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又是一年深冬季节，一丝乡愁从心底
冒出来。每年到这个时候，就会不由自主
生出回老家看看的念头。时逢元旦小长
假，回家的念头最终变成行动，便驱车直奔
我那远在四川肆房沟的老家。

年轻时，内心长满翅膀，总渴望飞到天
远地远的远方，离肆房沟越远越好。于是
瞅准一个难得的机会，扇动翅膀从肆房沟
飞走，不愿再回去。这样的逃离，是为肆房
沟的贫穷感到心酸，不愿回去反复品尝咀
嚼那种心酸的滋味。

人们总说“子不嫌家贫”，可我的肆房沟
老家曾经那么穷。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土生
土长的肆房沟人，没几个人知道肆房沟，也
没几个人去过肆房沟，更没几个人在乎肆房
沟。肆房沟注定只属于肆房沟人，我们祖祖
辈辈在那里生活，在贫困中苦苦挣扎，想象
虚无缥缈的好日子，但美梦总是变成梦魇。

坡大沟深，自然环境恶劣，基础条件
差，经济落后，这就是肆房沟定格在自己记
忆中的贫困景象。在儿时记忆中，肆房沟
满眼都是土墙房子，有的房顶上盖的还是
稻草，出门都是崎岖不平的山间小路，处处
看到肩挑背扛的身影。

年轻时心肠硬，犟着头不愿回老家，哪
怕回去探望一眼也不情愿。但人到中年，随
着父母渐渐老去，自己像是听到某种召唤，
内心跟着慢慢变软变平和，并不自觉地积聚
起一堆乡愁，像长年积累滋生出的一种病。
有病就得治，而最好的治疗法就是常回老家
看看。于是每年回几趟肆房沟成了必修课。

此刻，驱车从乡道拐向通往肆房沟的公
路。虽然通村公路并不宽敞，但却是用水泥
硬化了的，车轮在上面显得格外轻盈，有一
种飞翔的快感。其实，仅仅在几年前，这条
公路还在肆房沟人的梦中游荡，没有落地变
成现实。每当肆房沟人从梦中回到现实，看

到的依然是崎岖的山间小路，起起伏伏，弯
弯曲曲，像是永远也无法拉直的裤腰带，让
人沮丧不已甚至心生悲伤。在肆房沟，没人
有能力将更多山果蔬菜弄到外面，只是零星
弄点农产品到镇上换些零用钱。用我们肆
房沟人的话说，进进出出路难行，哪怕肆房
沟遍地长满金子，也没办法运到外面去，大
家还得继续过苦日子。那阵子，肆房沟人的
无奈与绝望，像深深的烙印趴在脑门上。

都说“要想富，多修路”，近年扶贫的春
风处处劲吹，自然也吹进了肆房沟，吹散了
肆房沟人心中淤积的沮丧与无望，吹醒了
肆房沟人埋在心底深处的脱贫希望。似乎
一夜之间，肆房沟便有了一条通往外界的
水泥公路，彻底掩盖了崎岖的山间小路。
好日子像朝霞般顺着通村公路照进了肆房
沟，顺着连户水泥便道照进了每一个门
洞。有人依依不舍地走出家门，顺着连户
便道拐向通村公路，再拐向乡道、县道、省
道乃至高速公路，他们走进城市挣钱并在
城市买房，最终扎根在城市成了真正的城
里人；有人继续留在村里，把曾经的土墙房
子推倒，盖起几层楼的乡间别墅，房顶上的
太阳能热水器很是耀眼；连最穷的何三爷
一家，在扶贫阳光的照耀下，曾经摇摇欲坠
的土墙瓦房也摇身变成了崭新的砖瓦房。

我已经把车停靠在自家的院坝，虽然
先前在通村公路上几乎没碰见人，进到村

里也没见到几个人，但这样的冷清并没有
阻碍自己如游子般一头扎进肆房沟的怀
抱。我眼里的肆房沟变漂亮了，变富态了，
变得让离家多年的肆房沟人有些认不出来
了。这几年，每次回肆房沟都会发现一些
新变化：先是路修通了，接着自来水进了厨
房，随后网络也进了门洞，坡上又多了几个
蓄水池……

年迈的父亲说，明年肆房沟就要通天
然气了，像城里一样。父亲还说，通了天然
气，家里的老灶就没用了，我该拿它怎么办
呢？家里的那些柴火也没用了，我又该拿
它们怎么办呢？其实父亲心头在欢喜，因
为他在说这话的时候，脸上全是笑意，眼里
还有憧憬与遐想。

我来到何三爷家院坝，他正给一大群
鸡鸭喂食，说这是扶贫队帮他筹划
的入户脱贫产业。现在他已经不种
地了，家里的地都入股进了村里的
蔬菜种植合作社，加入了蔬菜基
地。靠着每年分红的钱，
还有养鸡鸭的收入，他家
脱了贫，正往富路上奔。
说到高兴处，他突然又有
些怅然起来，摇摇头说：这
日子是慢慢好过了，可是

