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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的渝西，几乎家家的男子都会
竹编手艺。我们把这手艺，叫“蔑活”。

老家农村家家的男人几乎都会蔑
活，但是能称得上“匠”的，偌大的一个
地方，却很难找出几个。倒不是这蔑
活需要多大的财物投入，而是需要有
一分细致，一分耐心，一分能在岁月里
耐得住的孤寂，还有一分把生活编排
精彩的心智。

那时候，我们家养蚕，需要很多簸
盖（一种直径大约一米、圆形平底的簸
箕），就请了一个篾匠，来给我们编簸
盖。这个篾匠姓叶，在家排行老八，初
出道的时候，大家都叫他叶八，叫着叫
着，就忘了他的名。后来有人问他：

“师傅贵姓，啥名？”他一笑说：“你叫我
叶八就可以了。好记，听起来也亲。”

叶八不像其他的篾匠，竹子需要
主人办理好，然后才到雇家来干蔑
活。叶八是一定要自己去主人家的竹
林选竹子的。编制簸盖的竹子，他细
细地选了一天，然后开始破竹，划竹片
竹丝。他用自制的一个木制工具，把

竹青和竹簧剥离开来，再按编制的需
要，将竹簧剥离出三到四层。

我见过他剥离的极薄的竹簧，比
我读书的纸还薄，在灯下，举起竹簧，
眯了一只眼，另一只眼透过竹簧，可以
看见绰绰的人影。

叶八在我家进出几天后，给我们
编的簸盖就完工了。收了工钱，离开
我家的时候，把我叫到一边，对我说：

“你过来，我给你个小玩意。”我顺着他
的手指处，一个农村男孩子喜欢的“笆
篓”（装小鱼小虾的竹制品），就在檐坎
的旮旯等我。

他对我说：“把它先藏起来，不要等
你妈发现，要不然她又要骂你。我知道
你爸妈是不让你随便要别人东西的。”
我感激地向他点点头，赶紧把笆篓藏在
了我才找得到的柴火堆里，幻想着去田
里抓泥鳅或者小鱼的快乐。叶八看我
藏好笆篓，笑眯眯地离开了我家。

叶八离开后，我再也没见过他。
随着时间的流走，篾匠这种匠人

也渐渐没落了。叶八就像我生活中应

该碰到的人和事，逐渐成了记忆的一
个点。

今年清明前，老家外出的亲戚回
家祭祖，过我这里来歇脚，我们酒后无
意中说起蔑活。说起蔑活，就绕不过

“叶八”。那个时代，叶八是我们那一
带唯一的篾匠。

亲戚说，叶八其实一直在老家耍
他的手艺。后来需求蔑活的人越来越
少，他的生计就成了问题。他一直单
身，倒也无牵无挂，某天他听人说云南
那边蔑活很吃香，就背了行囊和几个
人去了云南。

亲戚又说：有一天，叶八他突然带
着他在云南娶的妻子回到了老家，还
有一个孩子。

说到这里，亲戚唏嘘了一下，举杯
和我碰了一下。我喝了口酒问：“后来
呢？”亲戚说：“叶八回来后，去了我们
不常去的一个边远小镇安了身，一直
做他的篾活，据说还在镇上开了个竹
编店，生意很不错。”

我和亲戚边喝酒，边唏嘘着过往，

趁着酒意，谈些闲话。
清明节，回家祭祖后，我决定去一

趟叶八生活的小镇。来到小镇，一打
听，篾匠叶八的名头依旧响亮。转过街
角就看到了他的竹编店，叶八不在，和
他妻子出去上坟未归。他的儿子守着
店，那个店，跟所有的乡镇店面一样，进
门就能感觉到浓烈的人间烟火味。

店里的竹编物件，或凌乱，或有序
地摆放着。他儿子见我进店，起来和
我打招呼，看着他儿子身材，脸像，活
脱脱一个叶八青年时代的再版。他儿
子不断给我推销着他们的竹编制品，
指着一个竹编的帽子对我说：“这是我
编的，网上卖得很火。我们一天要出
货几十个。”我问：“出这么多货，能编
得过来么？”“能！我，我爸，我妈都会
编。”他答道。

