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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活 下来慢 两江

碾盘山不是山。
碾盘山是我家乡的一个院子，这个院

子离我家不远，是清一色的木楼，人走上楼
去，一步一步，走得嘣嘣嘣直响，明显感觉
到处都在抖动。但是，木楼被生活中的炊
烟从遥远熏到现在，熏到发黄，乃至发黑，
依然静静地屹立在岁月里。

木楼上住着一位老人。大家都叫他马
老师。

马老师头发花白，也很浓密，从额头开
始经两边耳朵，在脸的四周绕了一圈儿，然
后又沿着嘴绕一圈儿，有段时间我甚至认
为他的头发都长到嘴的四周去了。

马老师年轻的时候是兽医，主要工作
是预防和治疗家禽疾病。当年，马老师头
戴一顶草帽，肩上背着一个洗得发白的军
用挎包，脚步踏遍了十里八乡。几乎所有
村民都认识他，熟悉他，都亲切地叫他马老
师。只要他走到家里，哪怕只是歇歇脚，也
会泡上热茶，挽留他吃饭。他也了解每家
社员的情况，哪家有几头猪，哪家有几只
羊，哪家有几条牛，甚至哪家有未出嫁的闺
女，哪家有未娶亲的小伙子，他都了然于
胸，一清二楚。于是，就有人托马老师给自
家的儿子说亲，或者托马老师给自己的闺
女物色婆家。给男女牵线搭桥一向都是女
人事情，马老师哪里能答应啊。人家就扭
着不放。马老师推来推去，无法推脱，也就
勉为其难，答应试试看。如果成了，就是一
桩美事，如果不成，那是双方没有缘份。

没曾想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
成荫，几年间，居然促成了好几起姻缘。再
后来，在走村串户给牲口治病的同时，马老
师也顺带做起了媒人。

马老师有一个儿子，也是到了谈婚论
嫁的年纪。马老师就和老伴商量，托人给
儿子找个对象。老伴胸有成竹说哪里用得
着托人呢。马老师一拍脑袋，顿时恍悟。

以后马老师走村串户就藏了心思。给
别人牵线搭桥有点事不关己的意思，给自己
的儿子找对象，那就谨慎多了。要模样，亦
要勤俭，还要孝顺。按照这“三要”标准，还
真叫他找到一个。女孩子姓王，据女孩子的
邻居说，女孩很勤快，在家里天天割草，把家
里的牛喂得壮壮的，还很孝顺父母，听父母
的话，从不和老人家顶嘴。经过一番明察暗
访，马老师打心眼里喜欢上了这个女孩子，
觉得她就是老天给自己准备的儿媳妇。

但是，当马老师对王姓女孩子的父亲
说明来意后，却遭到了断然拒绝，对方不说
拒绝原因，只说孩子还小。王姓女孩子的
父亲是当地有名的酒鬼，他买了一头牛，让
自己闺女天天割草伺候，自己却三天一个
小醉，七天一个大醉，过得好不痛快。谁要
是打他闺女的主意，他就跟谁没完。马老
师买了两斤白酒到王姓女孩子家里，要和
女孩子的父亲一起喝酒。马老师本来是不
喝酒的，那一天他和女孩子的父亲喝得十
分开心，也谈得很投机。喝完酒，马老师跌
跌撞撞地窜回家，进门对老伴说一句成了，
就软倒在地上，醉得不省人事了。

马老师为给儿子讨

媳妇，醉得不省人事，可是儿子却让他不省
心。原来儿子根本就没有看上王姓女孩，
初中没毕业，就出门打工去了，最后娶了一
个外省女孩——这已经是后话。

不管怎么说，马老师此生算是白醉了
一回。

我中学毕业后，在学校做了代课教师。
那时马老师已经退休了。我经常看见他拄
着一根拐杖来学校玩，偶尔还和我说两句
话。几年后，我远离稼穑，很久也不曾回到
故乡。几年前，我回了一趟老家。让我惊讶
的是碾盘山那个木楼还在，马老师也还在。
我和父亲去看他，沿着泛黑的木楼梯，我们
脚步轻轻，生怕惊扰了老人，惊扰了岁月，但
木楼依然嘣嘣作响，一直把我们送到楼上。