肆房沟的人却越来越少了。
为了安慰何三爷，我说这眼看就到年

跟前了，过年时肆房沟的人就多了。确实，
每到过年的时候，肆房沟的人都会赶回来，
不管是在城里买了房的还是仅在城里打工
的，像是听到统一召唤纷纷回到肆房沟。
尤其让我感到惊讶的是，越
来越多的肆房沟人开着小车
回来过年，满心欢喜地停在
自家的院坝，成为肆房沟一
道崭新靓丽的风景。
（作者单位：中国中
医药报重庆记者站）

建行龙支付

故土

“快点，走哦，去挤油渣儿啰。”下课铃一
响，教室里不知是谁就呼叫起来。得到号令
的小伙伴们，撒腿就往教室门外的檐廊跑。

檐廊有二十来米长，并排的两间教室
横穿而过，无论是从长度或者是坚固的强
度，这个地方最适合挤油渣儿了。

挤油渣儿，就得选择一面稳固的墙壁
作支撑，大家沿墙根一字排开，一起发力，
一起使劲挤。

挤油渣儿时，人数是不受限制的，三人以
上就可开始挤。挤油渣儿最先得有一人倡
导，如这人是调皮精，定会发出一声嘶吼“向
我开炮！”然后正中间站直，加入的人数从两
边向他紧密地靠拢。他相当于老鹰捉小鸡时
那个护鸡人，一定要稳得住，有定力。不然游
戏一开始，大家从两边往中间使劲挤时，自己
先倒下，也将整个队伍的人群摔倒。

挤油渣儿时，会有很多规矩，也要讲究
方式方法，还会呼号子。

定规矩时，通常是领头人提出，要么两
头往中间挤，挤出队伍的人算淘汰；要么往
一个方向挤，两端上的那个人一定得有相
当的定力，要么体力好，要么身体壮，无论
怎么挤，都摔不倒他。如果挤油渣儿的队
伍安排得好，大家挤来挤去的，和着号子的
呼声和欢笑声，会是一道其乐无穷的风景。

挤油渣儿也是一项体力活，如果体弱
的人，还没挨到边上，就被汹涌的人流给排

挤到外，压根靠不到边儿。一般挤时，要用
好肩肘、两臂和两腿。肩肘和两臂用于发
力去挤别人，因挤油渣时严禁用双手，要想
挤掉别人，一定得用上劲，那么肩肘、两臂
无疑是最好的发力部位了。其次是双腿，
一定得稳如磐石不能打颤，否则人家一挤，
双腿一软，还没怎么地，就被人挤出了局。

一旦队伍拉齐，大家就会开挤。“挤呀，
使劲挤呀，越挤越热和呀……”这是小伙伴
们挤油渣时通常会喊的号子，伴随号子的，
就是欢快与喜悦的情怀在散发。这时，就
听到欢笑和喜乐声一片，寒冷在欢笑声中
慢慢消散；僵硬的手脚，也在呼喊声中慢慢
柔和起来；群体间的娱乐活动，不知不觉间
就把小伙伴之间的友谊串联起来。

有时，大家挤到兴致时，也会用上一些
简单的战略战术。比如耍点小小的“阴谋”，
制定一个作战目标：挤掉某人。随倡导者一

个眼神，一二三口令一喊出，大家目标往一
个地方一起发力，用劲地挤，直到把目标挤
出队伍，方才罢休。不过，这种玩法虽说会
获取更多快乐，但也难免会弄巧成拙。

挤油渣儿时，会遇到“揩油”的。也就
是大家在拼命挤时，中途跑来的人，趁大家
注意力都用在挤上时，一下从薄弱环节插
进来，惹得埋怨声和指责声一片。瞬间后，
他们也像得了健忘症似地不管不顾，依旧
欢快地挤啊挤的，丝毫不影响整个队伍挤
油渣儿的进度。

等大家挤够了油渣儿，满头大汗时，周
身血液也加速了循环，热量随血液的流动
到达双手双脚，之前冻得直打哆嗦的身体
上下温暖了一遍。等到下节课的铃声再响
起，小伙伴们又会精神饱满地走进课堂，开
始在知识的海洋里翱翔。

（作者单位：大足区农委）

如果你没去过乡下，就有可能不知道，
立在灶房的像竖笛一样的竹子是干什么用
的。你也很难想象，它竟然不知疲倦地把
乡村的灶火吹了千百年。乡下的吹火筒，
它能让小火变成中火，让中火变成大火。

