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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记

闲话

忙 秋
□ 安宁

早晨刚刚起床，阿尔姗娜就问奶奶：
妈妈什么时候回来？
下午五六点吧。奶奶回答。
但阿尔姗娜搞不懂时间的确切界
限，只是觉得下午遥遥无期，于是问了一
遍又一遍，直到爸爸同意带她去公园玩，
以此消耗漫长的等待时间。她骑了木
马，采了芒草，看了红叶，又在秋天的湖
边走了一圈，把对我以及我所带来的礼
物的巨大期待，消磨在湖水细细的涟漪
中，最后再让爸爸带她吃了一顿馆子，这
才快马加鞭地朝家中赶。
我一进门，她就迫不及待地朝我喊：
妈妈！随后一双闪闪发光、似乎在寻找
宝藏的眼睛，
热烈地盯在我的行李箱上。
我将买好的小熊猫冰箱贴、
奶瓶宝宝
挂链、
陀螺、
糕点等礼物，
全部装在一个袋
子里交给了她。她兴奋地接过来，
旋风般
跑到沙发上，一股脑全倒出来，好像从山
洞里抢了一大袋子珍奇异宝的强盗。
这个“强盗”将所有宝贝拆开玩了一
遍。看着陀螺不停地转啊转，将奶瓶宝
宝挂链的脑袋摇头晃脑地转了一圈，把
小熊猫冰箱贴在家里所有的铁器上试了
一遍，糕点逐一尝了一遍，然后她突然转
身对我说：妈妈，你为什么这么爱我，每
次出差回来，
都给我买很多的礼物。
因为你是妈妈生的啊！我照例将这
句回复了千万遍的话说给她。
她呢，也照例深情地对我倾诉：妈
妈，我爱你。说完了，便捧起我的脸，啪
一下亲我一口；又将脸蛋放到我的嘴唇
上，
让我也亲她一口。
我的心里涌过一阵暖流，好像水流
穿过暖气管道，那汩汩流淌的声响，在深
秋的黄昏里听起来，
如此地清脆，
悦耳。
饭后，跟阿尔姗娜一起读日本鬼怪
漫画之父水木茂的《妖怪大全》，看到里
面有个叫“忙”的妖怪，谁若是被它附了
体，就会莫名其妙地忙碌起来，一刻也不
能消停；一旦安静下来，就会有做了错事
似的坐立不安。
看，这个“忙”妖怪，多像妈妈刚刚给
你从成都买来的陀螺，永不停息地转啊
转。我说。
也像你，你都忙得好久不陪我看书
了！阿尔姗娜补充并抗议道。
我愣了一下，随即叹息：但妈妈最幸
福的事，
就是不忙，
可以天天陪着你玩。
那明天我不去幼儿园了，我们一起
去捡树叶好不好？
我扭头看向窗外，
恰好有一片干枯的
树叶，
悄然划过黄昏，
飘向即将埋葬它的大
地。一阵风吹过，
它似乎生出悔意，
调转方
向，
奋力朝半空中飞去，
仿佛要用尽平生的
力气，
去拥抱一朵秋天的云。在它的一生
中，
这是唯一可以离开枝头的时刻，
如此短
暂，
却积蓄了它全部的热望与梦想。
我知道过不了多久，它就会回到大
地，再有一场秋雨，便腐烂成泥。它所有
光芒璀璨的时刻，都凝聚在我无意中瞥
见的轻舞飞扬的瞬间。它为这一刻，整
整等待了一生。
而我，曾经许诺阿尔姗娜去看城中
森林，却等到树叶快要落光，忙碌不休的
我，
还没有将诺言兑现。
无 论 如 何 ，这 个 周 末 一 定 摆 脱 掉
“忙”这个附体的妖怪，陪阿尔姗娜去看
看秋天。这样想着，我在窗外吹来的秋
风中，
紧紧拥抱了一下阿尔姗娜。

