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四方

熊庆元

漂亮的羌绣手工艺品、传统的羌族漆器、羌山竹制
品……我们过了一个丰富而新奇的羌历年。

在北川过羌历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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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活 下来慢
重庆市渝中区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回首往事

当坐下来捧起书成为一个习惯
动作，读书就已经成为一种自觉行
为，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我爱读书，爱得迷恋，爱得忘我。

我家里最多的是书。进门的穿
鞋凳上是书。我穿鞋的时候就能拿
到书，目光就在书上扫射，脚上的动
作就变得缓慢而迟钝。有一次，我
左脚穿了白色的运动鞋，右脚居然
是一只粉色的皮鞋。到了学校，同
学发现了我怪异的搭配，我才注意
到脚下的“潮流”。

阳台的休闲椅上有书，茶室有
书，连厕所里也有书，床边、枕头旁自
然都是书。好几次妈妈收拾的时候
气不过，威胁说：“你再这样乱放书，以
后就不给你买书了！”这自然是妈妈的
玩笑话，她最爱给我买的就是书了。

记得有一天，我放学回家，一打
开门，就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包裹，看

形状我就知道是
书 。 我 心 跳 加
快，两眼发出贪
婪的光，像一条
饿 狼 一 样 扑 上
去，疯狂地撕扯

外包装。当一本本散发着油墨清香
的书出现在眼前，我如获至宝，迫不
及待地抓起一本，迅速翻看起来。
时间不知道过去了多久，当身后响
起妈妈高八度的“怎么开着门啊”的
惊呼时，我才回过神来。原来我站
在那里看书，连门都没关，背上沉重
的书包也没来得及放下来。

看的书多了，自然口头表达和写
作能力有了一定提升。我平时喜欢
搜集书中的好词佳句，爱上了写作，爱
上了咬文嚼字。看到街上广告牌上
乱用的字，就有种想上前纠正的冲动。

妈妈说我是一只肥硕的书虫，
只要一捧上书，就可以两耳不闻窗
外事。我很喜欢这个外号，我愿意
让书籍陪伴以后的每一天，让自己
长成一只更大更有内涵的书虫。

五年级上册的第一篇课文是
《窃读记》，文末有一句话是这样说
的：“记住，你们是吃饭长大的，也是
读书长大的。”感谢我的世界有书籍
的陪伴，也用这句话和大家共勉。

（作者系重庆市两江新区金山
小学五年级9班学生 指导教师：
黎虹豆）

“梭地下”，乃孩童胁迫大人之
惯用招式。重庆言子一个“梭”字，
简直太有动感。大意即重心快速下
沉，一般屁股先接触地面，随后整个
人顺势与地面最大限度亲近。打滚
蹬腿伴以各种哭泣嚎啕，其声吼吼其
势汹汹，大有不达目的不罢休之气概。

我的爷爷婆婆外公外婆皆在我
出生之前就去世了，爸爸妈妈忙于
工作常无暇顾及我，就托邻居婆婆
亲戚大爷轮流代管。大爷大妈不敢
更不舍得对我严加管束，导致吃着

“百家饭”的我骄气滋生蔓延，“梭地
下”的戏码一再激情上演。

妈妈在世时经常调侃，说我最
令人发指的一次发生在两岁左右。
当时我尚未到入托年龄，她成天在
厂医务室忙活，爸爸三天两头被外
派出差，于是只好把我放去表姨家
寄养几天。表姨的孩子大了，她平
日可以晒晒太阳打打毛线。

表姨家住渝中区，当时叫市中
区，她那地方好像叫“天官府”什么
的，我记不大清了。她家条件过得
去，丈夫是船上的，有次跑船回来，给
她带了一件当时绝对属于高档货的

“的确良”衬衫。表姨喜欢得不得了，
平时叠得整整齐齐放衣柜里，只有
逢过节生日什么的才舍得穿一下。

那天是周末，妈妈从沙坪坝进
城接我回家，刚到巷口就听隐约的
哭声。起初没在意，离表姨家渐近，
那嚎啕声愈发尖锐，然后她看见了
令她目瞪口呆的一幕：我身子在地
上翻滚，两只脚拼命踢蹬，一双手死
死抓住表姨的“的确良”衣袋，准确
地说，是拽，往下死拽。可怜那高档
衬衫，口袋已惨被“嗞啦”掉了一半。

