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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事
儿时，秋风一
起，小伙伴便邀约：
走，捉蛐蛐儿。夜色
里，带着电筒和竹笼，循着
蛐蛐儿的叫声，
蹑步屏息而去。
蛐蛐儿多半在墙根下菜地里，找到洞穴
后就朝里面灌水，蛐蛐儿忍受不了会往外面
跳，逮住它得眼明手快，手掌成凹槽，扣到掌
心里，攥进空心拳，让它从拇指和食指的缝隙
间，
乖乖钻进为它准备好的笼子里。
蛐蛐儿“嘟嘟嘟”的叫声，当时估摸在回
味它的田园生活。后来才知道，那叫声不是
嘴发出来的，而是翅摩擦出来的。
《昆虫物语》
中说：
“ 弓上的一百五十个齿，嵌在对面翼鞘
的梯级里面，使四个发声器同时摩擦，上面的
一对是摆动摩擦的器具。
”
那些年，小孩没什么玩的，蛐蛐儿好听的
叫声、好斗的个性，可以吸引伙伴的听觉和视
觉。一只能斗的蛐蛐儿，个头魁梧，牙齿尖
利，叫声响亮，可以炫耀自己的威猛，能够拢
人心聚人气。
当看到自己的蛐蛐儿斗败时，心里总是
不服：等着瞧，非赢一回不可。在梦里还时常
梦见斗蛐蛐儿的场景：几个小脑袋挤在一起，
围在笼子前看蛐蛐儿咬仗，看的人心惊肉跳，
斗的人心急火燎，见自己的蛐蛐儿进攻乏力，
恨不得跳进笼里帮一把。

世相

斗蛐蛐儿
□ 郭松

斗蛐蛐儿，预备时：用一根毛草挑逗，搔
头、弄须、逗尾，惹蛐蛐儿上火，好戏就开始
了。开斗时：蛐蛐儿后腿一蹬，巴不得扑上
去，就把对方咬死。激烈时：牙齿交错咬在一
起，像摔跤手一样撕扯，难解难分。结束时：
获胜的蛐蛐儿，
振翅、
昂首、
高歌。
落败的蛐蛐儿，转过身去也在哼哼，让它
在手心里蹦几下，活络活络筋骨，立刻就来了
精神，重新张开锯齿一样的牙。把它攥在空
心拳里一吹，顿时就进入了咬斗状态，再次投
进笼子里，只知道张口咬，一种永不言败的勇
敢。
一些精神上是懦夫的蛐蛐儿，即便能获
胜也不足窃喜；一些个头不大，但敢咬敢斗才
是强者。即使撕咬中处于下风，只要不畏惧，
置死地而后生，一个“回身腿”，用足力气，也
会把大个儿踹个跟头。
刚捉回来的蛐蛐儿，不知道哪个有潜力，
只好采取擂台的方式选拔。头一天把两只放
进同一笼子，第二天一看一只活一只死，活着
的喂养，
死了的喂鸡。
养蛐蛐儿的笼子，用一节竹筒劈成两半，
在凹槽的上端刻两道缝，插上若干根小竹签，
笼底垫上一些潮土。蛐蛐儿装进后，既可以
观赏一举一动，又可以闻到泥土的味儿。看
那些蛐蛐儿：昂首收翅，像听令的将军，也像
待征的战士。

