卖声不断。 父亲拉着我驻足水果摊
前，顺手拿起一个硕大的红彤彤果子，
问我想不想吃？ 从没见过如此通红的
果子， 也叫不上啥名？ 更不知道是啥
滋味？ 我只是本能地点点头， 父亲就
买下了，随手在身上擦了擦，交到我的
手上，示意我可以吃了。

谁知，看是诱人，实则酸掉下巴的
果子， 与山村里熟透了的毛桃和山梨
甜甜的味道， 还真没法比了。 我咬了
一口，难以下咽，又不舍得扔掉，毕竟
那是父亲花钱买来的。 就这样， 我一
路手捏红果，走街串巷，就医看病，直
到太阳西斜， 果子硬是被我带回了山
村。 后来，才知道它的中文名叫“西红
柿”，学名叫“番茄”，原自海外的“舶来

品”，也足见那时物资的匮乏和乡村的
闭塞。

乘船过渡变得频繁， 是大姐嫁到
了漳湖后的事儿了。 漳湖原是长江北
岸的一片滩涂湿地， 修筑了长江同马
大堤后，阻断了江水侵入，漳湖便成了
可以耕种的圩区。 那时大伙儿管迁入
地漳湖，称之为“前方”，迁出地则称之
为“后方”。 姐夫一家是从焦赛湖畔一
个叫红旗的村庄搬迁过去的。

大姐的远嫁， 成了母亲不舍的牵
挂， 她一次次颠跛着小脚跑到焦赛湖
岸边，远眺大姐生活的东方，巴望着大
姐的身影出现在渡口。 从太阳偏西静
候到夜幕四合， 母亲在渡口边将自己
站成了一尊雕像。 日子长了， 大姐生
儿育女，与公婆分了家，抑或是被繁重
的农活和孩子的牵扯， 她如一粒蒲公
英种子， 飘落在漳湖圩区这片贫脊的
土地上，顽强地扎下了根。

每年夏日， 渡船上方无遮挡的船
棚，船舱内闷热异常，我们这些半大的
少年，干脆从船上跃入水中，与渡船击
水同行， 船老板也会自觉地放慢划船
的速度，和着我们同行的节奏，累了喊
我们快些上船， 免得生出事端。 多年
后，每当我在军营武装泅渡训练时，不
由得想起当年顽劣时的情景， 心生对
摆渡夫妇的感激之情，是他们的宽容，
才使得我提早练就了敢于搏击风浪的
好水性。

18 岁那年深秋，当我穿上肥大的
军装，再次踏上焦赛湖那叶扁舟，告别
故土，远赴南国营盘时，面对故乡，面
对扁舟， 我深深地弯下腰去， 深情鞠
躬，然后转过身来，迈开大步，走向山
外的世界。

四月桐花复又开
侯兴锋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 梧桐是一个
宽泛的概念，主要包括梧桐（青桐）与
泡桐（白桐）两种。 但在清明时节应时
而开的桐花，主要是泡桐花，而非梧桐
花。 梧桐夏天开花，花小，淡黄绿色，
并不显目；泡桐春天开花，花形大，紫、
白两色。

小时候在乡下，房前屋后，路边河
岸，到处都生长着挺立高耸的泡桐树。
那时，每到植树节前后，父亲总要把育
好的泡桐树苗见缝插针地移栽到我家
的每一块地头。 我问父亲：“为啥大家
都喜欢栽泡桐树呢？ ”父亲解释说，泡
桐生长非常快， 十几年树龄的泡桐要
比同龄杨树粗一倍， 而且木材材质轻
软， 容易加工， 是一种见效最快的树
种。 我“哦”了一声，明白了父亲所说
的意思， 也就是泡桐树可以快速地长
大成材能卖钱。

父亲的“实用论”并没有使我多感
兴趣，因为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大
人们会斤斤计较地盘算着每一分钱的
用途， 断不肯轻易地给小孩子零花钱
的。 我最感兴趣的当数清明过后，桐
花遍开的时候。 朵朵桐花如同一个个
小喇叭挂在枝头， 似乎在吹奏着欢快

的乐曲， 又如一串串紫色的风铃在春
风里唱着动听的歌谣。 远远望去，只
见一树树的桐花， 白中带粉， 粉中带
紫，粉白或淡紫，一团团，一簇簇，似烂
漫云霞，香气浓郁，耀人眼花。

