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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活 下来慢 两江

有这么一个家庭，人多劳力少。姐弟
五人，大的十多岁，小的一两岁，但都分工
明确：老大姐姐负责洗衣煮饭，老二上坡
看牛羊、砍柴，老三放学看猪当猪倌，老四
照管老五。穷苦的孩子早当家。

木屋后不远是庙溪沟、烧炭沟两条季
节性溪流的交汇处对门沟，沟边沟坎上长
满了野生的车前等杂草。小猪倌放猪就
在这些河沟里。

放学也不放下黄书包，小猪倌仍将它斜
挎腰间去房后放猪，把两间猪圈门打开，“吭
吭”地奔出三五头架子猪和一群大惊小怪的
猪崽。小猪倌头戴破沿烂草帽，手拿长竹
条，跟在猪屁股后面慢慢移动着。猪走到
哪，他便跟到哪。到了深沟高墙下，猪们自
由择食草根。他便躲在背阴处，拿出课本看
一两篇书，然后就去太阳下勒车前子。

炎炎盛夏，车前草叶蔫卷干枯，但都在
骄阳下奋力高举果实。车前子离地盈尺，独
茎结果，在热浪中如麦穗般默默伫立。

蓝色火焰升腾燎烤，路面的石头可把
脚板皮烫起水疱。小猪倌勾着腰，脚踏车
前根部，不让根须连泥土带出，手捏着茎
部底端，向顶端末梢用力拉去，勒下一把
连壳带籽的果，放进书包。被摘除果实的
车前茎，伸直了腰，赤条条独刷刷，举臂抗
议。一垄又一垄，一把又一把，伸背又弯
腰，如此反复勒扯，书包渐鼓。天空没有
一丝云彩，火球猛烈燃烧，毒辣辣的光芒
把衣服都要烤燃。豆大的汗珠从额头鼻
头颗颗坠落，“噗叭”滴在尘埃上，一滴一
个坑洞，密密匝匝似蜂巢。

那时农村的孩子大都手皮粗糙，厚实耐

用，但小猪倌的食指内关节处仍被勒破皮，
晚间火烧火燎地辣痛，姐弟轮番吹拂，让他
好受些：“明天不勒了吧！这有多少搞头？”
小猪倌说：“要勒！我现在只能干这个呀，积
少成多，也能卖钱。”家人提醒，要等太阳偏
阴，小心中暑。没有手套，第二天找块破布
包手，依旧放猪时采勒。

一季采集下来，晒席晒，簸箕簸，扬壳
去秕，留下比油菜籽粒还细小10倍的车前
子，乌黑闪亮，光彩照人。提去收购的合
作社，称得6斤，卖得2角4分钱，换回分钱
两颗的水果糖一把，2分钱一个的小学生
作业本6个。作业本，读书的姐弟三人一
人2本。水果糖，全家老少一人一颗。缺
牙的祖母夸：“没吃独食，有孝心！”却把剥
开的糖果丢进四弟的嘴里，自己只舔舔花
花绿绿的糖果纸：“好甜！好甜！”母亲正
抡铲“沙沙”炒白菜，接过水果糖鼻下嗅嗅
也说：“好甜！好甜！”递给了一旁守候着
的老五。全家人分享小猪倌的劳动成果，
其乐融融。

那花花绿绿的糖果纸，散落一地。母
亲弯腰拾起，并没有扔进灶孔付之一炬，
而是包上小石子，放在盘子里，亮在桌子
上。每当娃们放学或劳作回来，看见那盘

“水果糖”，恋恋地走近去捏捏，忍不住直
吞口水。怪哟，吞下的白口水也有甜的感
觉。后来那花糖纸捏绒捏破，小石子露出

了头，娃们也要去摸摸。尽管在那缺吃少
穿的艰苦岁月，日子如尝黄连，但娃们每
天都有“糖”吃，每天都有“甜”的感觉。那
盘特殊的糖果，在娃们幼小的心中久久不
化，一直甜到如今。

后来小猪倌初中毕业考上了地区财
贸校，实现了农村青年跳出农门的愿望。
毕业分到基层，一边工作一边自学，先后
获取大专本科研究生文凭，从基层调县，
从县调地，从地调省，踏踏实实走上去
……有人说他运气好。其实，每一次点点
滴滴微沫细小的努力他都未放弃，就像当
年放猪时火球下采集车前子一样。

车前子，即车前草结的籽。酉州人称
为“咳妈籽”，药名却叫“车前”，颇让一般
人费解。传说汉朝名将马武南征武陵，时
遇大旱，受困深山，人马尿血，缺乏战斗
力。马夫发现战马吃了一种草，尿液恢复
正常，自尝也如此，忙高兴报告马将军找
到了救药。马将军大喜：“药在何方？”
马夫前指：“战车前面就是！”马武欢叫：