乡愁二道河

A15 副刊
□ 沧江鱼

避暑胜地、
山野寻趣、
乡愁打卡……
热闹。在这里，各种声音交织，节奏
二道河村无疑是不错的选择。
不一，高低各异，生动了幽静的村庄，
凤庆县城西南方向沿着京竹林村
勾勒了烟火的气息。村庄背后有块
乡村公路蜿蜒盘旋而上。一路上，绿
稍平坦的草地，曾是县城驻军军训场
意盎然的茶园层层排布山坡上，田头
和跑马场，而今战争的气息早已被时
地边间隙葱翠繁茂的核桃林遮阴避
光泯灭，绿油油的野草依然茂盛，引
日，青瓦白墙的三层或两层的砖混结
得牛羊觅食撒欢流连忘返。
构乡村别墅在绿叶丛中或隐或现，房
一直以来，二道河坚守着这份清
前屋后、公路两旁、地边坡坎，各色各
幽宁静，
无争，
无欲，
繁衍，
生息。2019
样矮的高的灌木的独株的黄的红的紫
年，
沪滇协作项目跋涉千里，
送来了团
的花草见缝插针舒展着，
婀娜丰姿。
结协作共赴小康的祝福。内联外接的
舒爽惬意中，十多公里路程转瞬
道路通畅了，公共服务设施补齐完善
即逝。半山腰上，一座木雕构架的仿
了，茶叶、核桃、果蔬等产业强基壮骨
古廊道坐守山梁，以观景台的形式将
争相富足村民的口袋。乡村游的热潮
四周的山峦沟壑、
原始密林、
县城全景
掀开了二道河隐居深山的面纱。
以及整个二道河景致尽收眼底。观景
城里的人来了，邻县的人来了。
台旁新修建的停车场，密密麻麻的车
曲折蜿蜒的青石板小道上，游客呼吸
辆无言地叙说二道河的热闹和魅力。
乡野的清风吐纳泥土的芬芳。清澈
翻过山梁，徒步入村。村民巧手
的河道里，孩子们将童年的欢乐洗刷
编织的竹篱笆墙上，蔷薇花、黄瓜、缅
得淋漓尽致。撒马场上，人们亲抚自
瓜以及各种野花争先展示自己的绣
然追逐牛羊。越野道上，骑手冲击刺
花功夫，绿色藤蔓穿针引线、五彩花
激锤炼胆量。文化广场上，人们牵手
朵鲜艳娇娆。村民把勤劳质朴洒布
狂欢，
品味特色小吃。
房前屋角，瓜果园、蔬菜园、鲜花园、
村民茶相华的小吃摊热闹非常，
茶 园 …… 园 园 清 香 ，这 是 故 乡 的 气
他家作坊生产的豆腐脑香嫩酸甜，烤
味，
是乡愁的具象。
豆腐外焦内酥，游客无不交口称赞。
二 道 河 ，因 两 条 河 穿 村 而 过 得 “母亲做了一辈子豆腐，现在交到我
名。清澈的水流从山顶曲拐流下，穿
手上，我会好好传承下去……收入还
越村庄涌下山去，归入县城主河流迎
可以，虽然比不了从前在广州打工的
春河。河道曲折，时急时缓，流水潺
收入，但值得。”忙碌的空闲，茶相华
潺，灵韵悠然。村民依山而居，临水
实诚地与我们交流。
劳作。咯吱咯吱摇晃的水车引水入
“外面再好，
还是不如家乡好，
外面
渠，吧嗒吧嗒擂响的舂兑锤碎谷米， 的风光是为别人作衬托，
只有自己的家
轰隆轰隆旋转的石碾精细地蹍磨玉
乡风光才是真的风光！
”
家乡情结总是
米。公鸡总是在每个特定的时间里
最具感召力，
茶相华以及无数游子纷纷
“喔喔喔”，母鸡也在“咯咯咯”抒发着
将异乡的飘零打包成为归家的行李。
心情，狗的汪汪汪声也不甘寂寞。俗
悠悠天宇旷，切切故乡情。二道
话说：鸡不打鸣狗不叫，娃娃不哭不
河，
让我们真正记住了“乡愁”。