吹火筒，顾名思义，它是吹火的工具，吹
出火苗，吹出蓬勃生机。在城里，煮饭用天然
气，打一下火就行了；如果需要烤火，可以用
烤火器。吹火筒，在城里可没有用武之地。
但在乡下，尤其是过去的乡下，它却是家家户
户必备的家什，像吃饭的碗筷，睡觉的床铺。

吹火筒的制作十分简单，取一根不大
不小的竹子做吹火筒。竹子太大，吹起来
很吃力；竹子太小，则难以吹出气势。选取
其中笔直部分，长短以伸进灶膛的深度为
宜，将竹节之间打通，最后一个竹节用钉子
钉出一个小孔，便成了吹火筒。

乡下人在生火时或柴火熄灭时，把嘴
巴全封闭地堵在筒口，鼓着两腮，深吸一口
气，让小孔的一头对准忽明忽暗的火星猛
吹。气流经过吹火筒里面的隧道流到出
口，出口外别样洞天。

火星很快便由小变大，由微弱变得通
红，挨着的干柴就会猛地燃起来，然后由点
及面越烧越旺，呈燎原之势。

吹火筒从做成开始，它就在灶房立着，
在火炉旁立着，像忠诚的侍卫。

我就用过吹火筒，吹走了一段不短的岁
月。我学着大人们的样子，鼓起两腮，吹了
一次又一次。多数时候，我把大火吹了出
来，把信心和笑容吹了出来。也有不顺畅的
时候，我一次次用力，一次次无功而返。于
是，我就讨厌它，甚至想摔它，把它砸个稀巴
烂，自然越吹越没力，越吹越没了信心。

这样的时候，往往父亲就会走过来，接过
吹火筒，蹲下身用力地吹。那些干柴就乖乖地
燃了起来，火就旺了起来。父亲笑着说，“你看，
火不就起来了么，吹火得有耐心，得讲方法！”

父亲其实是要告诉我，干任何事情都
要有耐心，都要讲窍门。父亲讲不出那些
大道理，而正处于青春期的孩子哪有那么
多耐心，想的尽是吹火之外遥远的事情。

后来，我到几十里外的镇上上学去了，
到一百多里外的县城上学去了，到更远的
地方上学去了。往往一个月、一学期，我才
能回一次家。

有一次，我回到村口，看见家家户户炊
烟缭绕，唯独我家屋梁上只有安静的天
空。我跑回家，跑进灶房，看见一个黑影，
是父亲，衰老瘦弱的父亲。他拿起吹火筒，
正在往灶里吹，往火里吹，像是要把一生的
力气都用出来。我站在一旁，一句话也没
说，眼泪却夺眶而出……

许多年过去了，我偶尔还会想起它，想
起它立在灶台边，立在火堆旁，想起火炉里
升起的无边无际的快乐时光。手里有吹火
筒，就像手里有钥匙，我以为就能开启乡村
幸福生活的大门。

（作者单位：丰都县职业教育中心）

我喜欢这条新马路，车可以直接开到
老家的院坝里。

我喜欢它最后的300米，又平整，又笔直。

我喜欢它的前生，一条曲折忐忑的石
板路，

慢吞吞地穿过稻田和菜地，
就像静脉血管，流回心脏的那一段。

我喜欢老黄狗旺旺还健在的时候，
它会在离家300米的地方，接到我们，
它会把前肢搭在女儿的肩膀上，去舔

她的脸。

它怎么晓得我们要回来呢？
我怀疑每次回老家，女儿都会提前给

它打电话。

小雪
今日，小雪节气，
陡然降温，让人措手不及。

早读课，走进教室，五十六个孩子呵
气如春，

正齐齐诵读王尔德《巨人的花园》。

接下来，会有多少日子，冷雨将替代
了星空，

并从我们的青丝里，逼出一场大雪。

想起父亲，住在乡下，已近七十。
听他手机里说话，仍然干精火旺，中

气十足。

这就好，我可以安心临完这一页《胆
巴碑》：

“来世必成佛，住娑婆世界……”云云。
（作者简介：李苇凡，本名李平，合川

区杨柳街小学教师）

尤其让我感到惊讶的是，越来越多的肆房沟人
开着小车回来过年，满心欢喜地停在自家的院坝，成
为肆房沟一道崭新靓丽的风景。

回乡记

离家
300米
（外一首）

何君林

李苇凡

回首往事

邹安超

等大家挤够了油渣儿，满头大汗时，周身血液也加速了循环，热
量随血液的流动到达双手双脚，之前冻得直打哆嗦的身体上下温暖
了一遍。等到下节课的铃声再响起，小伙伴们又会精神饱满地走进
课堂，开始在知识的海洋里翱翔。

挤油渣儿

风物志

吹火筒

我跑回家，跑进灶房，看见一个黑影，是父亲，衰老瘦弱的父亲。他拿
起吹火筒，正在往灶里吹，往火里吹，像是要把一生的力气都用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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