莫让阅历成为一种负累
□ 包稚群

近些日子时常睡不好觉，其实也没什么
大事，不过是些闲事罢了，也想把它放下，但
这些许的不痛快却像是丝丝缕缕扯不断的
丝，缠绕在脑海里不时就刺激一下脑神经，挥
之不去，
我把它归咎于人老了。
年轻的时候，初生牛犊不怕虎，天大的事
也不足以放在心上。还记得那年丽江地震，
昆明震感强烈，睡意朦胧中被震醒了，转过身
去又接着睡，还居然睡着了。十多年后又逢
澄江地震，当时领着年幼的儿子在玉溪，急急
忙忙地抱起他就冲下楼去，心里的那种慌乱
无法平复，再也不敢回到楼上去睡，天亮时急
忙就赶回了昆明。
某日看电视《闯关东》，
里面儿子对父亲说：
“爸爸，你真的老了，你变得胆小了，没有豪气
了。
”
可见随着年龄增长，
经历的事情多了，
顾忌
也就多了。这样一方面是稳重了，
规避一些风
险，
而另一方面则会缩手缩脚，
没有了闯劲。
那天出差到遥远的保山小镇勐糯，在公
交车上，司机说：
“ 你不是本地人。”我以为他
说的是穿着上不一样，不料司机说：
“ 你们昆
明人的眼神和我们本地人的不一样，你们带
着点戒备的神色，我们这边的人则看着平和
得多。”在随后的日子里我深切体会了这方土
地上人们的平和，他们即便不说话，眼神也是
笑眯眯的，带着一种天然的亲切和随和。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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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我看到招待所的房间在一楼居然窗户锁不
住，缠住管理员让她给我换房间，她却笑眯眯
地说：
“ 你放心啦，我们这里就是开着门也没
问题的。”想必是与外界的隔绝，封闭的、自给
自足的生活让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一种原始
的状态，没有太多的关于危险的阅历，反倒还
保留更多的安全感。
我们住在城市的高楼大厦里，享受着城
市的发展带给我们的生活便利，同时也经历
着发展过程中带来的一些冲击。一个朋友曾
经说过：
“我们的忧患意识太强了！”但这里的
忧患意识却表现在坐公交车你争我抢，生怕
挤不上去；红绿灯路口争先恐后，生怕慢了一
步……我们的生活阅历让我们经常处于一种
紧张的状态，失去了生活的从容和恬淡，把精
力放在了戒备和应急上，反倒丢失了生活的
本真。
经历了岁月的沉淀，理应像一坛经年的
美酒，或是一壶陈年的普洱茶，越来越醇香。
年岁的增长在去掉了我们的青涩后应该带给
我们雍容和典雅。我们走过了许多路，其间
可能沟沟坎坎，但是我们看过一路风景提高
鉴赏能力的同时，应该抖掉钻进鞋子里硌脚
的碎石，轻轻松松地迈步向前，站在人生的巅
峰悠然笑看最美的风景，而不要被鞋里的碎
石磨出一脚的水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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勐果河里的乡愁
□ 李剑虹

每个人的身心中都安放着一个
故乡，安放着一条似血液般流淌、无
私地滋养生命的河流。
我一直认为，勐果河是大自然赋
予父老乡亲的恩泽，是上苍对这片
土地深深的眷恋，因此，勐果河的河
水一直流淌在我的梦中，流淌在我
的血脉里，成为了我生命中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
勐果河，又名大环川，是金沙江
在滇中北高原的一级支流，也是当地
乡民们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滚滚的
河水从源头猫街镇旧长冲村观天山
南麓一路奔腾而来，穿山越岭，绕村
过寨逶迤流淌，流经猫街、高桥、插
甸、
田心、
发窝、
环州、
东坡和万德 8 个
乡镇 198 个村，流域面积 1737 平方公
里。在勐果河流经的 103 千米河两
岸，世代居住的各族群众每天都离不
开河水，大家去河边挑水，在河边洗
衣 ，还 牵 着 牛 马 去 河 边 饮 水 、吃 草
……水桶“吱呀吱呀”的响声、
捣衣杵
“梆！梆！
”
的敲打声、
水牛
“哞哞……”
的叫声在晨曦的薄雾中此起彼伏，欢
歌笑语随波荡漾。偶尔，河岸上走来
一队马帮，
马锅头骑在高头大马上，
醉
眼迷离哼着古老的情歌小调。
滇中北高原勐果河两岸的田野
里，村民们根据时令种上了稻谷、小
麦、玉米、豆类等农作物。对于村民
来说，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有个好收
成，而水是土地的命脉，勐果河在抗
旱保收上可是大功臣。大旱时节，农
田禾地咧开了干渴的嘴巴，庄稼奄奄
一息地快要死去，眼看着秋天就要颗
粒无收，村民们心急如焚。这个时