世相

停走的时针

□ 郭松

手 表 ，曾 经 是 早 些 年 稀 罕 的 物
说真话让父亲难过，情急之下便说：
件，喜欢听那“滴答滴答”的声音，总 “妈去乡下大舅家了，大舅家没有电
是一个节奏地行走，走得那么不慌不
话。”父亲便说：
“ 那我们去找她啊。”
忙。然而，十多年前探家的一个晚
我便说：
“我们可以去找她，可是你的
上，我看见时针在父亲的口腔里行
脚没法走，怎么去啊？”父亲无奈地叹
走，他的牙齿脱落得越来越多了，时
了口气：
“好吧，
那等我脚好了再去。
”
针让他逐渐驮了背。
父亲不停地找啊找，找出来的东
临睡前我到父亲的房间，看见他
西从不会归位，房间总是一片凌乱。
还没有睡，将袋子、信件、照片等摊了
我一边收拾一边问：
“爸，你究竟要找
一桌，不知道他要找什么。他默默地
什么？”父亲也说不清要找什么，总是
坐在桌边，
不停地找啊找，
暗暗的灯光
说：
“不见了不见了，
被偷走了……”
他
将他的身影映衬得孤寂。我心里一阵
的神情焦虑不安，我看在眼里疼在心
泫然，
他在记忆的时间里迷糊了。
里。他曾经那么有条理，把家里收拾
“爸，你不睡觉，在找什么？”
“手
得整洁；
他曾经记性那么好，
不管什么
表 ，我 的 手 表 不 见 了 ，你 快 帮 我 找
事都记得……可现在，他什么也记不
找。”父亲语气焦急。其实，父亲戴手
得了。有时候我很矛盾，一方面愿意
表只是习惯，他已经几乎不看时间
他什么也记不得，记得的痛苦就不会
了，曾经让他依赖的手表，现在已是
沉重地将他碾压；另一方面看到他无
多余的。即便他抬起手盯着手表长
意识地找啊找，
我又忍不住恻然，
他大
久地看，时间对他来说就是个迷宫， 概也意识到曾经的生活已经离他而
去。岁月偷走了他的记忆，他再也没
进不去也出不来，他已经没有了时间
的概念，
在母亲走后他便痴呆了。
有能力感知岁月的沧桑和生活的琐屑
我在那堆零乱的东西里翻出一
了，想来一向好强的他是不甘心的。
可是，
他什么也不能做了，
只能凭着一
块电子表。父亲焦急地摇头，
“ 不是
这个，
不是这个！
”
种无意识，
不停地找啊找……
我当然知道，
他要找的是梅花表，
我想，父亲要找的，不只是一块
不是电子表。母亲走后，
父亲把母亲戴
手表，他要找的还是一段时间，在那
了几十年的梅花表戴在自己手上，
然而， 段时间里，岁月静好，一家人都健康
快乐，他温文儒雅，体贴担当；儿女聪
在他出现痴呆症以后，
那块手表竟然停
走了，
我便买了一块电子表给他。可是
明伶俐，乖巧孝顺；夜深人静的时候，
一家人都安静地睡下了，他和母亲还
他并不喜欢，
还是常戴母亲那块坏了的
在暖暖的灯光下，满心欢喜地一针一
梅花表。我想，
那块手表对他来说不是
看时间，
而是他与母亲连在一起的象征。 线为儿女缝补……当他的灵魂像失
母亲刚走那段时间，父亲常吵着
重的星星，脱离了轨道迷糊在无边的
要打电话给母亲，可我到哪里找一部
昏暗处时，他的时针也永远地停走在
可以连接阴阳两界的电话呢，又不忍
了那段时间里。

