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屋顶

胶东的屋顶多是红色的。
尤其是在乡村，有时红成大片大片的，

有时又从树林间透露出星星点点。
早晨的红屋顶沾着湿气，或许还有点

点滴滴的露珠，在阳光下显得温柔而安详。
夕阳下的红屋顶泛着迷人的光芒，和

余晖配合得默契而美好。
没有阳光的时候，屋顶呈现出紫色，有

时是暗紫。
雨中的红色像血，雾中的红色如岩。
每一天，红色都是新鲜的，也是陈旧

的。时光在这些红色的屋顶上流出来，又流
进屋里。人们在红色的照耀下进进出出。

头顶是蓝天，点缀着朵朵白云，悠闲而
自在。

远处是大海，以蓝色为基调，也随着红
色的深浅不断丰富着色调。

胶东人在血色中奔波，在岩石间跋涉，
在雨雾交替中摸索，在阳光照耀下生长。

蓝天，碧海，红屋顶，胶东半岛恰似一
幅巨大的油画。

画布上，一艘巨轮驶向无垠的大海。

抱龙河

我听了好几遍，才听清楚这几个字：抱
龙河！

也就是一条普通的河，不宽，不深，穿
城而过。

白天，这条河和很多穿过城市的小河
一样，被人忽视，被人遗忘，来去匆匆的车
流在小河的两岸穿梭。

到了晚上，河岸才安静下来。只有风，
微微吹拂着柳枝，在空中慢慢摇曳，闪烁的

灯光带有几分神秘。
我是外来者，不知道抱龙河的传说，但

见当地朋友说起它，眉飞色舞，满是自豪。
似乎微风也为之感动，在河面泛起点点涟
漪。两岸的灯光在波光上熠熠闪耀，像是
一条流动的血脉。整条河都活了。

河岸的雕塑叫抱龙女。在儿子面临困
境的时候，只有她和他在一起。

那个儿子就是龙，被父亲砍断了尾巴，
但母亲的呵护使他最终成为神圣的象征。

父亲、母亲、儿子，人、神、图腾，爱、恨、
情、仇，所有的传说都纠结在这条小河里。

抱龙河不知道流了多少年，还在一直
流着。

天福山

天福山不高，一百多米的海拔，实在难
以成山。

但它确实是一座高山，真正的山不在高！
所有胶东人都敬仰天福山的高度！
1937年的岁末，偏远宁静的天福山，一

杆猎猎的旗帜，在寒冬的凌晨升起。木质
的旗杆，比钢铁更坚。

这杆旗，在渤海的风中飘扬，在黄海的
浪尖矗立。

这杆旗，登山跨海，在烽烟之中闪光，
东洋的坚船利炮没有让它倒下，胶东人用
鲜血和生命抒写了历史的传奇。

这杆旗，穿渤海，跨长江，穿越了历史

的风风雨雨，穿越了浓厚的烽火硝烟。
八十年的风雨洗礼，那旗杆依然高高

矗立，高过了山上所有的树木。青松为之
肃立，海风为之静止。

我们，这些八十年后的造访者，在山巅
上遥望平静开阔的大海，向高于山顶的纪
念碑深深鞠躬。

在文登看海

文登是文人登高之地，和文化有关，和
历史有关。

当然，这些都已经成为岁月的遗迹。

我从山中来，我从江边来，到文登观海。
那一天正好遇到天气阴晦，乌云在高

空漫卷。
海水也变了颜色，暗淡，还有些浑浊之感。
同行的朋友说，文登的海水有灵性，它

的心情和天气有关。

我知道山上有树，江边有草坪，但我不
知道海中有什么。

大海太神秘，太宽广，它的森林在水底，
它的草海也在水底，我想象不到鱼游森林、
浪荡草坪的模样，更无法感知大海的心情。

我只能在沙滩上走走，看涨潮的浪头
一轮一轮地冲刷海岸，一次一次地抹平刚
刚留下的足迹。

在海岸，我们永远走不到大海的心中。

在沙滩，我们永远找不到来时路。
那就到鱼池观鱼吧，它们来自大海，在

海水的池子里依然成群游动。但是，它们
不知道，旁边就是烤鱼的灶炉，只要有人看
上了，马上就成为盘中美餐。

那一天，我谢绝了美味的海鲜。

昆嵛山中无染寺

今天的无染寺只是一个名字。
几栋石头的房子，几棵古老的树木，一

条从山中流出的小溪，以及山风，和头顶的
白云，外加一块指路的石碑。

无染寺的地盘在昆嵛山中。昆嵛山是
胶东半岛的脊梁。

昆嵛山传承的是道家文化，尊天意，顺
人心，石头和山势都保持着它们各自的形
象。远观莽莽苍苍，近看嶙峋天然。山与
树，山与天，山与大地，那么和谐地相处。
王母娘娘的洗脚盆，也可以随意踏足，恣意
嬉戏。

