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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三到四月份，就可以赏
油菜花了。

在重庆，最好的赏油菜花的地
方，是潼南的崇龛。

说油菜花前，先说一个人。这个
人是个寿星，名叫陈抟。传说活了
118岁；而且，陈抟还是中国道教的重
要人物，太极图的创始人。他思想深
邃，建树颇多，在唐末宋初以至后来，
影响都很大。他的故乡，就在潼南崇
龛镇。所以崇龛也算是长寿之乡，有
陈抟老祖的铜像，和陈抟山观景台。
观什么景？观油菜花景。为了体现
陈抟故里特色，你看到的最为醒目的
花景，是由油菜花和麦苗构成的巨大
的太极图案。

我偏爱油菜花。而且我估计，偏
爱油菜花的人，不在少数。不然，何
以每到四月，油菜地的田间小路上，
一团一团的，摩肩接踵的，全是人。
简直比在花间采蜜的蜜蜂还多。春
天，你走在郊外，最明亮的地方，就是
开着油菜花的地方。一道山梁，一湾
河水，一片平原，只要有了一块或几
块油菜地，就好像那里化了妆、戴了
金色环珮似的，顿时光彩照人了。那
种明快亮丽，让所有的人都心情大
好。这是其他任何一种花所不能比
拟的。所以油菜花是一种青春之花，
无忧之花，大胆热烈之花。不知别人
什么感觉，反正我觉得，油菜花灰绿
的茎杆和金黄色花朵的搭配，是天底
下最为率真的搭配，真是好看得要
死。

如果一般地看看油菜花，随便去
到到哪个乡村，就看了。到处都是。
但是，如果要够得上一个“赏”字，还
是得到连片成海的地方。视野要足
够开阔。这样才能产生视觉冲击力，
才能受到强烈的震撼。就像看大
片。所以，要去崇龛。三万多亩油菜

花，一马平川尽在眼底。灰绿的海洋
上，是欢乐而耀眼的金色浪花。花的
浓香扑鼻而来，醺醺如醉酒，就算酥
软在地，也是正常。还有蜜蜂。它们
早就醉了，嗡嗡乱飞。冲高，打旋，然
后昏迷在花蕊上，兴奋得一塌糊涂。
还有女人。她们穿了一生中最好看
的衣裙，花枝招展，在花间袅袅婷婷
地走。摆谱照相。没来由地笑成一
团，粗腰细腰，全都弯下去。菜花缤
纷落下，弄得一头一脸的金子。

在这一切之后，现在我来告诉
你，在崇龛，什么才是最舒服、或者最
文艺范的赏花。不是在观景台上看
太极图。也不是在花间照相。那只
是例行公事，到此一游。那种一览无
余、双目尽黄的看花，最初的震撼之
后，紧接着就会感到单调和乏味。缺
乏更细致深切、曲尽其妙的个体体
验。因为你还没有看到花的婉约神
韵。这个时候，你就得上船了。这才
是崇龛的特色看花方式。说到底，油
菜的种植规模并不是决定因素。只
要有兴趣，你能把全国所有的荒地，
全都种上油菜，让天底下长满黄金。
可是这有什么美感？土豪而已。

现在，你坐着篷船，沿水平如镜
的琼江慢慢滑行。面前一杯清茶，身
边几个朋友。蓝天白云在上，菜花倒
影在下。女人欢笑在左，半空花香在
右。花田随河岸曲折，花魂任涟漪揉
碎。这种时候，借了一江清水，你才
能真正领略到油菜花的神韵：纤弱、
婀娜、羞怯，随风摇摆且顾影自怜，种
种女儿态尽显出来，跟其它的花儿
比，本质完全一样。人家到底是花
儿，纵然参了军，列阵让你检阅，但那
也是英姿飒爽的女兵，绝不能轻慢视
之。