我们这些精力旺盛的小孩子
们在树下，跑着，跳着，抢着去捡泡桐
花，积攒多了，揪下绿色的根部，然后
用针线串成一条蛇的样子，用来吓唬
人。 那时候，哪个小伙伴能够拥有一
条很长的“桐花蛇”，是一件很令人羡
慕的事情。 因为大人们都忙着干地里
的活， 谁能顾得上做这种 “小玩意”
呢？ 而用针线串泡桐花，对于小孩子
而言可不太容易，一不小心就会被针
扎了手。

小伙伴中手最巧的是一个叫虹的
女孩子， 比我大一岁， 住在我家的东
边，中间只隔着两户邻居，很近，走不
了几步就到。 她总能很轻巧地使用针
线串成一条条 “桐花蛇” 分给小伙伴
们，然后故意不给我，至于原因，就是
一次我不小心把鼻涕抹在了她的麻花
辫上。 得不到一条“桐花蛇”，让我沮
丧不已， 没有办法， 只好反复地央求
虹。 虹一开始绷着脸， 但在我的一再

恳求下，还是心软了下来。 最后，她答
应是答应了，只不过对我的惩罚是：喊
一百次“好姐姐”。

终于，我拥有了一条长长的“桐花
蛇”，我把它挂在脖子上，绕了好几圈，
吃饭睡觉都不舍得取下。 几天后，“桐
花蛇”破成了一根线，我去找虹，她立
即又去捡拾了不少的桐花， 为我重新
串了一条。 我能感觉到， 在不停歇地
喊了她一百遍“好姐姐”之后，她对我
的态度彻底变了，感觉她看我的目光，
很亲切， 很柔和， 就像是真的姐姐一
样。

以后的每年清明时节， 虹都会特
意为我串起一条条的“桐花蛇”，直到
十五岁那年。 那一年，我读初二，而虹
却辍学了。 虹的父母是做牛皮粗加工
生意的， 因为买到的一批牛皮在运输
中毁坏， 虹家里的生意破产， 债台高
筑，心灰意冷之下，虹的父亲便卖掉了
家里的房子，全家去了外地打工，从此
杳无音讯，再也没有回来过。

如今，许多年过去了，我早已不玩
“桐花蛇”，每到清明时节，我却总是想
起十五岁以前的时光， 想着扎着麻花
辫的虹。

乡村笔记

耕耘之美
钱续坤

当季节的指示从布谷的口中响亮
地吐出， 乡下的人们便有了繁忙和农
事；而所有的农事，首先是从一声吆喝
开始的。 沉寂了整个冬季的田野，为
此打了一个激灵； 唯有律动的泥土欣
喜异常，因为它知道———锃亮的犁铧，
马上就要洞穿大地的心事， 让这个春
天更加富有生机， 让沉甸甸的收获最
终成为一种可能。

鸡叫头遍，父亲的血液就开始突
突地奔流。 一夜兴奋得几乎没有合眼
的他，鲤鱼打挺般从床上一骨碌爬了
起来，利索地穿好衣服 ，高高地卷起
裤腿，然后就着朦胧的月光与零碎的
星光， 向卧室右边的柴房直奔过去，
那里有他早就准备好的蓑衣、 斗笠、
牛鞭、辔头、横轭等。 显然，父亲的心
情极其愉悦，口中甚至吹起了一曲欢
快的口哨———这口哨在乡村的黎明
显得特别地清新，特别地悠扬。 我知
道父亲的心思， 因为在这个季节，他
终于可以扬眉吐气地与 “喝了点墨
水”的儿子一样，以大地为纸，以犁铧
为笔，在大地的版图上书写属于自己
的“诗作”。

拴在牛栏里的牯牛，经过一个冬
天能量的积蓄，现在已经是膘肥体壮
了。 它听到父亲的脚步声，仿佛听到
号令似的，自觉地蜷起前腿 ，努力地
撑起后腿， 很快就从地上站了起来。
可它宽大的嘴巴一直都在反刍着，唇
边白色的唾液恰如其分应合了一个
成语———津津有味。 父亲走上前去，
轻轻地拍了拍牯牛的屁股，摸了摸牯
牛的头部，一声响嚏从牛鼻中呼啸而
出，算是心灵感应吧 ，牯牛明白自己
的使命，已经像惊蛰的响雷那样准点

赶来。
晨光熹微， 寒露晶莹。 父亲将一

切工作准备就绪，然后左手扶稳犁把，
右手的牛鞭向空中“啪”地一甩，高喊
一声“嗨———呵———”，牯牛于是撒开
脚丫， 在满是红花草的水田中奔走起
来。 虽说春天的脚步早已来临， 但是
黝黑的泥土还是比较刺骨， 赤着双脚
的父亲跟在牯牛的后面， 最初的时候
显然非常吃力。 沿着水田的四周犁上
两三个来回， 父亲的身上开始冒热气
了，额头上也渗出了细细的汗珠；与之
相对应，父亲的步伐明显加快起来，口
中发出的指令铿锵而且有力。

