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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马掌箩 □王家凯
峥嵘
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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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不论贫穷或是富有，都会有
自己的心爱之物。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就
有两样心爱之物：土地证和马掌箩。

20 世纪 50 年代初，农村实行土地改
革，大红的土地证被父亲保存在一个小箱
子里。他不识字，但经常会把土地证拿出
来看看。这时，我和大哥就会凑过去看，
那上面我家的8亩多土地地名、面积、新
分的或原有的写得清清楚楚。新分土地
与原有土地基本各占一半，而且，原有的
土地是远离村子的山地，新分的土地则是
坝子里的好地。

那是父亲最开心的一段日子。当时，
农民买牛的多，买骡子买马的也多。买牛
用于耕地，买骡子买马用于驮运生产生活
物资。父亲有一手绝活，马掌钉得特别
好，周围村子里农户的骡马几乎全是他帮
忙钉掌。他有一个用细细的藤条编织的
扁形的小提箩，里面放的全是钉马掌的用
具削刀、钉锤、夹锤、马掌、钉子等，放在家
里固定的位置，谁家的骡马需要钉掌了，
只要叫一声，他立马放下手中的活计，提

着马掌箩便去帮着钉掌。
钉马掌的活几乎全是在村外的一棵大

板栗树下进行的。有时，他还会叫我提着
马掌箩与他一起去。开始时，见他把大片
大片的马蹄从骡子、马的蹄子上削下来，我
露出了惊讶的神色，难道骡马不会疼吗？
他说，骡马的蹄子好比人的指甲，削的时候
是不会疼的。钉马掌最要紧的是钉子只能
钉在蹄子上，不能钉到肉上。马蹄削平整
后，把马掌敲打合适，安放在马蹄上，父亲
便开始钉掌。他先把专用的马掌钉钉尖衔
在嘴上，沾一点口水，再仔细地倾斜着把每
一颗钉子都钉出马掌之外。这样，马掌就
牢牢地钉在了马蹄上。钉了新掌的骡马好
比人穿上了崭新的鞋。为了让那些性情暴
躁的骡马也能顺利钉上掌，父亲特意在板
栗树下栽了3根拴马桩，再犟的骡马拴上
去，也只能乖乖地听从摆布。

父亲一生坎坷，出生仅10天，祖母便
离他而去。在一个边远的小山村，在那缺
医少药的年代，父亲能够生存下来，全都
是因为有曾祖母的精心照料。当时，曾祖

母经常会在家里做一些饭菜，看见哺乳期
的妇女，就热情招待，只求人家给父亲喂
口奶。可以说，父亲是吃百家奶长大的。
他热心为村民钉马掌，就是对哺育了自己
的乡亲的一种感恩，一种回报。

除了钉马掌，父亲还学会了做瓦和烧
瓦。他带领一些村民，整修了村旁的老瓦
窑，并新砌了一个瓦窑，两个瓦窑轮流烧
瓦，一幢幢新瓦房在小山村里拔地而起。

父亲，好像有使不完的劲。无论世事
如何变迁，父亲的生活发生多大变化，有一
样一直没变，那就是马掌箩始终没有离开
他。生产队那些骡马钉掌的事依然由他承
担。每钉一次马掌，生产队给他记3分工
分。生产队的骡马一次次穿上崭新的

“鞋”，欢快地走在故乡弯弯曲曲的山路上。
父亲已经离开多年。每当想起他，就

会想起他的马掌箩。他口衔马掌钉，专注
地为骡马钉掌的形象永远定格在了我的
记忆里。

（作者原工作单位：云南省交通运输
厅信息中心，75岁）

过桥米线
□杨合辉

食在
云南

过桥米线是云南名特小吃，在云
南，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相传为了科考，有一位书生把自己
关在一个小岛上苦读，由于路远，其妻
每每给他送饭都是冷了。偶有一次，她
熬了一锅鸡汤，把米线放入其中，送到
岛上，发现鸡汤上面盖着一层油，下面
的汤还很烫，她先生吃上了一碗烫烫的
米线。由于到岛上要过一座桥，后来就
把这种米线称之为过桥米线。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要吃上过桥
米线还真不容易，专县上的人甚至把吃
过过桥米线作为一种炫耀的资本。

我是到昆明上学吃的过桥米线。
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昆明市仅有两
家过桥米线卖，一家在南通街口，由于
有些背，没有找到；一家是在东风西路
百货大楼旁的昆明饭店，八角钱一
套。当时，吃过桥米线还很新鲜，也很
神秘。