不多说了，趁了春天，赶紧去崇
龛赏油菜花吧。

在崇龛，请你坐船赏花
⦾蒋春光

大江大河是一首诗，朝暮间容万千气
象；大江大河也是一道坎，万里滔滔漂浮
着太多期待和盼望。从船到桥的实现，似
乎很长，似乎是弹指一挥间。

比如，我的家乡万州，浩浩荡荡的长
江横亘在太白岩和毡帽山之间，形成了一
道天然屏障。太白岩山下即是县城，对岸
毡帽山脚下的陈家坝便是郊区了。318
国道穿城而过，远通西藏、成都、重庆、上
海，但是汽车嚣张地卷起滚滚尘土到了江
岸却望江兴叹，无论是北上还是南下，只
得在车渡码头乖乖熄火排几公里的长队
等着“乘”坐汽车渡轮过江。两岸的百姓
更不用说了，无论进城出城，不可能泅渡
过江，要么搭乘本就不多的班车通过渡轮
过江，要么步行到渡轮码头乘坐两层小火
轮过江。更远一点的两岸百姓要想过江
就没有选择了，只得乘坐特有的“过河
船”。

过河船是小机驳船，船身也就五六米
长、两米宽而已，在宽阔的江面犹如一片
零落的树叶。船上船长、舵手、水手集于

一人，配置一台小马力的柴油发动机，开
动起来“突、突、突”的声音震耳欲聋，行船
却慢如蜗牛，真是雷声大雨点小。即便是
长江风平浪静的时候，那自然奔流的长江
水让过河船也如醉酒一般摇摇晃晃。

那时的寒暑假，我经常从明镜滩码头
坐过河船到沱口码头去三姑家玩耍。所
谓的码头其实也就是江岸边的一片乱石
滩而已，只因没有江岸悬崖而方便过往的
小客船、小货船短暂停靠，便建成了一个
简易的“码头”。等候过河船的时候苦不
堪言，夏天头顶的烈日可以将身上曝晒出
一桶油，冬天江风如刀片划过脸颊钻心地
疼。

长江作为黄金水道，总有西上重庆、
东下武汉上海的三、四层船舱大客船或者
大型货轮经过，高高的船头犁出巨大的波
浪。恰巧渡江的过河船简直就像在滔天
巨浪里翻滚，翻到浪尖上的时候，浪花就
调皮地直接翻进了船舱里，船就好像马上
要倾覆一般。乘客的心快蹦到嗓子眼，双
手紧紧攥住栏杆。胆小的女生连眼睛都

不敢睁开，“吱吱吱”地尖叫，全然一副听
天由命的样子。

1997 年，万县长江大桥建成，是长江
上第一座单孔跨江公路大桥，也是当时世
界上同类型跨度最大的拱桥。通车仪式
那天人山人海，汽车反而上不了桥。从
此，两岸百姓交通往来便利很多。后来，
随着三峡工程竣工，万州长江水域已成平
湖，波平如镜，过河船结束了在浪尖上翻
滚的日子。再后来，万州已建成重庆市第
二大城市，城区不断扩容，两岸皆成城，过
江铁路大桥、长江二桥相继建成，桥桥横
跨……

前几天，我驾车从牌楼经过，又一座
跨江大桥已具雏形，这是万州的第五座长
江大桥。天堑变通途，长江上五座跨江大
桥，串连起了新建成的五桥片区、北山片
区和江南新区等新的城区，两岸居民交通
往来，无论从哪座大桥过江，用老百姓的
话来说，也就是分分钟的事情。过去的库
区县城，因为跨江大桥的建成，如今以一
种崭新的姿态矗立在长江之滨。

江河之上 ⦾项德林

坊间说，周游世界，最幸福的美食还是
在中国吃中国菜。中国菜融入传统文化，博
大精深，中国的菜单更是让人回味。

四川的麻婆豆腐、回锅肉，东北的猪肉
炖粉条、小鸡炖蘑菇，天津的狗不理包
子……这些传统美食总是让人想起过多的
岁月，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今吃上饱
饭的中国又开始引领世界美食。过去走进
餐馆是吃不上什么，现在走进餐馆是不知道
吃什么。