那时正是冬季，我看见临近窗子的地方摆
了一个沙发，马老师坐在沙发上，用厚厚的被
子把自己裹得严严的。他的脚边有一个火盆，
里面早已没有了火星。他静静地望着窗外，仿
佛正经历着一路走来的花开花落，潮来潮去。

旁边的凳子上有一杯茶，没有了起初
泡上时的腾腾热气，就像他人一样，静静地
呆着，一动不动。

唯独，岁月不老。
（作者单位：巴南区交通执法大队）

一
迁居大学城，缙云山耸立着葳蕤的青

翠。一段美丽山峦，倒映在室内的玻窗上。
这样的所处，不时会触碰我的思绪、我的关
注、和我的畅想，让我总想——到山那边去！

山水之城的大重庆，千山起雄，万水婉
约，勾勒出的立体形貌，仿佛永远绽放的神
奇花朵。如果说主城是它的花蕊，那么，区
县就舒展在这山水之间，而又被其呵护着
的山的花瓣里。

山那边，便是如此。它被山守护，更在
山的花朵开放中，澎湃生长，用心芬芳。

二
山那边，形胜而奇特。
每次琢磨史料上“形如柳叶，环境皆

山，外高中平”的状貌，我都倍感极具神
韵。它释放出那块风水宝地：形状，若柳叶
之舟；山围，出天然之堡；中平，成聚宝之盆
的稀世独有特征。

地灵而人杰。千百年来，这“舟”这
“堡”这“盆”，荷载着山那边无数人家，一代
一代繁衍兴盛，书写了厚重的历史文化。
不得不感佩，这里祖祖辈辈，初始的选址和
世代的坚守，多么的富有远见和智慧！

“山为我们挡住了许多大祸殃！”一次
我在山那边行走，一位姓石的老汉不无自
豪地说：“明末张老二（张献忠）屠四川，占
了重庆府，但始终不能过得山来。”

乱世遁山，盛世通山。时代不同，巨大呵
护的另一面，也许是巨大的限制。曾几何时，
来往山那边，是多么不便和艰辛的旅程啊！

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一天，夜回主
城，一入山那边地界，便被浓雾茧缚住了。
一片打不开的混沌中，我这个坐车的，只好
下车给驾驶员当了活动路标。我“牵”着
车，在灯光照射下摸黑，终于在天亮前，艰
难地走过山那边。

三
现如今，山那边，早已四通八达，豁然开

朗。城市随宽敞的大道迅速拔节，茁壮成长。
打开的山那边，有一种内心轰鸣的威

力，奔腾咆哮，恨不能一日千里……但山那
边人细心稳妥把控着，不失序，不蔓延，自
有踏石留印，抓铁留痕的脚力。步履踩着
智慧的节拍，十分用心地耕种他们的城
市。把水留好，土留住，去荒存野，接收什
么，拒绝什么，置换什么，存留什么，都心如

明镜。于是便有了，让城有乡的滋养，乡有
城的文明、和美、俊俏模样。

倾听山那边的声音，在喧哗和骚动的
时尚气流中，他们始终坚定和美向好的品
行。他们自信于把握内在规律：“如果你顺
风而行，你就能驾驭它！”山那边人，顺乎自
然，砥砺前行，听从自己内心召唤；“每个不
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和时代的辜负！”
他们撸起袖子忙着，一切又如操琴般优雅，
弹奏和美之音；他们说：来了就是一家人，

“期许每一个梦都有一块生长的土壤！”于
是，就有了智能装备、信息技术、生命健康
三大产业落户深植；他们说：“丰收与呼吸
都要一样的清新。”他们不惜脱掉皮鞋，重
新把双脚插进芬芳的泥土，以壮士断腕的
勇气，与无数个叮叮当当敲打污浊和杂音
的作坊告别！

一幅蓝图干到底，他们更是掷地有声，铿
锵有力：“迈平凡的脚步，可以走完伟大的行
程；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把‘一生
之城’完善得更有温度，把文化旅游做得更有
热度，把高新区建得更有创新气质，把‘绿城、
水城、古城’打造得更有质感，让每一个人都
写好自己的故事，让人人都生活得更加美好！”