那时就流传一个“二龙吐须”的故
事。说是一位乡下人到昆明吃过桥米
线，服务员端上配料和米线，他一看就
傻眼了，他听说过吃过桥米线有一定
套路，只是不知道怎么弄。恰好旁边
有一位昆明人也要了一套过桥米线，
老先生喜出望外，照葫芦画瓢。那位
昆明人很快就发现这位在学他，有心
耍弄耍弄。他挑起一根米线，在碗上
左三圈右三圈，然后把米线塞进嘴里，
那先生也挑起一根米线，在碗上左三
圈右三圈，然后吃下米线。昆明人得
意了，更加变本加厉地耍弄起来，挑着
一撮米线在桌子上绕了两圈，又在凳
子上绕了两圈，然后吃了米线，老先生
照本宣科。昆明人更得意了，肆无忌
惮地耍弄起来，挑着米线，绕脖子、绕
手、绕腿——然后吃下米线，老先生也
开 始 学 习 ，挑 着 米 线 ，绕 脖 子 、绕
手——那位昆明人实在忍俊不禁，“扑
哧”一笑，米线从鼻孔里钻了出来，这
位老先生一看，吓得丢下米线就走。
什么都可以学，这从鼻孔里弄出米线
学不了。

步入了市场经济年代，过桥米线
也像雨后春笋遍地开花，乔家兄弟靠
过桥米线铺就致富路，建新园打起了

“资格牌”。过桥米线也五花八门，有
海鲜过桥米线，有砂锅过桥米线，价格
也从十几元到几百元不等。

云南过桥米线，要数蒙自的最有
特点。出差到蒙自，早点被安排吃过
桥米线。我们一行六七个人，围拢一
桌，服务员端上一碗汤，那碗大得出
奇，好像一个小洗脸盆。我暗想，蒙自
人精细，一桌用一碗，但紧接着一碗接
一碗，一人一碗，我感到诧愕。我第一
次吃这么大的碗，若端着喝汤，一个脸
都不见了。

如今，过桥米线已经冲出云南，走
向全国，走向世界。在国内的省会城
市，要想吃过桥米线，那是一件非常简
单的事，我去新马泰旅游，竟然也有过
桥米线。当然，那些过桥米线自然不
能同昆明的过桥米线相提并论，更不
可能同蒙自的过桥米线“PK”。

（作者原工作单位：云南省水利
厅，66岁）

所谓恬然冲静，即淡泊宁静；所谓长
龄，即长寿。因此，“恬然冲静保长龄”的意
思也就是，一个人假如能够保持平和的心
态，少些折腾，多些安静的话，是可以健康
长寿的。这观点是清人纪昀（纪晓岚）在

《阅微草堂笔记·槐西杂志》中提出来的。
纪昀的这一认识，基于这样一个故

事：河北沧州有位一百零一岁的老奶奶，
身体强健吃饭也很好，皇帝多次下达赐恩
的诏书，乡里的公差也想为她报官领取粮
食衣服，但她一概予以谢绝不愿接受；有
人又想为她建牌坊，同样被她所拒绝。于
是就有人问她其中的原因，她感叹道：“我
是个穷人家的寡妇，我的命本来很薄，吃
了很多苦受了很多累，是神灵同情我，所
以，我才如此高寿。假如我过分享福，那
么，我的死期也就到了。”

百岁老人，即便是在物质极大丰富，
医疗水平远非昔日所能相提并论的今天，
不能不说，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依然是
可遇不可求之事。所以，在清代，那位沧
州的老奶奶能够过到一百零一岁，无疑十

分罕见。也因此从皇帝到地方政府才会
如此重视，又是降诏显示皇恩，又是帮助
申请生活补助等等。而如果老奶奶接受
了这些，那么，可能发生什么样的事儿
呢？赴京城“谢主隆恩”大概是免不了的，
被要求参加地方政府组织的某些活动则
几乎是必然的——不是说“天下没有免费
的午餐”吗？

一旦老奶奶频繁“出镜”——应邀参
加各种活动，那么，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
况呢？她的正常生活节奏必然被打乱，平
静的生活必将被喧嚣所替代，内心的宁静
则有可能被波动所打破。也可以说，让她
健康长寿的某些重要因素将会消失。因
此，她说的“死期”很有可能悄然降临。我
还真的知道这样一个真实的事件：某个在
全国都有相当名气的“长寿之乡”，有一年
地方政府组织了一次“万岁宴”的活动，即
邀请一百位百岁老人一起吃顿饭，结果，
一位百岁老人在赴宴途中即撒手人寰。