面对服务员捧出的书一般的菜单，实在
不能从容地圈点，便向往那些新奇的菜肴。
店家很懂，总会挖空心思营构一些含意隽
永、形象生动的菜名吸引你的眼球，让你“未
见其物，先醉其味”，给你无穷的遐想和回
味，使得大家在品尝食物美味时也品尝了菜
单上的幸福中国。

车过贵州凯里，在乡下路边餐馆中见到
一稀奇古怪的菜名：“爆炒野鬼”，很是诱人，
大家圈定此菜。结果上来的却是炒野兔。
询问店家个中缘由，原来当初请一个老者写
菜名，结果这老者文化不高，将“爆炒野兔”
写成“爆炒野鬼”。没想到这一错还吸引了
不少人，从此竟成为凯里一道诱人的独具地

方特色的名菜。
像这种带有浓厚故事或传说的名菜还

真不少。如云南风味小吃“过桥米线”，讲述
的是一妻子为丈夫读书送饭时偶然的发现所
得。福建聚春园饭店名菜“佛跳墙”叙说的是

“坛启荤香惊四邻，佛舍经书跳墙来”的动人
传说。苏州城内因肉烂骨酥而闻名的名菜

“苏锡肉骨头”，嬉笑的是癫和尚济公的“创
造”……

更为开世界玩笑的是因为语言翻译上
的国情差异，很多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传统名
菜，让外国记者一翻译，显得妙趣横生，把外
国人的味觉吊得屁颠屁颠的。“夫妻肺片”说
成“丈夫和妻子的肺切片”，“红烧狮子头”说
成“火烤狮子的头”，“麻婆豆腐”干脆直译为

“满脸麻子的老太婆的豆腐”……其实从翻
译的角度国人对这些中国名菜有着统一规
范的翻译，但这些中餐馆菜单上就故意用稀
奇古怪的英文直译法以它美丽的错误让世
界再度神往中国，美妙极了！

在幸福的菜单上，平常的青菜萝卜豆腐
也让大家赋予其诗情画意。去饭馆吃饭，菜
单上有道菜叫“猛龙过江”，于是点了一道，
结果盘子端上来一看——一碗清汤，上面漂

着一棵葱。点“母子相会”，上来一看，居然
是黄豆炒黄豆芽。换一个！好！一盘鸡肉，
边上搁了八瓣鸡蛋。依然是母子相会。那
个著名的“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结果是
海带炖猪蹄。“罗纳尔多”就是红萝卜炒猪耳
朵，再搁上点儿辣椒。罗、辣、耳朵！“《红灯
区》”居然就是辣子鸡丁。“《关公战秦琼》”
其实就是西红柿炒鸡蛋，一个红脸和一个黄
脸。这些菜放在早些年，咱给钱你给我上这
些没油水的玩弄我，不砸你店铺才怪？如今
咱肚子饱着，来些这些没有嚼头却有想头的
菜名，大家都乐和乐和，幸福着哩！

更为叫绝的是，有次在张家界山中一饭
馆吃饭，点了四道他们称“想不到”的系列
菜，一道“悄悄话”，端上来一看原来是猪口
条和猪耳朵；一道“绝代双骄”结果就是青辣
椒加红辣椒；一道“心痛的感觉”其实就是一
杯50元的白开水……菜是平常菜，又明知
道被宰，可一融入这文化的氛围中，顿觉回
味无穷。