“救吾者，车前草矣！”
传说归传说，车前草的确有利尿止咳

平喘之效，是中医常用药。
（作者单位：酉阳县自来水公司）

面向全社会的重庆晚报《夜雨》副刊晒稿会不久
前正式上线了。任何一名文学爱好者，只需要登录重
庆晚报《夜雨》副刊晒稿会官网（sgh.cqwb.com.cn/
views/index.php），按提示操作，上传自己的作品即可；
或通过邮件形式，发送到《夜雨》副刊公共邮箱（cqwb-
fk@163.com）。本期晒稿会主题为《我与改革开放40
年》，截稿时间为10月31日。

重庆晚报《夜雨》副刊晒稿会源于重庆晚报副刊优
秀作者群聊重晚副刊群英荟晒稿会。自2017年年初开始，群英荟于每周六晚上8－10点，由在群作者发布
自己或推荐别人的最新原创作品，大家一起分享、交流。至今运行72期，收稿2000余篇，1000多篇作品已在《夜
雨》副刊陆续刊登。

今起我们拟每周一开设晒稿会专版，集中推出重庆晚报《夜雨》副刊晒稿会（含周六晚群英荟晒稿会）优秀作品。我们期待您的参与！

小时候我随外公外婆住在南岸铜元
局，夏天给我最初的记忆就是涨水。清晰记
得那是1981年，长江上游20世纪以后最大
洪水。夏天一到，不知不觉中长江的堤坝早
已不见，江水快漫到街上。我当时8岁，所
住的食品公司宿舍楼算是铜元局地势较高
的，并未被淹，可楼下那片被称作铜建村的
红砖房群没那么幸运，完全成了一个浑黄的
湖，一楼被淹没，二楼成了孤岛。

人们用木脚盆装着细软、棉被，一盆一
盆来回，狼狈地划水搬家。岸边高处本是
长江电工厂的劳光广场和灯光球场，全部
用来安置灾民。那个7月，铜元局人每天
都来到江边，边摇蒲扇边热烈讨论，预测洪
水几时退去，几乎成了晚饭后的娱乐话
题。但水终是退了，铜建村和其他受灾的
人们又淡定地搬回家里，刷石灰粉、乒乒乓
乓地打新家具，开展生产自救。盛夏骄阳，
蛙鼓虫鸣，日子照常。

那场洪灾令我对水产生了恐惧，至今
不会游泳。但童年的我仍热爱着夏天，
最期待的就是冰糕。白冰糕3分一支，豆
沙、山楂冰糕4分，牛奶冰糕5分，由南岸
上新街冰糕厂制造。吃上一支白冰糕得
存几天的零花钱，迫不及待期盼小贩从
冰糕箱子里拿出一支，美美咬上一口，像
把冰冰凉凉的白糖含在嘴里，夏天的暑
热无影无踪。

如果父母没给零花钱，那可得直勾勾
地盯着小伙伴吃。当时铜元局最大的企业
是长江电工厂，夏季劳保福利就有盐汽水，
工人们下班后用开水瓶提回家，虽然咸甜
咸甜的有点怪味，却是小孩子的盛宴。西
瓜是奢侈品，记得有一天热得发晕，外公买

回来一个碧绿的大西瓜，我和弟弟高兴极
了，外公一刀切开，却是个没有成熟的白瓤
瓜，只好扔掉。我当时差点哭了，心里怪着
外公，竟然会出这样的错！现在回想起来
自己太不懂事，外公大暑天在外奔波，挣着
微薄的工资养家，他看到那个瓜，心里比我
们更难受吧。

至于高大上的雪糕、袋装汽水，是
1983年后出现的产物，燠热的夏夜，灯光
球场边，小贩们鸟枪换炮，骑着拉风的摩
托，后座一个大篮子，载着袋装饮料，孩子
们蜂拥而来，吵吵嚷嚷地挤着给钱。回想
起来，市场经济的火苗就在那时初燃，先知
先觉的商人们摩拳擦掌。

儿时夏天还有些零碎的老重庆记忆：
防空洞避暑、凉棍凉席、大花布裤衩、江边
耍水玩沙……几乎都是疯玩，一晃即过，只
有高中后的夏天变得漫长，如同拖长尾音
的蝉噪。操场上体尖们永远在蹦蹦跳跳，
窗户内的我永远在埋头苦读。90年代初
期的高三学生，夏日的课堂上飘散着风油
精、万金油和花露水的气味，教室的铁风扇
嗡嗡转动着，枯燥难听。每科老师都在提
醒“高考改变命运”，一摞摞书本早就没了
油墨味，全是汗水的印迹。