我举的这个例子或许有些极端。但
是，一个相对宁静的生活环境，有利于老

人们的健康长寿则是毫无疑义的。多年
形成的生活习惯，一旦被改变，不利于老
人健康长寿同样是不争之实。而我们能
够想象的是，当一位从没出过远门，甚至
于已经有些年头不出村的百岁老人，忽然
收到地方官员的邀请，参加必定会被电视
台报道的重大活动的时候，其内心肯定会
发生变化，而单单是情绪的波动，是不是
就有可能诱发某些心脑血管一类的疾病？

对沧州的这位百岁老人的做法，纪昀
予以了很高的评价：此媪所见殊高——这
位老奶奶的看法非常高明。同时，纪昀还
对老奶奶之所以能健康长寿的原因进行
了揣度：计其生平，必无胶胶扰扰（动乱、
难以安宁）分外之营求（经营与追求），宜
其恬然冲静，颐养天和（保养人体元气），
得以保此长龄矣。

而这老奶奶的做法、纪昀的看法，能
不能给予同样希望健康长寿的我们以有
益的启示呢？

（作者原工作单位：江苏如皋中等专
业学校，61岁）

多年前，为戒烟酒，我选择登山，尤其
是在晨练时。刚开始就高起点，从盘山路
上倒着跑，顶风冒雨不间断。每天都是还
没睡醒，就迷糊糊爬起来，把自己推出门
外，登到山顶天才放亮。汗水遮住眼，搁
手撸一把；脚脖崴肿了，就一步步地挪，直
到能看见云山雾海。登到山顶的最高峰，
站在松软的草毯上，仰望苍穹，恰似在天
边。粗粗的喘息中，抑郁的心门被渐渐打
开，于是便习惯地张开双臂仰天长啸，浩
浩强音在松涛林海里回荡。转腰、踢腿、
抻臂后，再望雾海远山间的旭日，顿感轻
松至极，真正体会到了“会当凌绝顶，一览
众山小”的奇妙意境，生命如此之壮美！

几年过去，史如云雾。烟酒戒掉后，在
老伴的呵护下，我感悟出“融入自然，净化
心灵，健康快乐，六十重生”的健康理念，很
是管用。可落下个难缠的病根，就是深度
做梦不缓解，腰酸背痛好烦躁，总感心血供
不上。几年的中西医诊治后，自己却成了

“半拉大夫”，确认是以前“病态酒”伤得重，

三年五载难治愈。为了斩梦魔，我情系大
自然，退休后，坚持户外行走，延续着泡脚、
按摩、抻臂的好习惯，学会了“清理清空”，
就是不见好转，每夜都是梦中有梦，满堂
灌，记得清，特别累，起不来。思来想去没
招儿，还得坚持去登山。

终于有一天，我又抖擞精神，消失在
茫茫夜色之中。这是春天的拂晓，户外气
息凉爽，一股股梨树和李树花朵的清香味
儿扑鼻而来。这阵儿，再小跑起来还真费
劲，腿笨后背疼，接着冒虚汗，脚像坠铅
砣，跑一会儿就想停下来。节骨眼上，我
就用过去的登山精神，激发内在活力，震
撼沉睡的神经，并想起当年曾自豪地说，
这山是改造自己的山，盘山路是通往健康
神奇的路，鲜活的生命，只有和大自然紧
密相连，才能青春永驻！于是，心里便悄
然蝶变，渐渐看薄雾在山间缓缓飘起，听
景观桥下滚滚涛声，渐渐便能松开筋骨，
慢慢弹跳起来，时而还哼着歌曲。不一会
儿，就像当年那样潇洒，顺着蜿蜒崎岖的

石头台阶，鱼摆尾似地登上了久别的峰
顶。一个往返就是10多里地。

我能亲近这山上的一枝一叶，是因为
其赋予了我生命的活力；我眷恋这山上的
一花一草，是因为其搭建了我挑战极限的
平台；我感恩这山上的一亭一景，是因为
其开启了我强身健体、培育阳光心态的动
力之源。站在这掩映在薄雾中的峰头，呼
喊、抻臂、踹腿这功夫，忽见枝藤缠绕间，
一棵棵大树挺立在眼前，那就是高耸入云
的松林啊！巨大伞形的枝条上，一片片密
如蛛网的针叶里，那些硕果累累的松塔，
给人以气势恢宏的遐想，惬意绵绵的回
味。就是在这大片的松林里，我挥洒着滚
烫的热汗，释放着奔放的激情，憧憬着夕
阳的时光。瞬间，我心如潮涌，热血沸腾，
忍不住摘下一个松塔，宝贝似地亲吻起
来，大踏步向密林深处跑去，竟然还哼唱
起“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作者原工作单位：吉林省通化市商
务局，64岁）

恬然冲静保长龄 □严阳
养生
之道

登山的魅力 □祝连思
夕阳
之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