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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老秦，我事先做了功课。
祖祖在世的时候，听她说过，我家开过

作坊，酿过的酒糟，喂猪猪肥，喂鱼鱼壮。
等我出生的时候，养过猪的猪槽还在，养过
鱼的鱼塘也在，可是酿酒作坊不在了。

然而老秦自出生就与酒为伍，最多一
次饮酒二斤半后正常工作，最高职位做到
管理700工人的掌作师傅，据说还自创一
本酿酒秘籍。若要与他在酒上“硬拼”，显
然不是对手，然而酒文化上，总得能够搭讪
两句，于是收集一堆名人轶事或是诗词歌
赋，希望采访时不至很快败下阵来。

一
要说酒，当然得从酒的前世——粮食

说起。
我说《诗经》有载：八月剥枣，十月获

稻，此为春酒，以介眉寿。
他问：你认为作为一粒粮食，一生的最

高境界是啥？
我说当然是被选为种子，从此传宗接

代，生生不息。
他说，错。成熟的粮食，只有经过烈火

高温，再经过窖池滋润，再上甑蒸煮，萃取精
华，成为液体，而烈可当穿云响箭，柔可克凛
冽北风。这，才是粮食一生的最高境界。

你准备好跟他谈诗歌，他却跟你谈哲
学。面对这样的老头，干脆实话实说，不懂
就问。

老秦在长江边长大。当别人还叫他
“小秦”的时候，他的父亲就是远近闻名的
酿酒师。酒厂就在老家黄岭坪，那口老窖
池，成为后来以诗仙李白命名的那家酒厂
的发祥地，也是品牌白酒“百年老窖”的来
源依据。

“小秦”学会走路的时候，就屁颠屁颠
跟在父亲身后，在黄岭坪酒厂东瞧瞧西望
望。稍大之后，抚摸着那些红灿灿白生生
黄澄澄的粮食，他总觉得它们是一个个精
灵，眼望着暗香浮动热气腾腾的甑子，他总
觉得里面正在上演转世轮回的大戏，待到
玉液琼浆清澈透亮汩汩而出，他总觉得这
便是造物主给人世间的巨大恩赐。

“小秦”上学之后，每逢放假，便到酒厂
帮工。那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小秦”的
工钱，已达到8毛一天。那时的鸡蛋，论

“分”卖，那时的白酒，论“角”卖。
冥冥之中，似有注定，机会总是钟情有

准备的人。
“小秦”正上初中，忽然得知，酒厂扩大

规模，正在招工。顺理成章，“小秦”当上工
人。划分工种，酿酒师，当仁不让。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如今“小秦”已是
老秦，今年春节刚满70。70岁的老秦，仍然
记得自己十几岁时酿造出的人生第一甑酒。

“江湖”规矩，三斤粮食一斤酒。
但他的出酒率，居然达到每斤粮食出

酒四两五。
一甑而红。此后一路飘红。
升职的道路，梯次铺就：灶长；小车间

主任；大车间主任。全厂唯一指标，临时工
转正式工，非老秦莫属。

“一口窖池酿15甑酒，一个车间104口
窖池，全厂总共9个车间。总掌作师傅，就
是大车间主任。”

