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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镇铁匠铺

人物

故里
□ 杨泽文

在滇西杉阳古
镇仅存的铁匠铺里
见到和跃昌老人时，
他
正靠在一把陈旧的竹篾椅子上，
眼睛半睁半闭
而显得似睡非睡，
双耳似乎正在认真聆听着铁
锤不断敲打一件铁农具的声音；
要是感觉到某
一个叮当声不对了，
他就会立即睁开双眼，
扫
视眼前正在挥汗打铁的两个儿子，
或者说扫视
一下两个儿子正在打制的那件铁农具。
老铁匠和跃昌是纳西族，祖籍在滇西北
的丽江。从祖父那一辈开始就凭着过硬的打
铁手艺，随着茶马古道一路向南飘零到了大
理，然后再沿着博南古道一路往西流落到了
永平县博南山西麓的杉阳。从此把他乡当故
乡，
靠一手打铁技艺在杉阳古镇安身立命。
和跃昌的铁匠铺位于杉阳古镇的东南
角，由东南入镇的乡村公路要从铁匠铺前经
过。许多由此进镇的乡村农民，时常听到的
自然是早已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叮叮当当
打铁声。他们使用过和正在使用着的各种
铁农具，大都在这个陈旧的铁匠铺里打制出
来。在乡村集镇到处都有农用铁器售卖的
年代，杉阳大地上的盘田种地者，却大都喜
欢到和跃昌的铁匠铺里定制适合于自己使
用的铁农具。这样定制的铁农具不仅质量
有保证，而且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打制

闲话

可大可小或可重可轻的独有铁农具，从而让
子的打铁声外，就是时不时地转出通向田野
铁农具和使用者之间达成最佳的匹配，让铁
的街巷，
看看田园风光，
望望大地景色。而一
农具使用者舒心和放心。
旦想到从祖父辈开始，至今已有四代人为阳
和跃昌的铁匠铺，除了给许许多多不一
光充足的杉阳大地打制了数不清的农耕铁具
样的人不断打制如意的铁农具之外，还要面
时，
免不了心潮澎湃，
也少不了泪盈眼眶。作
对相当一部分从乡村土地上返回等待修理
为杉阳古镇里的一个老铁匠，和跃昌老人似
或翻新的陈旧铁农具。也就是说，一件崭新
乎比那些土地上的农民，更早地闻到庄稼成
的铁农具从铁匠铺里被买走之后，短则一两
熟的气息。因此每到麦芒初黄或稻穗开始低
年、长则四五年，这件铁农具就会再次出现
垂时，
他便少不了提醒两个儿子找好钢板，
准
在铁匠铺里。接下来，这件陈旧的铁农具就
备为收割者打制一把把上好的镰刀。在和跃
被放入到炉火中烧红，然后在大铁墩上经过
昌老人的意识中，一个好铁匠要懂得追赶着
一阵密集锤打的叮叮当当声之后，一件陈旧
季节来做铁活儿……
的铁农具要么完成了修刃，要么被彻底翻
在杉阳古镇里，
老人当然属于
“沉默的大
新，抑或被打制成了另一种崭新的铁农具。 多数”，是靠手艺谋生的卑微者，但也因此更
在铁匠铺里，正是这些看似没有多少新意的
受人尊重和敬爱。因为在他的身上，不仅体
劳动，对杉阳大地上的农耕者来说，却是不
现了对祖传打铁技艺的努力传承，而且还充
分体现了一个民间匠人所应有的素质与品
可或缺而意义非凡。
和跃昌打铁为生大半辈子，如今铁匠铺
格。这样的民间铁匠，
不要说是在杉阳古镇，
里的许多手工设备，已经逐一更换成了电力
就是在滇西的许多古老集镇里，也同样难得
驱动的新设备。比如空气锤、电焊机、砂轮
而不可多得。如今，杉阳古镇里的一切“宁
机、
切割机、
磨光机、
台钻、
鼓风机等等。更可
静”与“古典”，早已被无法抵挡的“喧嚣”与
喜的是有了一定经济基础的两个儿子，分别 “现代”所覆盖。只有大龙井 45 号和氏铁匠
在铁匠铺旁边建盖了两栋非常漂亮的楼房， 铺里那整天叮叮当当的打铁声，依然在强劲
与低矮的铁匠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年迈
地传递着博南古道上最大驿站的古老气息。
不能再打铁的和跃昌老人，除了时常到铁匠
而一个古镇铁匠铺里父子三人所进行着的一
铺里靠在竹篾椅子上，边品茶边聆听两个儿
种坚守，
足以让许多外来目击者动容。

