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1月9日 星期四
主编：何君林 编辑：张婷婷 美编：郑翔

投稿邮箱：dbbkbjb@vip.sina.com16 科技生活·巴渝文学

科科普普文文学学

在冬天

我还没来得及做好

御寒的准备

这个天

说冷就冷起来了

我在猝不及防中

被你的笑声摇动

你一向铁青的脸

终于在这时泛出了红光

而我简直无所适从

到了最后

几乎就变成了一种麻木

离你远，是冷

离你近，还是冷

塑像

我站在一尊塑像面前

我仰视着它

我仰视着它的头颅

观察它怎样眺望远方

我离它是那么近

好像听见了它的呼吸

我发觉自己

离嘈杂的人声忽然是那么远

塑像是静止的

我相信它在动

我是动着的

但静静地站着

面具

天空是戴着面具的

彩云是它的面具

乌云也是

大海是戴着面具的

浪花是它的面具

湛蓝的静水也是

野草是春的面具

果实是秋的面具

苍茫的夜色是戴着面具的

明月是

星星是

灯光也是

读诗

我每天都要读几首诗

如果一天不读

我就感到食之无味生活乏力

因为诗歌是美的，所以我每天读

就是让我呆板的生活

也美好起来

这是我半生以来养成的习惯

像老烟鬼，你喊他戒

他是戒不了的

你要是喊我戒诗

那就无异于

要我戒掉生活的乐趣

乃至生命的某个部分

戒了诗

于我而言，再迷人的风景

都是残缺不全的陷阱

蜘蛛

在没有路的地方

它走出了一条路

在人迹罕至的角落

它建起了一个窝

浑圆的大肚子

装的都是不能倒出的苦水

一辈子经受的磨难

不是在烈日下奔忙

就是在风雨中晃荡

有人欣赏它独来独往的个性

有人哀怜它的艰辛

当然也有人看不惯它

偶尔的坐享其成

“书”作名词解，谁都明其所指，但若在前

面加上锦字，则由书变成了信，且因一个锦字

相托而有了无限相思意，充满想象和向往：

“云中谁寄锦书来。”信从云中来，可见其迢

迢，因为远，让等待更炽烈。“谁寄”，其实是明

知故问，当真不知是谁寄吗？若真不知还会

等待吗？一个少女，一个少男，相互有了衷肠

没表明，少男远行了，要去实现好男儿志在四

方的理想。少女在家，闺阁香榻，辗转寤寐，

终是相思无寄，情怀难解，于是，命小丫头掌

灯、研墨，自铺彩笺，悬玉腕，斑斑点点，勾勾

连连，无尽意落于纸上。

其实，古时候这样的闺阁情书用现在的

大白话理解也没什么，无非是你走了以后，

我日日夜夜地想你，饭也不吃，觉也不睡，人

也瘦了，衣服也肥了。尽管如此，我还是不

能停止对你的思念，不知你那里一切可安

好。临了还不忘写上一句类似“君当自珍，

勿以妾身为怀”的字样，意思是虽然我想你

想得容颜憔悴，但你不要惦记我，要以事业

为重。

虽同是汉字，书面语和口语的表达意境

有天壤之分。试想，若古时候也有手机，女子

拿起就说：“我操持家务累得都瘦成一根麻秆

了，你若敢辜负我，看我怎么收拾你个没良心

的。”这样就意境全无。

有一种情怀，是任何一种现代化通信