我要了他推荐的一个竹编的帽
子，编那帽子的竹簧细致紧密，编织在
帽上的一枝桃花，像我老家坝子边的
那株桃树，年年春天开出一树花红，挂
满春风。

篾匠 黄海子

早春茶最为珍贵。乍暖还寒，又逢一场春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
雨霁日出，一年一度的采摘早春茶的时机悄然降临。经过一个冬天休
养生息的茶树萌出了新芽，鲜嫩极了。春茶只有短短的二十多天采摘
时间，真是一寸光阴一寸金。

巴南白象山茶园有近两万亩茶园，放眼望去，茶山如海，郁郁青青，
连绵起伏的碧波绿浪蜿蜒至天边，在阳光和雾岚中宛如一幅别有风情
的田园画。

“二月山家谷雨天，半坡芳茗露华鲜。”春如期而至，茶不期而遇。
“采摘茶叶不能用指甲掐，一定是用指腹把它拈下来，这样才能保证芽
叶没有掐痕，茶叶的形态也更好看。”茶园的师傅在一旁调教到。

在茶香四溢的山上，我们身挎竹篓，行走在油绿茶园中，小心翼翼
地采下那一个个孕育了200多天的嫩芽头。

每一排茶带依山势而起伏，如错落有致的琴键，在暖暖的阳光照射
下，与春风辐射出一曲曲温婉有韵味的采茶曲，徜徉在每一个采茶人身
边，沁人心脾。置身于绿意盎然的茶园中，我们的双手突然也变得灵巧
起来，在翠绿的嫩叶里上下翻飞。

采茶完毕，移步定心茶文化体验中心。体验中心位于茶园一侧，9
栋中式风格的建筑被四周树木环绕。我们将自己竹篓中的茶叶倒入一
口很大的锅中，只见制茶师傅手掌朝下，快速将茶叶沿着锅底弧度抓起，
然后手掌再翻过来，让茶叶均匀散开落回锅里，手法翻得快、扬得高、撒
得开、捞得尽……这一套加工工艺称之为干燥、理条做形、揉捻、杀青等。

“空堂坐相忆，酌茗聊代醉。”沸水倒进茶杯，茶叶在水中袅袅翻腾，
一颗颗芽尖笔立，犹如绿剑群聚。茶汤色泽较淡，却黄绿透亮。那飘逸
的淡雅香味，闻若绿云含烟。品一口，顿感滋味醇厚鲜爽，清心润肺。
真个是，茶不醉人人自醉。

“一年之茶起于春。清明前后采的茶就是新鲜，纯天然的，还带着
露水呢。”茶场负责人张璐笑盈盈地说。

张璐三年前从美国留学归来，继承了父亲当年承包的这片茶场，她把茶
场从最初的40多亩做到现在的4000多亩，并辐射带动周边农户近两万
亩。她既继承了父亲实干苦干的品行，又带来了新的文化观念，将制茶传统
工艺作为非遗文化传承，成立了茶艺职业培训学校和青少年实践基地。

精准扶贫这几年，茶场每年招聘近千名采茶工人，带领山区农民走
上勤劳致富的道路。他们6年前便开始为茶场农民分红，至今已累计
分红170多万。

“嫩芽香且灵，吾谓草中英。”坐在茶室里，茶叶的清香氤氲在空气
里，清香怡人，拂去了平时浮躁的心绪，自然淡静闲适，可谓定心。

白象山的春天，犹如茶叶一般鲜嫩。那渐渐浓烈的茶香，是乡镇村
落的诗魂，是村民们幸福的情思。

曾宪国的生活版图随着时间的推
移与年龄的增长并没有缩小，重庆两
江之间的众多老街与旧巷依然是他过
去与现在最喜欢流连的地方。每天上
午，他例行出门，通常是去喝“坝坝
茶”——在长江与嘉陵江边，在临街的
露天坝坝上，总是有这样最平民化的
茶园。

春秋之际，天气温暖，到某个露天
茶园，他与他的兄弟们相聚，海阔天
空，东南西北；冬夏之日，寒冷与酷热
降临，他会到闹市里的某个咖啡馆，冬
有暖气夏有空调，挑一个凭窗的座位，
独自一人，看书看街景。中午，通常他
习惯去一个熟悉的“苍蝇”馆子，要几
个家常菜或二两小酒，或呼朋唤友，或
独自品咂。