表姨试图抱我起来，却换来更
加激烈的反抗与哭号。当过军人的
妈妈怒了，一个箭步上前用力拖开
我，才将欲哭无泪的表姨从我的爪
下解救出来。

原来，我要吃冰糕。可那时冰糕
岂是想要就有的？从此“一根冰糕引
发的暴力事件”在亲友中广为流传，我
的这一陋习也愈演愈烈：不上幼儿园，
梭；不好好吃饭，梭；天冷不起床，梭。
我六岁时又“梭”了一次，不过这次的
动因绝对理直气壮：我想上学。

看到邻居哥姐们天天背书包进

进出出，嘴里不时“aoe”念念有词，
一副满腹经纶深不可测的傲娇样，
我羡慕得眼睛都绿了，甚至把隔壁
小姐姐印着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文具
盒翻来覆去研究了好多天。

可妈妈告诉我，按规定得等到
七周岁。一听还要等上一年，失望
至极的我“呼”一下就地卧倒，一场惊
天动地的“示威”行动又上演了。如
果说以前偶尔还“梭”得有点虚张声
势，那这次绝对是发自内心，力度之
大声势之猛，实为个人史上之罕见。

妈妈叹口气，托人找了五星小
学校长，赔了好多笑脸，说我女儿真
的想读书啊，居然感动了严肃的校
长，破格同意收下了我。

秋天，我如愿背上妈妈参军时
的军用挎包，还有军用水壶跨进了
校门。比同班同学小一岁的我很珍
惜这靠“梭地下”争来的机会，第一学
期得了“三好学生”奖状，还有一个薄
薄的软面抄，封面上印着红字“军民
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我已记不起妈妈接过奖状和本
子时的表情了。不过，多年以后，看到
儿子递上哪怕一个小小的橡皮擦、棒
棒糖，说是老师发的诸如“本月全勤”

“积极发言”之类的奖励，我都会高兴
好一阵子。想来当年妈妈的心情亦
如此吧，只是我太小还不懂得，就像如
今十岁的儿子一样，还比较懵懂。

从小学开始，不知是教育使人
变得文明，还是老师的严厉令我畏
惧，反正没了亲戚邻居的溺爱庇护，
我“梭地下”的毛病居然不治而愈。

所幸儿子一次都没“梭”过。他
似乎从未有过这个念头。我想这可
能与我对他的明示或暗示有关。他
不止一次听我讲过“梭地下”的旧
事，从我的语气中察知我对自己幼
时行为的自省，也揣测我只会对此
采取一种态度：不心软，不让步。

每次瞄到他达不到目的意欲发
飙，我便对他说：人一生会遇到许多
不如意。如果“梭地下”就能解决，那
我早就陪你一起“梭”了。你觉得我
们哪一个问题是靠“梭地下”解决的？

他气哼哼地说，没有。
我瞄他一眼，那不就行了？赶

紧收拾好书包红领巾，该干啥子干
啥子。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望缙云

文华绵绵数缙云，
秋林翠岫竞芳姿。
狮子峰下烟霞起，
鉴湖清波妙入诗。

缙云松

守望云山漫漫年，
风欺雪压气昂然。
寒霜磨就嶙峋骨，
不肯低头永向天。

北碚水土工业园登高远眺

远望青山峰叠峰，
天蓝日艳白云浓。
盈眸科园景如画，
跨江长桥势若虹。
国策有灵祈褔祉，
今贤睿智伏蛟龙。
嘉陵浩浩奔腾疾，
逐梦扬帆唱大风。

又一个新春佳节将要来临，我不由想起
2017年11月17日至19日，受北川羌沟沟商贸
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伟邀请，我们到四川省北川县
西羌神木寨，过了一个很有意义的羌历年。

王伟这位年轻的羌族企业家，资助了北川的
三个敬老院。每年过年，都要给三个敬老院的老
人们送去生活慰问品和红包。这次又邀请重庆
和四川广元的几十位老人，到他们的寨子过节。
到达神木寨的17日，正是羌历年除夕夜。他特
地在神木寨为我们安排了羌族的特色年夜饭。

年夜饭完全按照羌族风俗，准备了“九大
碗”加上一些小吃。最具特色的是当地的黑猪肉
和各种山珍野菜，黑猪肉有炖的粉蒸的回锅的凉
拌的，叫不出名的野菜也有特色做法，还有当地过
年少不了的洋芋糍粑和蒸洋芋蒸红薯，完全是用
柴灶一锅一锅做出来的。吃着味美可口的年夜
饭，让我们领略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羌
家古风。