春暖花开，
一路向前
□ 代兰礼

苗青 摄摄

城里

闹依旧，我只是安静地走过，不留一丝
痕迹。正如徐志摩先生的“轻轻地我
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挥一挥手，不
带走一片云彩……”
走过流年，不再感慨岁月的无情，
不再惦念昨日的过往，郁郁寡欢！时间
煮雨，斑驳了流年，沧桑了过往，光阴数
载，春风拂柳，阳光明媚，看流云肆意漂
泊 ，欣 赏 红 花 如 何 绽 放 ，聆 听 溪 水 东
流。不再去想，一路的风景归了谁的等
待；不再去问岁月，走过的路，归途在何
方？漫漫人生旅途，错过了花，但总会
遇见春暖。
时光在不经意间溜走，还有多少故
事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呢？生命在不停
地重复着一次次的擦肩和别离，每一个
花开的轮回都验证了岁月的更替；你走
过的路，会成为回忆里的风景；你经历
过的，会成为财富；曾经生活赋予你的
多少负担，会成为你的礼物；你所受的
路，
会照亮未来的路！
春暖花开，
一路向前！

柳絮雀影

节日后的狂欢，一个人的落寞。热
闹的鞭炮声渐渐远去，大雁北归，春暖
花开。红尘如往昔般熙熙攘攘，回眸走
过的历程，曾经拥有的美丽依然镌刻在
脑海里，路过的人，走过的景，早已成为
一幅美丽的记忆画卷，唯有掌心留有丝
丝温暖。
校园外的菜花黄了，桃花红了，梨
花白了，桃红柳绿，好一幅美丽的山水
画。流年似水，此时已是阳春三月，小
草青青，舞动着时光的静美。陌上行
走，初心未改，前行的脚步在往昔的岁
月里坚强着，一直向着春暖花开的方向
行走……
窗外，春风吹拂大地，柳絮飘飘。
回首时光如此匆匆，流年的陌上，季节
更迭，一路向前，不问归期。静走于红
尘，时光依旧，人如往昔，只是不知为
何越来越喜欢安静，工作之余安静地
窝在属于自己的角落，听着喜欢的音
乐，翻阅着喜欢的文字，安静地守着四
季的变化，不喧闹，不依附。陌上的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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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鸥手记
□ 师国骞

从呈贡区来到滇池畔的观景路后，我目
的热带，徘翔着散热，有的干脆“嘭”一声滑
我们谨小慎微，反倒是个别游人以食作饵，
击了鹊黑的海鸥，像修鞋摊上的三星牌黑
入滇池，凝合羽翼，冷却成一件雪花银，作为
强横地捉鸥合影，甚至妄想家养，保安上前
钉。悬飞，并不危及性命，那是镇子里纯良
滇池俊丽的头饰。
制止，却恼怒地揪起翅膀往地上一甩，断了，
的鞋匠，三四块钱便为母亲修钉鞋跟；悬飞，
随了朋友的嘉愿，
老话说
“来都来了”
，
借
理直气壮的陋习惊飞了栏杆上的其他海鸥
那是我牵念九十公里外的母亲。
此一览滇池日落。待到游人清冷，
太阳圆钟一
们。可以猜想，诸如此类的惨剧，海鸥社会
天空高广，海鸥却是我目光中的皑皑白
般，
指明着归家的时刻与方向，
只见原本游憩 “一传十，十传百”，人类的口碑差点跌毁，但
色，但日光亮锃锃，海鸥横飞，逆光中只能看 “湖绿水”
的海鸥们纷纷飞上高空，
集结，
朝对
它们仍相信绝大部分人是友善的。
到它们不透光身体的一面，仿佛施展了易色
岸西山飞去。去年四月份，
我在银川的阅海湖
此刻，
西山是位慈母，
性情再难驯顺的海
术，竟能颠倒了皂白。我和恋人曾在海宴村
湿地看海鸥，它们转圈儿飞仿佛是在天上研
鸥们，
一想到家中母亲，
也变得乖顺了。看呐，
请一对情侣帮我们拍照，有张相片里，曝光
磨，
戏水好似挥毫，
只只斯文。但在云南，
它们
它们不再像钉子，列队，幻化为摆荡的线条
站于身后的落日，我们周身黑糊糊，仅以线
飞飏，
“熠熠似苍鹰”
，
群山在侧，
个个都是含藏
们。当排头的海鸥飞过山与天的交界，去到
条和暗影示人，剪影似的，若非在场者，恐怕
野性的汉子，
利落、
干净，
从不生锈，
清脆的叫
西山跟前，
青山作幕，
海鸥变回了雨雪霏霏的
都难辨我们是如何面对镜头的，背对或正
声鄙笑着大地世俗中已锈头锈脑的家伙。
白。西山母亲像在盘拢散发，天那边的绺绺
面？如出一辙。
即便是啄食游人抛向高处的或手中的
黑发正朝着山那边飘移、
缩短，
花白竟成了整
海鸥是太阳的子嗣，我联想到黑子——
面包时，它们也有李白所谓“鹰随月兔飞”的
蓬头发的色调。飞行的轨迹仿佛人变老的步
太阳口袋里的钉，企待钉紧白云，又掉落在
雄姿。你我如若担心误伤，纯属多虑。信， 子，
我又想起了母亲，
我在诗里这样写到：
“每
了空中，像刚刚历经淬火的银，裸露出黑色
诚也。它们未因思忖喂食者居心何在，便对
次见着母亲，
我都觉得变老／如此猝不及防”
。