多年来，大家都知道，即便他已经
鬓染霜头飞雪，但他依然不喜欢离群
索居，隔个三五天，总是要和朋友聚聚
——可以侃侃而谈，也可以聚众啸傲，
谈兴酣畅时，更不妨“老夫聊作少年
狂”。

他的朋友里有年轻时曾经一块爬
过电线杆子的供电局工友，有中年时
一起办过报纸或搞过创作的重庆下半
城同事，有退休后在茶座饭局聚会或
街上偶遇的“故知”。

在重庆市区生于斯、长于斯的他，
最熟谙的是这个半岛形的地域与地形
——从菜园坝到朝天门，从上半城到
下半城，从花街子到解放碑，往东是朝
天门，两江汇合之处；往西是菜园坝，
老火车站，每天熙熙攘攘。下半城是
一个有历史、有故事、有人物的地方，
每一扇窗户，每一条巷子，每一家商
铺，每一座楼房，每一位男女，都应该

有自己的故事——这些故事，不少都
出现在他的小说里。

曾宪国的得意之作应该是他的长
篇小说《门朝天开》，我猜想，这应该是
曾宪国在冥冥之中得到的一个绝佳书
名。一部长篇在杀青之前或酝酿阶
段，能得到这样一个恢弘的题目，得益
于作者的灵气与运气。

不少本土读者都能在“门朝天开”
四个字里猜想到小说的具体方位——
在重庆，仅仅就众多的地名及其地理位
置而言，它们本身就可以构成一部小
说。而且，由于进入到小说，它们会被
人们反复谈论并深入内心。歌乐山、杨
家坪、沙坪坝、化龙桥、两路口、牛角沱、
上清寺、朝天门、海棠溪、上清街、龙门
浩等地方，曾出现在罗广彬与杨益言的
《红岩》里；出现在麦家的《风语》中——
虽然他创作这部长篇时并未到过重庆，
仅仅凭借一张过时的重庆地图；出现在
虹影的《饥饿的女儿》里，因为她对她家
与南岸，以及当时的艰难生活与恶劣环
境有着深刻的记忆。

在曾宪国的创作中，在其地域性
的叙事里，重庆的真实地名并未多少
涉及。小说毕竟是虚构的，无论是人
物，还是具体的街道，或者是某个具体
的巷子。但是，我们都可以从他小说
地名中寻找到原型之地——比如那个
反复出现的“顺城街”，应该就是下半
城的储奇门与花街子吧。这是他在自
己的小说版图中虚构的一个地名，从
《别无他求》到《大哥》，这个巴掌大的
“顺城街”活跃着他笔下的多位人物
——老伴去世孤单一人的李渝山，与
老伴患病彼此厮守的杨明亮，两人相
约的地方是顺城街的露天茶园；毛铁，

这个当过丘二的小县城来的打工仔，
在顺城街的劳务市场里，成长为呼风
唤雨的大哥。

每次我到花街子，看到街边自发
形成的劳务市场里的那些陌生男女，
看到中午他们手捧一大碗热气腾腾的
快餐蹲在路边大快朵颐，看到那些正
在拆迁的破旧商铺与街道时，我就想
这就是曾宪国笔下的那个顺城街与那
些人物吧。花街子，我从小在这里长
大，往返不知多少次，早已烂熟于心。
那些成排的菜摊，那些卖油盐酱醋的
小店，那些擦皮鞋的女人，那些因划鳝
鱼、卖活鸡、开饭馆而逐渐腰包鼓起来
的商贩，还有那个被曾宪国称为“人
市”的劳务市场，现在闭眼都能在心里
烈火烹油般地复活，并散发着这条老
街独有的下半城气息——住房逼仄，
车辆拥挤，生活热烈。

一座城市无论怎样发展，甚至经
历改朝换代，方言都很难被改变。在
重庆，无论孩子还是中老年，用方言交
流的习惯依然如磐石般，有着难以替
代的稳定性。

在南方地域的写作者中，尤其是
江浙作家，他们普遍认同普通话，在作
品中可以轻易地屏蔽地域性的方言。
无论是王安忆、苏童、格非或是毕飞
宇，他们都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尽
管我们可以轻易地发现其各自的地方
口音。但是在南方地域的写作者中，
有一部分人却难以摆脱方言的思维与
方言的习惯，他们中有成功者，比如李
劼人、沙汀、周克芹，比如沈从文、何士
光，还有获得茅盾文学奖的《繁花》的
上海作家金宇澄。