听见了吧！自谦为小城的山那边，悠
闲的小城故事，只是它丰富表情中的一个
微笑，争气和雄心才是它着实的内涵本真！

四
我这个远离故乡的人，心情总似久久盘

旋在空中的飞鸟，起起伏伏，寻寻觅觅。我
会常到山那边去盛放乡愁。山那边，让上天
赐予的大自然开最美的花朵：古驿路与宽广
大道各有规置，文庙与国家一级图书馆相互

辉映，湖山公园、湿地与高新创业园区相得
益彰，高品质城区与美丽乡村同频共振！

我想念老家的时候，就来这里待会
儿。城中湖畔草丛里，琴鼓般的蛙鸣；广阔
湿地里，飞起的成群珍禽；芦苇丛中，随处
可见的沾有新鲜泥点的鸟蛋；岭上谷下，长
满红玛瑙的樱桃林；农业科技园昆虫馆，攀
爬蠕动的昆虫。无不让我，一一找回儿时
的快乐！

更让我快乐的，是山那边的人。他们男女
老少，说话都带着微笑，彬彬有礼，热忱温润如
璧玉。山道悠远，古道热肠的基因，让人舒适
度很高，你会感叹，世界就该这样宁静美好！

欢乐的劳动者，一定是幸福的。我在
山那边的东岳公园最高亭台里，遇见一群
年轻美丽的女园丁，她们一边劳作，一边歌
唱：“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年轻
女孩的脸庞，浮现在我的心上！”歌声和这
周围的山水气韵一样美好。我不由赞叹：

“唱得真好！只可惜这里没有东山！”
“怎么没有？”
她们指着缙云山说，这就是东山，我们

也叫它金剑山！
……
现在，我坐在书桌旁，月亮爬上缙云山

头，深蓝的夜空晶亮晶亮，没有光污染的圆
月皎洁可人。月亮在山头，也在我的居室
里，我的思绪又飞过了山那边！

山那边，是和美深绿的璧山！你扑向
它，就会感到无限温馨！你回家来，它会睡
在你的梦里！

朋友，走，到山那边去！到璧山去！
（作者系第二届重庆晚报文学奖获得者）

小镇有鱼，在浦里河里
追逐着云朵，云朵就是鱼
自由自在地游，毫不设防地
你追我赶，一点也不在乎
身处喧嚣的世界
摇摆的姿式，翻滚的浪花
浮出水面，浮出千姿百态的心情
这时总有石头，顺着河流而歌
低吟浅唱，抑或怒吼咆哮
蜿蜒曲折的奔波，日夜不息
有金银珠宝的质地，哗哗地
散布在民间，若隐若现

风从庄稼地吹来，从深山老林吹来
满目荣光，尽是故乡
沉稳地守望，繁华地抒情
纵横沃野，掌声和赞美
就会扩散开来，缓缓地
仿佛银河飘洒的繁星
在人间即若即离
相信此时有多少双手，抛出欲望的钩
钓一夜尘世的宁静
钓一夜深藏不露的命运

余家小镇，小镇有余
怎么呼唤都来历分明，温故如新
隔着千年的时空，都走不出
明月下的一片泥土。即使唐诗宋词
也不能吟诵出，一座古桥
一个祠堂，一腔温养故乡的热血
朝着光的方向，大地足够丰厚
余家有余，幸福自来

（作者单位：万州区文化委）

山那边，是和美深绿的璧山！你扑向它，就会感到无限温馨！
你回家来，它会睡在你的梦里！

走，到山那边去
范志民

余家小镇
何真宗

他静静地望着窗外，仿佛正经历着一路走来的花
开花落，潮来潮去。

人·岁月
刘学兵

标题

六一的露天电影

我有一条河流

站在三峡之巅

家乡的火把

朋友圈是个什么圈？

作者

吴丹

常克

梅万林

何君林

郑劲松

发表时间

6月1日

6月2日

6月4日

6月4日

6月23日

重庆晚报副刊月度好稿奖
（2018年6月）

标题

李钢其人

赵妈妈和她的
“双胞胎”

警魂长存

站在三峡之巅

朋友圈是个什么圈？

作者

吴向阳

汪渔

程华

梅万林

郑劲松

发表时间

4月29日

5月12日

5月25日

6月4日

6月23日

重庆晚报副刊季度好稿奖
（2018年二季度）

◀璧山区
文化艺术
中心
朱智 摄

乡/ 村/ 故/ 事

诗/ 绪/ 纷/ 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