王伟还给我们讲起了羌历年的来历。他说，
羌历年，羌语称“日麦节”“日美吉”，意为“羌历新
年”“过小年”“丰收节”，是羌族一年中庆丰收、送
祝福、祈平安最为隆重的节日。关于羌历年的来
源，有一个美丽的神话故事。相传，玉皇大帝的幺
女木姐珠，因看上人间羌族小伙子斗安珠，执意要
下凡同斗安珠结婚。临行前，父母陪奁了树种、粮
食、牲畜等。木姐珠来到人间，繁衍了人类，所带
的树种很快长成了森林，粮种给人间带来了五谷
丰登。她怀念父母恩惠，把丰收的硕果、粮食、牲
畜摆在原野，向天祈祝。这一天，正好是农历十月
初一。以后，羌族人民就把这一天作为自己的节
日。过年是欢乐而神圣的，羌历年的庆祝活动为
七天，“祭天还愿”总是贯穿始终。2008年，“羌
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

篝火晚会是过羌族年不可少的。入夜，无论男
女老少，都汇聚寨子坝中，围着锅庄火塘，唱山歌，跳
沙朗（舞蹈），畅饮咂酒、狂吃羊肉，尽兴方休。

年夜饭后，我们来到神木寨坝中，坝子中央
已架好燃篝火的木柴。8时正，“释比”（主持人）
尔玛姑娘唱着欢迎曲登台，为我们主持晚会。一
首《云朵上的羌寨》的民歌，成为篝火晚会的前
奏；王伟的欢迎词，深情表达了羌汉一家亲的浓
浓敬老情；羌族姑娘小伙行羌礼，为老人们献上
表达金子般纯真感情的金色哈达……

点燃篝火，把晚会推向高潮。羌族小伙豪放
的歌声羌笛声，羌族姑娘轻盈的舞姿，让老人们
陶醉不已。控制不住激情的老人们，蜂拥进姑娘
小伙的队伍，手拉着手，围着篝火，跳起沙朗，共
祝羌族的丰年。

11月18日是羌历新年初一。新年赶巴拿
恰（集市）、搞庆祝，是羌族最热闹的传统活动。
在羌族姑娘任丽娇的带领下，我们乘大巴赶到了
北川新县城。正在新生广场进行的羌族民俗文
化表演热闹非凡，白什乡的麻龙马灯、白坭乡的
腰梆、片口乡的高跷狮灯……一个个特色民俗表
演，看得人眼花缭乱。

新生广场旁，羌历年美食文化节香气四溢，巴
拿恰步行街的羌山特产展示展销会，更是人山人
海。走一步，闻到羌山的茶叶香；下一步，又闻到
了羌山的腊肉香；再走两步，又是玉米酿造的羌山
马槽酒醉人的香，还有各种山珍野味羌山小吃奇
特的香。漂亮的羌绣手
工艺品、传统的羌族漆
器、羌山竹制品……我们
过了一个丰富而新奇的
羌历年。 （作者单位：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

程华

北碚盛景
（六首）

耕夫

美丽中国 系列宣传活动 北碚 篇

中共重庆市北碚区委宣传部 主办
重庆市北碚区文联、重庆晚报 承办

美丽北碚
征文大赛两江创新高地

生态宜居北碚

柳梢青·水土新貌

昔日穷乡，而今竟是，一派春光。科技兴业，琼楼
如画，绿满山冈。

生物智能引领，似看到，祥和小康。园区繁忙，缙
云秋爽，天上朝阳。

狮子峰

名播渝州不计年，
将星文曲世绵延。
虬松挂壁遮游道，
秀阁留人尚古贤。
到此读山如读史，
倚云听石胜听泉。
置身狮峰晨曦里，
北碚盛景汇眼前。

水土两江科技园

今日北碚虎性彰，
架桥穿山气高昂。
引来科技泉中水，
灌得水土骨亦香。
（作者系重庆诗词学会副会长、璧山区作协主席）

每次瞄到他达不到目的意欲发飙，我便
对他说：人一生会遇到许多不如意。如果“梭
地下”就能解决，那我早就陪你一起“梭”了。

“梭地下”

作文

肥硕的书虫 田艾

缙云山雪景 刘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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