手段都不能表述的，必是古典的汉字落于

纸上方能承担。而有些汉字，说出

来和写出来是完全不同的两个

概念。比如“台鉴”“台甫”，这

样的字落于纸上端的是正大

庄严，深含敬重之意。若

说出来，则有了迂腐和戏

谑之嫌。有些字浮鸭散

雁一般，虽然美，却不

完整，若重新组合，让

浮鸭游于水面，散雁翔

于 秋 天 ，则 如 字 落 纸

上，看着就是一种美，再无声地读进心里，

无限的意境，悠远地荡开，恰恰合了“只可

意会，不可言传”的语意。

读 手 写 的 信 ，给 人 的 亲 切 感 更 胜 一

层。字迹是否稳健飘逸，笔力是否持重如

一，都含了写信者当时的情绪在里面，读这

样的信，其实就是在与一个千里万里之外

的人手谈。一封信，从头到尾读下来，如清

酒过腹，如淡茶润心。读毕，意犹未尽，小

心地将信笺按原印折叠起，装进信封，再用

手摩挲一遍，郑重地存入抽屉，一段感情从

此被珍藏。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必有一些东西

遭淘汰，快捷的通信方式取代古老的书信也

在情理之中。只是心里总有着惘惘的担心，

再过几十年，我们的后世子孙该怎样理解古

典诗词里“山盟虽在，锦书难托”“烽火连三

月，家书抵万金”这些诗句呢。

过去乡下没有冰箱，为了尽可能吃

得新鲜，又不显得匆忙，腊月二十七八成

了集中杀年猪的日子。母亲每年都要捉

几头仔猪喂养，一日三餐，米糠、饭汤、番

薯藤、南瓜、野菜拌着喂，不用喂饲料，一

年下来几头猪照样长得膘肥体壮。其中最肥的一头通常

作为年猪留下来，其他的都卖给收猪的贩子。一头年猪

少说也有三百来斤，自家过年吃是吃不了那么多的。我

们那儿的风俗是三五家关系较好的人分着吃，既热闹，又

不浪费。

因娶亲嫁女也多集中在腊月底这几天，屠夫年终时

候最是忙碌。因此，要杀年猪得在一月前早早约好。村

里只有两个屠夫，一个是冯屠夫，清瘦个高，白净，看起来

简直是从泛黄书页里走下来的白面书生，可他偏偏是十

里八乡最有名的“一刀封喉”。另一个是张屠夫，他满面

络腮胡子，眼睛有一只是白眼仁，据说是小时候患眼疾没

治好落下的，一脸恶煞相，大家叫他“毛鬼屠夫”。

这一天我们家请来杀年猪的是冯屠夫，时间定在凌

晨五点。母亲半夜就起来，大块劈柴放进灶膛，把火烧得

旺旺的，只一刻钟就把一大锅水烧得翻腾滚沸，灶屋里热

汽弥漫。外面不知何时落起了小雨，夹杂着雪珠，冷得

紧，母亲又生起一盆炭火。

帮忙捉猪的也陆续到来，都是有气力的精壮汉子。捉

猪可不能掉以轻心，乡下养的猪不像现在养猪场里的猪，在

狭窄的铁笼子里待多了不爱动不会跑，它们大半时间放养，

成天满村东跑西窜，撒野惯了，要捉住它得费一番功夫。

大家抽着烟，围着火盆烤火，院外狗吠声突然连成一

片，一阵“踢踏踢踏”的雨靴声响过，冯屠夫带着满身寒气

进了院子，把腰形屠篮搁下，里面是各种寒光闪闪的屠

具。打过招呼，问声水烧开没，人到齐没，听到都准备好

了，便说：“那就动手。”