品尝菜单中这些妙趣横生的文化味，中
国人从吃菜到吃菜单，不但肚子饱了，精神
上也满足。幸福菜单，从实用主义升华出来
的超凡脱俗之美。

幸福菜单 ⦾文猛

黄河黄河 油画 段正渠

作为一个川江跑船人家的后
代，我对火车的印象就像是两条平
行线，没有相交的那一个点。直到
认识了妻，她在铁路职工家庭中长
大，岳父是火车司机，妻弟是火车站
站长，平行线不得不相交，相纠结。

到重庆城来读大学，逆水乘船
一天一夜；回家，朝发夕至也就十几
个小时。吹江风、吹散牛，如在江面
上闲庭信步，宽敞、闲散、不亦乐
乎。实在看不懂同学们在考试期间
还急急慌慌地挤去火车站买票，对
春运期间火车上的人间百态，只是
看看新闻图片，只是心中窃喜。

不曾想认识了妻，我的人生也
因这条平行线而变得纠结。先是上
门提亲，没有乘坐火车经验的我提
着大包小包的礼物，穿越如山如海

的人流，在几个站台间迷失方向，最
终如电影一般，在列车即将启动前
的那一刻，拉着列车员的手登上了
火车。12个小时的旅程就在这样
的忐忑中完成了。最终在老丈人面
前展现出来的，是一个疲惫不堪还
略带酸臭床铺气息的我，好在他们
算是铁路世家，在充分理解和极大
包容的前提下，总算过关。

然后就是每年我们俩都会在春
运期间，给统计数字中再增加4张
火车票的数量。再然后，有了小孩，
外公外婆自然是十分稀罕，老人家
来重庆就比较频繁了。有一次，孩
子舅舅打来电话，说岳父大人突然
失踪了，他们经过一分钟的简单推
理，认定是来重庆了。果然，10个
小时之后，岳父大人背着包到家看

外孙来了，包里有一把锋利的菜刀，
他说这把刀很好用，就从家里给女
儿带来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火车司机行走
江湖都是这般惬意，但我们作为铁路
职工家属的春节旅程却次次艰难。

十几个小时的旅程，对小婴孩
的父母来说绝对是一种折磨，且不
说半夜抱着孩子在车厢中哼着歌的
游荡是对列车乘警职业素养赤裸裸
的挑衅，就是冲调奶粉，也是一种后
患无穷的事——每次回家，第一件
事就是去儿童医院挂号，孩子不是
腹泻，就是上呼吸道感染。

重庆到贵州的高速公路开通之
后，从翻越娄山关的16个小时行程
缩短到了8个小时，我们就暂别了
铁路之旅。沿途走走停停倒也方

便。好日子没过几年，高速公路眨
眼间就从归家之路变成了自驾旅
游。有次回家，我们从重庆出发，堵
了6个小时才行驶不到200公里，
不得不找个就近的收费站折返。与
家里通话之后，回头发现妻与儿在
后座郁郁而睡，她在梦中思恋爹妈，
他在梦中思念外婆做的满桌菜肴。

高铁通车了，高铁通车了！在
春节前半个月，丈母娘打来电话，她
已经组织了一个浩浩荡荡的亲友
团，准备乘坐第一趟列车来重庆！
经过女儿连续几天的思想工作，并
再三保证，岳母大人终于取消了他
们的行程，取消行程的同时，命令儿
子给我们买好了三张高铁车票。

从进入重庆西站开始，我们就感
觉“铁路”的概念完全不同于以往。人

潮仍然熙熙，但却有序多了，上车，全
是“硬座”，但却比以往的“卧铺”车厢
还要干净和舒适，关键是每个座位下
都有电源插座。哈哈，这样的旅途迎
合了时代的发展，却岂不是会更加寂
寞？

“和谐号”是什么时候开动的，
我们浑然不知。没有什么晃动，也
没有“哐当哐当”的声响，更没以往
列车启动时那首特别感性的背景音
乐，就这样，列车迅速地滑出了站。
沿途，不再有那些熟悉的小站和站
台，风景也不再是曾经多次无聊时
托着腮望着窗外看到的那些风景，
没有一棵接一棵树的向后飞闪，窗
外的风景更像一首朦胧诗，跳跃、变
换、隧道带来瞬时的黑暗、又瞬时的
闪亮。