打碗花
□ 朱法飞

“打碗花，打碗花，小娃娃，
莫碰它，碰了它，打烂碗。”这首
儿时的童谣，时时在我心中回
荡。打碗花，顾名思义，碗形的
小花朵，
开在路边或是草原上。
打碗花不是大红大紫的花，
在绿草丛中极不显眼，淡粉色、
小小的、
薄薄的，
在阳光下闪烁，
在晨露中沐浴。
家乡的山岗上和乡间小路
两旁开满了打碗花。外婆讲的
打碗花的传说，至今仍记忆犹
新。过去有个财主过大寿，
一个
漂亮的丫鬟给他煮了一碗长寿
面，没留神，一碗面在财主面前
落地，
把碗摔个粉碎。手狠心毒
的财主大怒：这是不吉的预兆，
让家人把小丫鬟活埋在路旁。
第二年春天，在活埋丫鬟的路
旁，就长满了粉红色的打碗花。
苦命的丫鬟，
死后也把美丽留给
了人间，那一个个粉红的小碗，
是她用生命换来的，
那粉红色是
她用鲜血凝成的。
外婆讲时，
眼里总是噙满泪
水。打碗花的童谣，
在家乡一直
吟唱至今。说来也怪，
打碗花虽
然好看，但是你千万不要采撷，
你一旦碰了它，
回到家里必然要
打烂碗。在那艰苦的年月，
购置
一套碗筷不容易，要是打烂了
碗，就没有盛饭的家什。于是，
长辈们都会反复告诫晚辈，
不要
去碰打碗花。要是哪个冒失鬼
不相信，去碰了打碗花，打烂了
碗，
肯定会被长辈打骂一顿。那
时，
我们就对打碗花敬而远之。
家乡的打碗花就一年比一
年多，小蜜蜂嗡嗡飞来，在她的
花蕊上采蜜；小蜻蜓轻轻地飞
来，在她眼前手舞足蹈；小蝴蝶
双双飞来，在她头顶讲着《梁山
伯与祝英台》的故事……打碗花
凭借她纯朴、自然的美，凭借她
善良、纯洁的爱，吸引更多生灵
的关注和呵护……
外婆病故了，
可她的故事还
留在后代的心间，外婆的坟头，
长满了打碗花，
和着大片大片的
苦菜花……
时光荏苒，
岁月如梭。现如
今，谁还会在乎打烂一个碗呢？
几十载春秋过去了，
我从农村老
宅搬进了城市。那年夏天，
我的
儿子去农村二姐家住了近一个
月，
孩子陪二姐在山岗上放牧，
突
然发现一朵朵打碗花，
他用小手
一朵朵地采撷着。他把一朵稍大
的打碗花放在手心里，
扬起小脸
对二姐说：
“姑妈，
你说我一吹这
小花，
能不能吹到我妈手里呢？
”
二姐笑了，
她知道孩子想妈
妈了。于是说：
“能，能的，你妈
明天就来接你！”二姐说着抱过
孩子，
又不厌其烦地讲起打碗花
的故事，
一遍一遍地教他吟唱打
碗花的童谣，并且再三叮嘱孩
子，
不要碰打碗花。
孩子听说妈妈明天来接
他，才不管打不打烂碗，就挣脱
出他姑妈的怀抱，开始大把大
把采撷打碗花。第二天我们来
接孩子时，他从屋里飞快地跑
出来，一边喊妈妈，一边把一大
束打碗花堆放在妈妈怀里。妻
子的眼泪润湿了儿子手里的一
朵朵打碗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