猪还睡在栏里，里面空间有限，得把它赶出来才好捉，

但不能惊吓到它，这得母亲来。母亲打着电筒，提了小半桶

白花花的米粥，“啰啰”把猪唤起来。天还黑蒙蒙的，起初猪

有点迟疑，躺着不动，母亲上前踢了它一脚，它才不大情愿

地支起前脚慢慢站起来，不动，盯着周围看了一圈，看到母

亲提了米粥，于是迈出栏门直奔粥盆，埋头吃食。

几个捉猪的躲在暗处，见猪低头吃食放松了警惕，齐

吼一声：上！拖猪尾巴的拖猪尾巴，抓猪耳朵的抓猪耳

朵，捞脚的捞脚的，顿时把猪掀翻在地。挣扎着发出反抗

的嘶吼，头猛烈地往上拱。一个趔趄，捉猪耳朵的被猪拱

了一下，脚下没站稳，一松动滑了手，猪趁机猛摔头，撅起

身子，往前一挣，把拖猪尾巴的也拖翻了。猪冲进了黑乎

乎夜色里。大家溅了一身泥水，埋怨了几句。冯屠夫这

样的事见多了：“抓紧追，不要让它跑远了。”几个捉猪的

随手操起扁担或禾杠，四面围追堵截，猪东奔西突，几次

从包围圈里冲出来。地上刚下过雨雪，又滑又湿，泥泞不

堪，追的人一不小心就滑倒了。

猪跑得气喘吁吁，两眼冒火，脚步慢了下来，人也追

得汗流浃背。猪最后被逼到了一个三角形的墙角，走不

动了，两脚在微微颤抖。冯屠夫见机对几个捉猪的说：

“上去扑倒它。”猪气力消歇，哼哼了几声，只能就地待

擒。用绳索七缠八绕绑定，串上两条粗木棒，几人齐力把

猪抬上条凳。

待母亲点燃几根线香插在地下，放过一串爆竹，算是敬

过神灵。只见冯屠夫一手把定猪头，一手紧握一尺来长霜

雪般闪亮的屠刀，说时迟，那时快，屠刀从猪喉下斜插进去，

只一剜一转，一股带着热气的猪血瞬间喷溅而出，汩汩跌落

大木盆。猪拖着长长的尾音嘹亮地嚎叫过两声，再哼哈了

几下，就不动弹了。接了满满一大盆猪血，母亲放入半小包

盐巴，筷子划匀，很快一盆猪血就凝固了。

把猪撂翻在门板上，得趁着猪身还未冷却刨净猪毛。

两桶滚水早放在旁边，冯屠夫把滚水一勺一勺用瓢细细淋

在猪身上，猪耳侧、猪脚、胯下多淋几遍，淋过一面翻面淋另

一面，猪全身淋透，毛孔张开，此时除毛最是方便。冯屠夫

双手紧握刨刀，半支烟的工夫就把猪刨得白白净净。在屋

里吊楼的大横梁上绕好两条带挂钩的粗铁链，猪两个后脚

用剪刀各戳开个洞眼，几个人奋力抬起猪身，铁链挂钩穿过

洞眼，把猪倒挂了起来。冯屠夫又三下五除二剔除了五脏

六腑。循着荤腥味，村里几条土狗也来了，在案板边摇着尾

巴，低头舔食落在地上的肉末碎骨。母亲让冯屠夫切了一

块猪肝，割下巴掌大一块刀头肉，要了一块里脊肉、一节洗

净的猪大肠，就下厨弄杀猪饭了。

来分猪肉的其他几家也陆续到来，父亲给他们递过

烟，大家夹着烟围在门板旁看冯屠夫分割猪肉，挑选自己

中意的部位。冯屠夫杀了多年的年猪，对大家的喜好早

已轻车熟路，分割好后自然落得皆大欢喜。

这时候，厨房飘来阵阵饭菜香，杀猪饭做好了。大圆桌

上满满一桌菜，一大盆骨头汤菠菜汆猪血、一盘酸菜红椒爆

炒猪大肠、一盘青蒜辣椒小炒肉、一盘泡椒熘猪肝、一盘莴笋

炒里脊肉、一碟芹菜梗爆炒腰花、一碗油汪汪饭甑蒸就的腌

菜扣肉、一瓦罐木炭炖的筒子骨萝卜汤，还有一碟现炸酥肉、

一锡壶烫得滚热的黄酒。大家坐下来喝酒吃肉，面红耳热酒

足饭饱之间，说了些年岁收成，四邻八舍

的奇闻趣事。冯屠夫说句你们慢用，我

还要赶去下一家，就先起身离席。那时

杀年猪还没有工钱一说，母亲把四五斤

肉让冯屠夫提上，他没有推辞。冯屠夫

收拾好家伙，提起屠篮，一阵“踢踏踢

踏”的雨靴声过后，出了院门。

浓浓的乡土气息融进东溪古朴而旖旎的

风景，朝夕相伴的黄葛树，依旧在相处中坚守

着相濡以沫的故乡情怀。

我总在一次次守望中放飞心灵的渴望，

总在一次次追寻中变得坚韧不拔。每一轮

鲜花绽放的季节，收获抑或放弃都是生命的

插曲。

守望是一种过程，是一种执着，是一种