那样高温火爆的天气和久久压抑的情
绪，在高考前来了个大爆炸——几个同学约
起逃了晚自习，翻铁门出去看了一场电影
《妈妈再爱我一次》，回来差点被生活老师关

在宿舍外睡草坪，还集体在教导处写了检讨
书。也许，那就是乖学生们人生第一次反
抗。高考的那个夏季，充满热血、奋斗、迷
惘、悲喜交集，所有中国学生一辈子难忘。
1991年7月，一贯被称为尖子生的我遭遇
高考滑铁卢，没有祝福、鲜花、谢师宴，有的
只是苦涩的瓢泼大雨和无边无尽的酷热。
那是我人生中最灰暗的一个夏季。

长大的我依然生活在这个两江环绕、
南山苍翠的城市，每个夏天，关注的字眼还
是连晴高温。1998年盛夏，我迎来了家里
的小生命——我的女儿，那个坐月子的夏
天，疼痛与甜蜜交织；2016年的夏天，女儿
收到了重点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让我彻底
洗刷掉了1991年的郁闷。

有冬，就有夏，人生的四季也是流转轮
换。我爱着重庆暑气深长的夏天，没有高
温，哪有庄稼的快速成长？没有暑热，哪有
秋凉？盛夏的美事、乐事，在于可以穿新款
的花裙、喝解渴的啤酒、上山林避暑，下江
河戏水。就算呼朋唤友去吃个大排档，那
如集市般热闹的场合，五花马千金裘，一群
山城儿女称兄道弟地干杯举箸，多少烦恼、
踌躇，就随着美食灰飞烟灭。再随着流浪
歌手的琴声，慢吟一句：人皆苦炎热，我爱
夏日长。 （作者单位：南岸区文联）

晒稿会网址：sgh.cqwb.com.cn/index.php 邮箱：cqwbfk@163.com

开栏语

尽管在那缺吃少穿的艰苦岁月，日子如尝黄连，但娃们每天都有“糖”吃，每天都有
“甜”的感觉。那盘特殊的糖果，在娃们幼小的心中久久不化，一直甜到如今。

小猪倌
姚明祥

有冬，就有夏，人生的四季也是流转轮换。我爱着重庆暑气深长的夏天，没有高温，哪
有庄稼的快速成长？没有暑热，哪有秋凉？盛夏的美事、乐事，在于可以穿新款的花裙、喝
解渴的啤酒、上山林避暑，下江河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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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夏天记忆
赵瑜

编后语

郑劲松

清晨，
我经过一些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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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7日，群英荟晒稿会已运行到
了第72期。

晒稿者依然热烈，观摩者依然活
跃。本期共收稿30篇，其中散文22篇、
诗歌7首、小说1篇。经初审、再审、核
准，三篇来稿成为本期首批推出的佳
作。其余入选作品亦将陆续刊发。

内心有念想，苦日子便有了一丝
丝甜。散文《小猪倌》作者贵在能于艰
苦中品出希望的甜，以草芥凡物传递
爱与向上的能量。我们需要这般文字
与内核。

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散文
《我的夏天记忆》里，有百年不遇的洪
水，有三分钱一支的白冰糕，有酷暑里
挣钱养家的亲人……娓娓的文字，轻
易唤醒几代重庆人的岁月记忆。

《清晨，我经过一些树》中的黄葛
树，是富有禅意的，“像是逆着岁月，又
像顺着时光”。嗯，值得品咂。

在这个人人平等的平台上，谁都
可以一展文采、直抒胸臆。下期晒稿
会，期待您的到来。文学依然温暖，我
们不见不散。

（特约编辑 程华）

清晨，我经过一些树
一些树也经过了我
看见一些嫩芽，一些枯枝
像是逆着岁月 又像顺着时光

有的树睡眼惺忪 有的一脸警觉
有的早已醒来 有的经年沉睡
有的苍老 有的鲜嫩
有的青春勃发 有的病入膏肓

没有阳光 也就没有阴影
没有雨雾 也就没有露珠
任何叶片上 都找不到泪痕
没有故事 也就没有事故
没有别的噪声
树梢的鸟鸣也含混不清

根，不一定都深埋地下
比如这些黄葛树
在地面，在岩石 在崖壁裸露的
恰是它耐以生存的全部
铁树也很哲学地坐在地上
死了几回的躯干
又伸出一团嫩绿的小手

一棵棕榈，本应堂堂正正站立
却只能蜷缩一片草丛 委曲求全
那些草 被高大的樟木压抑着
不得不献媚似的自信
开出一朵朵小花

一棵树就是一条路
一条路也是一棵倒在地上的树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党委宣传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