倒是那时还不知稼穑的我，站在
田埂上好奇地观望着 ，于是 ，父亲高
举牛鞭的剪影，一帧又一帧地定格在
记忆的胶片上。 最有趣的，还是欣赏
觅食的白鹭和八哥，它们成群结队地
振翅在犁铧的后面，寻找翻耕过来的
泥土中，是否有蠕动的蚯蚓和蛰伏的
泥鳅。 后来，我曾将这种人与自然和
谐相处的画面，命名为 《牛耕鹭飞春
意浓》， 乐得忘记疲倦的父亲逢人便
说 ： “咱喝了墨水的儿子就是不一
般！ ”

如今， 传统的耕耘方式早已被全
程机械化所替代，“陂田绕郭白水满，
戴胜谷谷催春耕”的场景恐也难觅，但
是， 我的目光一直在回望故园里牛蹄
所踩出的花瓣， 始终在精读田野中犁
耖所预示的希望———那是不辍劳作的
艰辛，那是一往无前的毅力，那是忍辱
负重的精神！ 更何况耕耘自古以来就
被上升到了哲理的层面，“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在所有的劳作方式中，还
有比这更富意蕴，更加美妙的吗？

这边风景

母亲的春茶
王永清

前天收到母亲从乡下捎来的新
茶。 拈一撮放入玻璃杯中， 缓缓地将
沸水冲下，茶叶在杯中沉浮、舒展，亭
亭玉立。 汤色嫩绿明亮清澈，抿一口，
鲜爽甘香，沁人心脾。

清明过后没几天， 就收到母亲寄
的新茶， 这该是明前茶了。 明前茶堪
称“茶中美人”，茶树经过一个冬的休
养生息， 此时萌生的新芽质好， 茶气
足，色翠香幽，所含微量元素和营养成
分达到最高，为一年中品质最佳。

由于清明前气温普遍较低， 茶树
发芽数量有限， 能达到采摘标准的茶
叶很少，所以又有“明前茶，贵如金”之
说。 诗人李郢在《茶山贡焙歌》中感慨
道：“春风三月贡茶时, 尽逐红笙到山
里”北宋诗人林逋在《烹北苑茶有怀》
诗中把春茶誉之为“世间绝品”。

俗话说：“雨前雨后采茶忙， 嫩绿
新抽一寸香”。 记得每年的春三月，
母亲都要去山里采茶。 天刚蒙蒙亮，
母亲就腰系茶篓，头戴斗笠，踏着清晨
的露水， 行走在去茶山的路上。 山里
空气湿润清新， 茶树长年经云雾的浸
润，茁壮青翠，叶片特别鲜灵、厚实，老
远就能嗅到弥散出的清香。

到了茶山，母亲顾不上休息，就开
始采茶。采茶要做到心静、手灵、眼准、

脚勤。 只见母亲双手不闲， 合拢拇指
食指，弯成鹤嘴状，蜻蜓点水一样，轻
轻向上一提， 一茎茎清新翠绿的嫩芽
就齐刷刷地从树上坠落。 很快， 竹篓
里就铺了一层嫩绿匀称的新芽。

白天采的茶芽， 当天晚上就要制
成茶叶，这样才能保证茶叶的新鲜度。
母亲先将茶叶放入锅里翻炒 “杀青”，
等到叶芽变软，叶色变暗，就可以盛出
搓揉了。揉捻的作用是让茶叶“出汁”，
并且让叶片卷曲成条。 最后， 母亲将
揉好的茶芽散开，铺放到锅里，用余热
慢慢烘干。 母亲炒的春茶完整、 色泽
黄绿，茶香清新，是现代器械无法比拟
的。

炒好了茶叶，我总是先品为快，一
杯在手，茶叶在水中载沉载浮，一朵朵
玲珑剔透，像潭中藻荇，如幽兰绽开，
汤色嫩绿澄清， 温润如玉。 慢慢品一
口，任茶汤在舌头上循环滚动，丝丝甘
甜，缕缕馨香，回味无穷，真有“细啜襟
灵爽，微吟齿颊香”的感觉。

“滋荣冬茹温常早，润泽春茶味更
真。 ”春天来了，从一杯春茶开始。 宁
静的夜里，品着母亲寄来的新茶，看着
书，书香与茶香交替成趣，所有的烦躁
与喧嚣都化作了烟云， 一份淡定和从
容，在这美好春光里轻轻弥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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