在北京甚至北方，走南闯北的曾

宪国尽管可以费力地卷起舌头，笨拙
地说几句普通话，但仍不时需要将重
庆方言的“言子”（词语）转换为普通话
的字句，这多少会给他在北方带来一
些交流上的障碍。虽然他从众多的文
学作品中饱尝与滋养的是普通话的语
言与叙述，但一旦进入自己的个人写
作，潜意识里便自觉不自觉地运用起
方言的腔调、方言的字句与方言的语
感——这是他地域性叙事中最鲜明最
酣畅最快意的写作，许多被人们早已
淡忘的重庆方言，那些散落在民间在
底层的“言子”，在他的笔下，在他人物
的口中，又悄然复活了。

在我多年的文学编辑工作中，对
于方言写作，历来保持一种警惕。毕
竟方言写作需要语言的驾驭能力与深
厚的文字功力，毕竟有地域性的限制，
有生僻难懂和难以对应的合适字词，
以及阅读上的障碍。在整体叙述中，
方言的腔调会时常影响流畅的语感，
让正常的叙述险象环生。

写作，对任何人来说，都是辛苦而
又有难度的。小说，在今天被众多写作
者从各种角度、以各种形式进行探索
后，对任何一个写作者都是一个挑战。
尤其在今天，世界是广阔的，广阔的生
活永远有待写作者去认识、发现与书
写，每个人的经验、认识、观念都有其自
身的局限，如何从自身熟悉与喜爱的题
材、人物、语言、叙述和思想的多重限制
中突围，对于写作者而言，是必须面对
的疑难，以及需要跨越的障碍。

曾宪国作为一个从事多年新闻媒
体的报人，作为一个“别无他求”的纯
粹创作上的“票友”，他在小说里得到
了难以想象的自在、快意与满足。

重庆下半城：一个人的小说版图 宁小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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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节日·端午】

春满茶山 刘建春

端午节快来时，我妈就开始忙碌
开了，一大堆事情在那里堆着，我妈像
拆打结的毛线团一样，一团线一团线
地去拆开，过后又有一种满足的舒坦。

端午要做的事情，最重要的是用
竹蒸笼蒸粽子。她首先要把放在偏房
里的蒸笼拿出来洗净，准备糯米、红
糖、红豆、枣子、花生……这些食材，我

妈要老家村子里产的，粽叶也要老家
侯家院子里的，这样蒸出来的粽子，才
有当年老家那种最地道的味儿。

我妈进城以后这些年，每到端午
那天一大早，她就开始用传统古法蒸
粽子了。

锅里水汽腾腾，大蒸笼里盛满了
饱满憨实的粽子。不过我爸我妈哪里

能吃完。粽子吃不完，我妈就忙乎着
给小院里楼上楼下的邻居送粽子。我
妈佝偻着身子，还陪着笑，挨家挨户敲
响门，柔声问：“有人么？”那户人家探
出头来，一看又是我妈来送粽子，客气
地收下，还喊我妈进屋子里去坐坐。

初进城时，我妈特别不适应城里
人一回家就“嘭”地一声关上门，那刺

耳的声音仿佛把我妈狠狠地推了一个
趔趄。我妈就用老家村子里古道热肠
的心，把小院里人的心，一颗一颗给焐
热了。后来，楼上楼下人家关门的声
音都变轻了，吃饭时，还常常敞开门，
哪家有啥好吃的，端着菜碗送上一份
分享一下。

那些年在老家村子里，过节最大

的奢望就是满足几顿口腹之欢，很多
时候过节，就是对美味食物的念想与
召唤。但而今对食物的守候，早已经
没了那些年的热情。

我爸也常叹息，过节的气氛淡
了。我妈就是不服气，问我爸：“哪里
淡了嘛，是你人老糊涂了。”前年端午
节，我爸“拷问”我妈：“你晓得端午节

是怎么来的么？”我妈从厨房出来，拍
打着围腰说：“端午节就是端午节，有
个啥来历。”

我妈弄不明白传统节日的来历，但
端午、中秋、春节，这些节日来临前，我
妈无论在乡下，还是在城里，都要认认
真真操办一次。端午蒸粽子，中秋做老
月饼，春节为了除夕晚上的团年宴，更
是从腊月就开始忙得团团转了。这些
节日，都少不了一大桌丰盛的家常菜。