候，德高望重的老村长会带领村民们
抬来抽水机，人们将长长的管子伸入
勐果河，在机器的轰鸣声中，河水被
抽了上来，源源不断地向农田流去。
看到庄稼活过来了，村民们的脸上就
绽开了笑容。
数不尽的岁月时光里，勐果河承
载了人们的欢乐、希望和寄托，她用
甘甜的乳汁浇灌了宽广的良田沃野，
无私地养育了滇中北高原罗婺儿女，
在她的身畔，人们五谷丰登，安居乐
业，繁衍生息。奔流不息的勐果河见
证了这片土地在历史长空中所经历
的风风雨雨，孕育了璀璨夺目的石刻
文化，更是培育出“开山化石，励志图
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水生态与
人文精神。
如今的勐果河更具魅力，新建成
的勐果河桥是下游乌东德水电站涉
及的东坡乡被淹没区库周安置点白
马口、东甸两个村委会 2000 多移民
群众出行的必经节点，也是白马口码
头连通东坡乡及县城外界的重要交
通节点。既能给当地人民群众生产
生活带来便利，又能满足直达金沙江
的通行，还将为开发金沙江旅游、调
整热带作物产业等奠定坚实的运输
基础。
信步徜徉在勐果河畔，亭台楼
榭，街坊寺庙，小桥人家，美不胜收。
高桥古镇勐果河上那高高的石拱桥
下，油菜花铺满田野，翠竹林迎风摇
曳，稻浪翻波烟叶飒爽，一派生机盎
然。游历在勐果河边，从一座座古石
桥或新架桥上悠悠穿过，耳畔的旋律
古老动人，
眼中的河水波光荡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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栀子花不知道自己有多香

理想生活 即刻开屏

□ 耿艳菊
地铁站入口处有一个很平常的早点
摊，卖粥和鸡蛋灌饼。卖早点的是一对很
平常的中年夫妻，
黑而结实，
有岁月风霜的
痕迹。两个人配合默契，
默默地忙着，
男人
做鸡蛋灌饼，女人盛粥打下手。清晨凉爽
的风静静拂过，
寂然无声。
一天天，
一年年。地铁站人来人往，
步履
匆忙。卖早点的夫妻像地铁站入口处的木槿
树，
寒来暑往也好，
雪雨风霜也罢，
总是静静地
默守在那里。有趣的是早点摊就在两棵木槿
树之间，
木槿树开花的时候，
很美的。远远走
来，
看到早点摊和花树和谐相搭，
诗情画意里
袅娜着的是人间烟火。常常，
盛粥的女人鬓边
爱簪着一朵淡紫的木槿花。花美人亦美。

一个半小时后，
出地铁站口，
在栀子花
盛开的季节，会有一个穿月白衫的老妇人
笑盈盈坐在那里卖栀子花。栀子花搁在很
古的竹篮子里，洁白清爽，像老妇人的笑
容。老妇人旁边还有一个头发眉毛皆白的
慈祥老爷子，坐在轮椅里，也是笑眯眯的，
静静地看花，
看老妇人，
看行人。
老妇人和老爷子就住在地铁站附近的
胡同里，
他们家有小院子，
养了一院子栀子
花。老妇人小心翼翼摘了放进竹篮子，倒
不是真正为卖花，是惜怜，白白凋零了可
惜，不如让更多人闻闻花香。再者又可以
推老爷子出去转转，
看看，
散散心。有行人
蹲下来看花，
聊天，
一串串笑声比栀子花还

明亮。老妇人不肯收钱，
推来让去，
一竹篮
子栀子花多半是这样送出去的。
有时候，
在地铁里望着拥挤的人群，
不仅
不急躁，
反而会想起田园诗般的纪录片《人生
果实》。主人公英子87岁，
修一90岁，
用旁白
和独白的形式缓缓讲述一对老夫妻的平常日
子，
一生平平淡淡的生活纪录。这样平淡又
平常，
却仿佛走进一首清新静美的诗词里。
不仅如此，总有触动内心的旁白：
“发
自内心地觉得自己家好，安心地度过每一
天，
比什么都好。比起金钱，
人更重要。
”
没
错，人生再多的意义和争强好胜都不如安
心过日子美好。还有两句独白：
“风吹枯叶
落，落叶养肥土，肥土丰果香。孜孜不倦，

不紧不慢。”淡淡缓缓，朴实而精妙。说白
了，
人一辈子就是顺应自然的过程，
缓缓生
长，缓缓盛开，缓缓凋落，急不得，投机不
得，
也张扬不得。一急切一张扬，
人生的味
道就变了，
不醇厚了。
非常喜欢安妮宝贝的《天性》，
她写道：
有时在席间，
但见每人妙语连珠，
却令人渐
渐觉得索然。如此聪明暴露，
是否也是一种
急迫。而急迫的东西，
通常总是不够优雅。
一个人要做到对自己的美，
聪明，
善良，
完全
不自知，
才显贵重。一旦有自知，
品位就自
动下降一个层次。就仿佛栀子花不知道它
自己有多香，
兰花不知道它自己有多幽静。
天分，
天性，
从来都不需要发言和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