希冀。心灵的旷野，是捧读乡情的无限节

拍。仰望星光，遥想东溪太平桥码头，让往

昔的繁华和着灯光的节奏，将往事点燃，漫

过岁月的岸。

千年的古镇，在幽幽暗暗中变得荡气回

肠。伫立于麻乡约民信局前，岁月在轮回中

循环往复，如同深深浅浅的脚步，总在盐马古

道上撑起一片蔚蓝色的天。

蓦然间，我看到了万天宫、南华宫、王爷

庙、万寿场、草鞋市，那一副副楹联诉说着

东溪的历史与文化，牵动我几多青春的梦

幻……直到有一天，古镇在保护中发展，那

些穿斗结构的民居、凹凸光滑的青石板，依旧

是我最初的怀念。

让我沿着东溪的走向，在膜拜中坚持不

懈，在歌唱中延续一种勃发的力量。

从码头中走出来的古镇，在长久的跋涉

后，开始有了生命的绿洲，开始有了季节别样

的风景和风景中一串串美丽的音符。是历史

带走了马帮的驼铃声，还是驼铃声走进了历

史？没有人告诉我时间到哪儿去了。太平桥

石栏上的青苔长了一层又一层，石栏边的黄

葛树长了一棵又一棵，桥头的石狮剥落了一

块又一块，如同一段沧桑而动人的故事总让

我无法抗拒，一段铭记心扉的牵挂总让我无

法释怀，一段浓烈如酒的乡愁总让我无法忘

却。而今，月光的琴弦还在古镇的大水巷、小

水巷中响起，掠过耳边的飞翔便有了丰盈的

羽翅，隐隐约约中我聆听到远处传来深夜打

更的声音，如风中的残韵，一次次撩拨着我的

心事。

岁月燃烧的心，日渐苍老。被季节折断

的羽翼，在每一个醒着的日子隐隐作痛，东

溪的吊脚楼是怎样一种凋零，衰败了最初的

誓言，让泣血黄昏的沉寂，成为河岸边唯一

的风景。

漂泊的灵魂还东溪的对岸，急促的马蹄

已沿着故乡的走向奔驰而来，直抵中国历史

文化名镇保护与旅游开发的顶端。蓦然回

首，让我想起三国时诸葛亮派马忠南征在码

头修关索桥而搁浅千年的往事，依旧徘徊在

东溪历史的广阔原野。

旅途中的疲惫沾满了岁月的尘土，我

依然能听到琵琶山山坡上花草的窃窃私

语，在我生命的核心独自绽放。其实，原本

在东溪的眉间蕴藏着的就是一条亘古画

廊，当阳光洒向太平古渡的时候，这灵魂与

灵魂的相约就已在我的心上定格，蘸满了

秋天稻谷的气息。

走在秋收萌动的季节，锐意的思想光

芒和金银洞瀑布一样壮观，宛如千年的蝴

蝶，穿越万水千山，停泊在我追逐不息的酣

梦中。大江东去，分明有昔日金戈铁马的

雄壮。而今迈步，寻找不到曾经壮怀激烈

的英雄，一腔豪情便在路边悄悄安息。时

间的巨人在东溪驻足，画了个重庆市版画

特色小镇的感叹号。

我在乡情缭绕的私语中繁衍，我在彼此

的心跳中感动，我挥之不去古镇颓废的忧伤，

就像挥之不去的东溪故乡的情怀。

太平桥码头闪烁的那盏盏渔火，依旧会

成为心灵的诱惑，我仍会沿着东溪的走向，

祈祷曾经属于古镇的辉煌。就算举起的酒

杯，曾经错过了许多如期的盛宴，但我相信，

历史文化名镇的蓝图，会为我的一片痴情徐

徐展开。

当万花绽放，百鸟欢歌，那些失落在东

溪岸边的清吟低唱，已经不只是一种过程。

于是，我置身于这样的季节，仰望一片璀璨

的星空。

读懂东溪的语言，那是机遇对挑战的

呼唤；守望东溪的情怀，那是游子对家乡的

思念。发展东溪的春风，那是梦想对现实

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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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年猪的日子杀年猪的日子
■刘早生

猝不及防中被你的笑声摇动（组诗）

■龙泽平

守望东溪
■罗 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