匆匆忙忙的行走中，我停顿下来，
望一望我妈在节日里磨盘一样缓缓转
动的身影，我突然明白了，这些节日里
的忙碌，对我妈来说，是一种不会停下
来的仪式，这种仪式抚慰着她的心。

端午节的仪式 李晓

我家原来住在小龙坎上土湾，紧
挨重庆棉纺一厂的模范村家属区。记
得住在老房子，每年挨近端午节时，我
就会在多家共用的厨房里闻到阵阵煮
粽子的清香，伴随着这诱人的清香，还
会听到声声笛哨声。

端午之前，每家每户都会买来一
捆捆绿色的粽箬，浸在盛满清水的木
盆或搪瓷盆里。于是，我们这些调皮
娃儿就去偷偷地抽出一张来，卷成笛
哨，小的可以放进嘴里噙着，吹来清脆

婉丽，像鸟鸣一样；大的可以握在手
中，犹如炮筒，吹来浑厚洪亮。

这时候，巷子里、梯坎两边的房前
屋内都有小娃在吹，或尖厉或低沉的
笛哨声，此起彼伏，遥相呼应，把端午
节的气氛吹得浓浓的，足足的。

笛哨热闹一阵子以后，接下来就
是裹粽子了，这也是很富有节日情调
的。厨房里、家门前，女主妇们围坐在
一起，就像成立了裹粽子的作坊。旁
边还围着一些未出闺阁的姑娘，时不

时地坐上场去，依葫芦画瓢一番，然后
捏着裹散了的粽子哈哈大笑。

大家一边手不停地裹着，一边嘴
里不停地摆龙门阵，天南海北，左邻右
舍，家国事，儿女经……

那时粽子不像现在，随时可以吃
到，平时商店里买不到糯米和粽箬、赤
豆之类，只有到了端午节，才按购粮证
定量配给供应。母亲裹的粽子往往不
够我们这班娃儿吃。于是，端午节那
天，母亲总是让我们到小龙坎街上的

老饭店松鹤楼或三六九去买粽子，天
还蒙蒙亮，我们就去排队等候，记得有
几年，买的人多，我们都空手而归，懊
恼得真想哭。

除了老房子周围团转的笛哨声和
粽子香，那时的端午，还有穿街走巷的
小商贩，拎着一串串散发着艾香的荷
包，吆喝着招揽崽娃们。那些荷包被
做成鸡心、三角、小书僮、小老虎，千姿
百态的，逗得娃娃们都想买。大人们
往往被崽娃们从家里拉出来，顺遂娃

儿的要求，花几毛钱，买上一串挂在他
们的衣服上或脖子上。

有的大人还会给家里奶崽崽的眉
心上涂上雄黄，穿上杏黄衣，抱着那宝
贝疙瘩到处走，接受街坊邻里的几声
喝彩，几声恭维，笑得合不拢嘴。

当然，按传统来说，端午节最热
闹最精彩的要数赛龙舟了。我曾在
綦江观看过赛龙舟，只见波光粼粼的
江面上，一条条木船，龙首昂然；一个
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一字儿排列在
船上。随着口令，木桨翻飞，水花四
溅，龙船你追我赶，似离弦之箭。两
岸喝彩声、喧闹声、锣鼓声搅得沸沸
扬扬。

这实在是屈夫子的忠魂使然，为
这个节日蒙上一层隆重的色彩。记得

孩提时起，外婆和母亲就将这位忠臣
的传说，裹在粽子里喂养着我，一遍又
一遍。我想，许多孩童大概都是在端
午节认识这位爱国诗人的吧。

然而，自从我们长大从老房子搬
迁到新楼房后，一些东西悄悄发生了
改变：我再也沒有听到那熟悉的笛哨
声，没有看到那家家户户门前浸满粽
箬的盆子，没有目睹那作坊似的裹粽
子的场面。

我们的祖祖辈辈以美丽的传说和
习俗，滋养着年复一年的端午节，生生
不息。只是，我记忆中的端午节，却在
渐渐离我远去。唯有那沁人心脾的粽
子清香、竞逐火爆的龙舟赛场面，以及
那粽箬笛哨的悠扬，一直萦绕在我心
中，不会离去……

笛哨·粽子·龙舟 丛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