市井

母亲与柚子
□ 李小云

“ 一 年 好 景 君 须 记 ，最 是 橙 黄 橘 绿
时。”每到秋末冬初，我们都会带上母亲驱
车到离酉阳县城几十里外的酉酬购买当
地的柚子。而现在才初秋，母亲却已开始
念叨酉酬柚子了。
记不清从哪年开始，母亲对酉酬柚子
情有独钟，
且一定要亲自去采摘。我们不理
解,母亲为什么每次都要叫上我们姐弟一大
帮人去那里买？其实，
城里是可以买到同样
的柚子的，
甚至比现场采摘的还要便宜。
犹记去年到酉酬的情景。
汽车行驶在弯弯曲曲的公路上，虽已
初冬可两旁仍然青山蓊郁，稍不留意流动
的色彩便充盈双眼。隐隐约约还能听到
酉水河潺潺流动，和着清脆悦耳的鸟鸣，
欢快活泼。
不经意间就到了目的地。
已年过七十的母亲一看到满山遍
野 的 果 树 ，就 迫 不 及 待 下 了 车 ，拿 起 袋
子准备去果林，当得知柚子已全部采摘
完时显得有些失望。可听果农说还有
椪柑没摘完后，一向不怎么喜欢吃柑子
的母亲执意要去摘柑子。大家便随母
亲走进果林，走向星星点点栽种在柚子
林里的椪柑树。
柚子虽然摘完了，可恬淡而绵长的柚
香还弥漫在仍绿得发亮的柚子林里。我
们姐弟几人游走在果林，有一句无一句地
东拉西扯，而母亲和两个侄儿仿佛进入乐
园般兴奋。我知道，对于与土地打了几十
年交道的母亲来说，能这么近距离嗅到丰
收的气息绝对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母亲很快来到一棵枝头挂满椪柑的树
前，
招呼我过去：
“你看，
结得好多啊！这里
阳光充足，土地松软，这柑子绝对好吃！”
“嗯嗯嗯，好吃好吃。”我随口说道，心里却
想，你又没试过怎么知道好吃？母亲也没
理我的敷衍，
自顾自地享受着，
深深的满足
使她像孩子似地笑起来。脸上如吹皱了的
静湖，
细纹清浅荡漾，
那不再明澈的双眸也
闪烁着光。那目光，
已变成隽永的亮，
扫过
每一个果实，一一问候，与它们交换着心
语。我被母亲的神情感动了，仔细看向那
棵挂满椪柑的树，绿油油的叶间点缀着金
灿灿的果，金灿灿的果摇曳着沉甸甸的丰
收的梦。也许母亲的感受更浓烈些吧，也
许这就是母亲此时的诗和远方吧。
母亲过去的岁月很艰辛，就算是到丰
收季节，
遇着丰收的年景，
也未必有
“稻花香
里说丰年，
听取蛙声一片”
的惬意。定是白
天忙着把玉米黄豆之类的收进屋，
夜里盘算
着怎么把这些变卖，
第二天早上就要背到几
十里外的集市上换回几张轻薄的钞票，
放在
最里层的衣兜里，
等我们上学时用。那样的
境遇里，
哪有太多丰收的满足呢？
由于大家都不怎么爱吃柑子，加上柑
子放不了几天就会坏，最后走出果林时，
手里提着的也只有那么几小袋，但大家收
获的应该不仅仅如此。
看见我们走出果林，热情的果农赶紧
招呼我们试吃柚子。掰开一瓣分一点放
进嘴里，细细地嚼，慢慢地尝，唇齿间那淡
淡的清香慢慢舒展，慢慢沉淀，酸中带甜
又夹杂着一丝苦，直到吃完，仍留下满口
清冽的香韵，丝丝缕缕融化在暖暖的冬阳
里。于是大家推开果农的库房门，金黄的
柚堆上便泼洒了一层层的欢笑。我们一
口气装了四五袋！坐上回家的车，母亲依
然激动不已。
蓦地，我似乎明白了母亲为什么非要
来这里的原因了：这里泥土的清香，山风
的呢喃，丰收的气息所带给母亲的快乐是
在城里的柚子摊上购买不到享受不到
的。于是我默默祈愿上苍恩赐更多的这
样的欢乐予母亲，愿这橘柚飘香的好时节
悠长再悠长……
期待着今年酉酬柚子成熟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