在道家胜地修建无染寺，不知道是和
谐还是对抗。

因为无染，这寺庙出名了，或许香火曾
经很盛。

因为无染，这寺庙早早地就不在了，只
留下一个让人猜想的名字。

树与石头、大地有染，山与河流、溪谷
有染，人与自然、时空有染。这个世界的关
联实在太复杂，大至宇宙，小至尘埃，谁能
离开谁？

无染与天性，似乎还是隔着一段不小
的距离。

所以，无染寺最终只是一个名字。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副主席、西南大学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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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活 下来慢

建行龙支付

感悟人生

重庆市渝中区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没有什么比回家过年的感觉更实在
了。沿着那条逶迤盘旋的山路，脚步如风
儿般轻盈。聆听着路畔青翠竹叶婆娑的声
音，心儿如鼓点般欢跳。此刻，我只感觉到
路在缩短，家在靠近，仿佛已经听到母亲那
亲切慈祥的呼唤正从老屋房檐下悠悠传
来：“儿呵！快——快——回——家……”

过年回家与家人团圆，只有远离故土
的人才会深深体会到“慈母手中线，游子身
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的个中意
味。儿时，终日依偎在母亲温暖的怀抱，肚
子饿了不用愁，天气冷了不操心。只管按
着自己野马般的性子在荷塘边玩耍，在山
坡上调皮，待夕阳西坠时，才与小伙伴们唱
着跳着踏上归家的小路。

大些了，我考上了县中，第一次离开故
土到县城学校住读。记得启程的那个早
晨，我的脚步沉沉的，我背着行李在前面
走，母亲一路叮咛着在后面送。越过了一
道又一道坎，翻过了一座又一座岭，那依依
不舍的亲情如长长的线牢牢地缠绕在心
头，使我初次感受到家在心中的位置是多
么重要。

于是每到周末放归宿假，我便急着往
家赶，几十里的山路只一会儿功夫就到
了。这时，我便会踏着那条直抵家门的田
埂路欢欢地喊：“妈——妈——我回来了
……”而倚门眺望等我回家的母亲则会急
步迎上来搂着我，用她那双满是老茧的手
抚着我的脸，牵着我的手，拥着我走进家
门。此刻，满屋充盈着腊肉、豆花、糍粑、家
酿老酒的香味，还未品尝，就已经令我感受
到了阖家团圆的温馨与幸福。

后来，我参加工作住在了城里，每年过
年回家看望父母的习惯始终没有改变。因
为我忘不了乡下那间青青翠竹掩隐的老
屋，忘不了村口那棵老黄葛树下母亲盼儿
回归的双眼，更忘不了故乡那秀美的山山
水水和纯朴悠长的民风。

再后来，我也幸福地拥有了一个温暖
的家。新婚，正好是过年时节，我携妻回家
度蜜月，母亲高兴得似乎年轻了许多。跑
前跑后招呼亲朋好友，宰鸡鸭，捕鲜鱼，办
酒席，全家上下喜气洋洋。而我那平时不
多言多语，喜欢喝点小酒的父亲，也破例给
我斟了满满一大杯家酿老酒，呵呵笑着和
我一杯又一杯地干。直喝得满是岁月沧桑
的脸上飘出红红的云彩，长了翅膀的家乡
小调从他喉咙里跑出来飞得很高很远……

当晚，明月悬空，我们全家围坐在一起
久久不愿入睡。母亲拉着我的手语重心长
地说：“儿呵！你娶媳妇成家了，也算长大
了，当妈的也就放心了。我也没多的话，只
希望你家庭和美，有空常回家看看，不要忘
了这个家……”听着母亲的话，我止不住热

泪盈眶：“妈，我记住了，不论身在何处，我
都忘不了你，忘不了生我养我的家乡……”

如今，许多年过去了，我的父母也离我
远去了，但我仍忘不了每年过年都回家走走
看看。不仅仅是思念故乡的一草一木，更因
为有父辈的爱在家乡长久地呼唤着我，牵挂
着我。我要跪拜在父母的坟茔前，双手捧
着亲人最爱的老酒深情地说：过年了，来！
就让我陪着你们喝，陪着你们醉……