人到中年最喜欢怀旧。几年前
的火车，又挤又嘈杂，有牌局，有瓜
子花生方便面，还有啤酒和卤鸡脚，
像老妻相伴，烦闷但坦然。现在乘
上了新的高铁，看着前方实时显示
的速度，跳跃着，变换着，却极像那
次提亲旅程的心情，新鲜而忐忑。
唯有渐渐长大模糊了曾经记忆的儿
子，没有这种对比和好奇，带着耳机
津津有味地看着为这次旅程专门挑
选的影片《釜山行》，寻找着电影和
现实中的差距。

归家囧途变坦途，起点未变，终
点依然，特快列车需要跑13个小时
的旅程被新的高铁压缩到了3个小
时。收捡茶杯时我对妻子感慨道：

“以后对你还是要更好一点”。
“你怕我回娘家呀？”妻莞尔一

笑。
“我怕中午刚吵完架，你弟弟下

午就跑来把我揍一顿。”
“你最怕的可能还是我爸的菜

刀！”

高铁省亲团 ⦾陈泰湧

我无数次感恩春天，春天给予了我们对
美的憧憬与向往。

这几晚的自习课后，看见了满天的星
星。数不尽，又一闪一闪地挂在天上，这
是数月寒冬后自然的馈赠啊。低头，游走
于题海里；抬头，畅想在星空里。当透过
湿润的眼眶看见眼前试卷上的一道道红
杠时，余光里依旧是同桌奋笔疾书。叹
气！痛恨自己无力改变既定的分数，又怀
揣着对未来的美好遐想。青春啊，就是看
见夕阳落山也有想要去追逐的冲动。教
室外的小天台，一眼望去，远处的山头，在
夕阳下闪着金光。这美景吸引着我想要
去山那头看看，看看这大千世界藏着怎样
的秘密。

人的精神生活就是被这一花一草一世

界所感动。冬日里，清晨往往是在一片漆黑
里开始，植物依旧在梦乡，我不忍心吵醒它
们，于是把脚步放轻。当太阳直射点逐渐北
移，光亮也到得更早了，总算能在朦胧的雾
中享受清晨独有的清澈，就和抬头遇见满天
星辰一样，常怀欣喜。

也许是目睹了人类在天灾面前的软弱
无助，也许是看见了春回大地的满树新芽，
我喜爱雨后泥土的芬芳，喜爱天边挂着明月
照亮四方，喜爱嘉陵江的潮起潮落，喜爱露
水点缀在叶片上闪烁着微光。前几日的狂
风，把窗外的所有枯叶吹落在地，将枯萎留
在昨夜，迎接所有的新芽与希望。看呐，阳
光打在对面阳台上，这样的暖春就该穿着干
净的衣裳去草地里打滚，沾上泥巴，留住春
的气息。

还记得前两天的月考的早晨，远处的山
头一束束的光透过云层洒下光辉，而这一侧
已经飘洒下春雨。双眼死死地盯着那厚厚
的深蓝色乌云，它们正随风飘向远方。我的
思绪也随他们而去了，成长的困扰也随风去
了。插上耳机，站在露台上，眼下是奔腾的
江水一路向前，两岸的河漫滩上飞舞着风
筝。是呀，多久没放过风筝了。只记得一个
人拿着线，一个人拿着风筝，在高处狂奔，嬉
闹着。我们常把梦想比做风筝，失去梦想就
比做风筝线折断了。可无论怎样，追逐梦想
的心啊，总不会丢。

盼望着能有一个明媚的午后，一杯柠
檬蜂蜜水，一本关于春天的诗集。一花，
一草，一世界，如斯，还想拥有怎样美好的
世界！

春的畅想 ⦾周靖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