（作者单位：江津五交化公司）

当纷纷扬扬的大雪裹得漫山遍野冰清玉
洁的时候，时令就已经进入腊月了。我在城
市的暖气屋子里，只要闭上眼睛，眼前就会浮
现一团团红红的火焰。那是在乡下的岁月
里，父母专为我们这些儿女燃起的柴火。

其实自从山里通了公路之后，在深山
里的父母亲就以煤作为燃料，很少用木柴
了。但只要进入腊月，父母亲还是要用最
原始的方式，在许久未曾用过的火塘里，用
木柴烧火做饭，在故乡那起伏的群山里，腾
起一团又一团炊烟。

砍柴是最苦最累的活儿。父亲会在寒风
凛冽的清晨，独自一人扛着斧头、锄头、砍刀
等工具，钻进白雪皑皑的山林里砍柴。父亲
为了保护故乡的森林，从不肯砍一棵树。父
亲在大片大片的树林里，要么爬上大树用弯
弯的砍刀剃干枯的树枝，要么在积雪里寻找
树桩。找到树桩之后，父亲会用锄头刨开地
上的积雪，一点一点地挖开泥土，在泥土里挖
出树根，或用斧头劈下树桩。一棵大的树桩，
会让父亲花上半天工夫并累得满头大汗，声
音在积雪覆盖的群山里阵阵回荡，成为寂静

山林里最深情的呼唤。不久，父母亲都背着
柴火，在雪地里相互搀扶着向山脚下的家里
走去。雪地里留着一串串歪歪斜斜的脚印。

在雪山里，我们的家就像一朵盛开的蘑
菇，泥巴墙青瓦房上积着厚厚的白雪，唯有
父母燃起柴火的地方，积雪早已融化了。父
母亲烧柴火的地方，是爷爷奶奶年轻时用石
块筑成的凹形的火塘。父母辛辛苦苦喂了
一年的大肥猪刚杀了，那些猪肉，父亲舍不
得吃，全都用盐腌着，然后一块一块地挂在
炕楼上；还有父母从地里收回的玉米、稻谷
和红苕……其实父母就是要用柴火熏烤炕
楼上的这些东西。那些父母平日里为儿女
们攒下的宝贝，只有经过柴火熏烤才会变得
格外香甜。柴火熏过的肉，叫腊肉，柴火熏
过的板栗、核桃，叫香嗑儿，是城市里难得品

尝的美味。
离过年的日子越来越近了，终于有一

天，我们这些在外的儿女们陆续回家了。
翻过那一道道山梁，远远地，我们就会看见
那一团一团的炊烟在家的上空飘荡着。远
远地，就会看见老家的地坝边上，码着高高
的柴垛，柴垛边，总会有母亲年迈的身影，
那么慈爱地等待着我们归来。

其实父母在腊月辛辛苦苦地烧着柴
火，就是在等我们这些在外的儿女们归来，
是在用柴火般火热的爱意，为儿女们准备
一个丰盛的新年。

儿女们回家了，接下来，父母会把火塘
里的柴火烧得更旺，驱走儿女们身上所有
的寒意，全家人团聚着，欢欢喜喜地过一个
团圆年。 （作者单位：开州区开州新闻社）

念湖
曾经在茉莉香的梦中
经过你
今天，我果然来了

为了你，为了黑颈鹤
千里迢迢
把落日拂到袖外
进入你
蔚蓝的大客厅

我爱你，如同爱嘉陵江水
我爱你
白的艳阳天，黑的红花夜
鹤的一声长鸣
山河清响，惊动了我烟波浩渺的三生

最是黑颈鹤
示我以黑白相间之恋
显出
黑的深沉，白更珍贵
从此在怀念中
一滑而过

念湖
你果真成为了我惦念的湖
你是鸳鸯镜同我对照
我是黑颈鹤
与你共命

（作者单位：重庆化医控股集团）

致念湖
江娃

人在文登
蒋登科

盼望回家 施迎合

如今，许多年过去了，我的父母也离我远去了，但我
仍忘不了每年过年都回家走走看看。不仅仅是思念故
乡的一草一木，更因为有父辈的爱在家乡长久地呼唤着
我，牵挂着我。

其实父母在腊月辛辛苦苦地烧着柴火，就是在等我们这些
在外的儿女们归来，是在用柴火般火热的爱意，为儿女们准备
一个丰盛的新年。

生活札记

腊月里的柴火 游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