掌作师是啥？
全面负责技术，还得管理别人，既要技

术服众，还得管理服众。
哦哦，原来相当于酿酒“总工程师”。
说话之间，午时已到。
留在老秦家中吃饭。
菜已上桌，秦家小女儿盯着一只玻璃

罐问：爸爸，那里面的酒，是哪年的？
老秦说，不记得。
“少说也有30年了吧！搬家，换罐，都好

几次了。”老秦的夫人秦老太太在旁边答腔。
我瞄了瞄那只罐。放在客厅高高的橱

格顶上，那个高度，一般是张贴“天地君亲
师”的位置，由于久未动过，罐体有一层淡
淡的油腻，还有一层薄薄的灰尘。但是整
体看上去，判断得出酒呈浅黄色。

秦小妹说，今天中午就让老汪尝尝这
个酒噻。

不等答复，小妹径直端了凳子，要去取
酒。奈何够不上那高度，我连忙过去帮她
一把。

老秦让我自斟自饮。因为心存好奇，
倒酒的时候，手抖了一下，面前的高脚杯，
满满当当不说，竟然高出杯口差不多半粒
米，而那酒却不往外溢。

“这酒，表面张力真强。”自我解嘲。
杯太满，不能端，只能伏下身去喝第一口。

“有点药味。浅浅的中药味。”我说。
老秦没说话，用指头沾酒，轻捻一下。

还是没说话。
因为这药味，接下来我喝得比较潦草。
回到重庆主城，某个场合，我讲述了这

次喝酒经历。
一人突然瞪大了眼，说：你个傻儿！存

放了30年的基酒，若有药味，便是硬货。
只需勾出那么一丝丝，就能让一瓶酒点石
成金，身价倍增；你喝的那一大杯，原本可
为一大堆酒画龙点睛！

我感到自己有点暴殄天物。

二
酒是粮食精。
酿酒史就是粮食史，也是发展史。
粮食是酒的命根，也是酒厂的命根。

天南海北，大江两岸，举凡出产米酒、黄酒、
白酒，何处不是五谷丰饶之地？

老秦所在的酒厂，酿酒原料为高粱、大
米、玉米、糯米、荞子。粮食酿造的白酒，大
体分为浓香、清香、酱香、米香及其他香型
五类。

凡间都喜此物，酒厂工人自然靠山吃
山。若干年前的旧闻，下班“夹带”的，花样
百出。开水杯、饭盒、竹筒、小孩子的身体
……毕竟是液态之物，须以硬物包装，保安
稍一认真，就能查出。于是“夹带”升级。
缝制了新棉袄，穿着来上班，酒厂温度高，
顺手脱下，浸进酒缸，下班时捞出，用塑料
袋提回去，一拧，十来斤白酒得手。

反“夹带”的过程是斗智斗勇的过程。
该厂朱厂长是我熟人，受命到任时，深恶此
风屡禁不绝。便开了个全厂大会，上台宣
布：把长期夹带的张三李四，给我拉出去！
众目睽睽之下，张三李四被带出会场，隐约
听得两声脆响，此后二人再没在工厂出现。

那时制度不健全，干活的又是临时工，
大多没文化，只能出此下策，杀鸡吓猴。“两
声脆响，其实是炸了两颗鞭炮，两个工人，
被辞退回村。”多年之后，秘密得解。

老秦挥汗如雨的季节，出现在土地联
产承包责任制后。

仿佛一夜之间，大地丰盈，粮食丰收。
春秋冬三季，酒厂几乎不熄火。

“为啥没包含夏季？”
酿酒需要合适的温度、湿度、水源、风

向……夏季出酒率低，不划算。
但是人没闲着，夏季制曲。
酒曲的原料仅只一样：麦子。
老秦带着工人，硬生生把一粒粒粗硬

的麦子，在阳光下、在潮湿中，变成“曲药”，
那是粮食变成白酒的媒介。一个夏天制成
的酒曲，足够来年一年的用度。

“养猪大如山老鼠头头死，酿酒缸缸好
造醋坛坛酸”。如果酒曲有问题，酒就一定
会出问题。

甩开膀子，扬眉吐气，开足马力，大干
一阵。酒厂第一次面临“酒好还怕巷子
深”，销售成了一门大学问。

“嫦娥姑娘下凡来，硬要和我喝一台。”
这段“月儿明月儿亮，月光照在酒瓶

上，某州酒好没法说，不喝硬是睡不着”，开
启了许多农村孩子的童谣时代，也开启了
白酒销售的广告时代。

老秦他们，第一次参加了全国糖酒交
易会。为证明酒好，也为显示热情，糖酒会
上，老秦以勺代杯，一连喝了48勺，至少二
斤半酒。

市场经济浪潮汹涌，检验着参与者的
游泳水平。“有一回，一大车酒，千辛万苦运
到东北，交货时一点，酒少了一半。不是被
人偷了，而是瓶子漏了。”

后来的市场竞争，似乎更加激烈。身

边的不少人，见识港币，不是在香港，而是
在酒盒里。那是运气，是鼓励，是新奇，酒
瓶一开，“哇，港币！一元！”有一回在“心连
心”广场吃烤鱼，邻桌猛哄然而起，一阵欢
呼。原来他们不是中了港币，而是中了一
台笔记本电脑。

大生产时期，是老秦技艺的巅峰时
期。领导莅临视察，老秦是当然的解说
者。电视刚刚出现在人们的生活里，他就
走进了电视台的新闻栏目。

他练就了多种绝技。
蒸煮粮食的软硬程度，直接影响出酒

状况，最难把住。但他只需手指轻轻一捻，
即能当机立断。

原料入窖控温，别人凭温度计，他凭直觉。
出酒时火力重要。人家控火，他控蒸

馏冷却的“量水”。
判断酒质好孬，一般靠“品”。5米之

外，他只用眼看，近得身前，他只用指头捏。
退休之后，老秦把粮食配比、操作流

程、细节把控等写成“秘籍”，引多人上门求
购。

但他认为，名师傅有差徒弟，好食材有
孬厨子。

“工匠精神，贵在用心。运用之妙，存
乎一心。”

三
老秦说，酿酒，需要调动眼耳鼻舌身

意；喝酒，也要调动眼耳鼻舌身意。
我说不对，耳朵，与酒无关。
他说，酒酣耳热。碰杯发出叮当之声，

嘴里还会讲些“杯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
的酒话，都为满足耳朵功用。

酒厂有一款“流杯酒”，老秦说了来历
——

公元1100年，黄庭坚重获重用，返程之
时，路过万州，南浦太守高仲本置酒款待，在
西山流杯池“曲水流觞”。黄庭坚豪情迸发，
书就《西山碑》。清朝时期，《西山碑》朱拓，
即值银四两。流杯酒的记忆则更深。

他第一次喝酒，即是此酒。那时尚未
入学，家中来了客人。屋外漆黑一片，室内
暖意融融。四方桌上团团围坐，正中倒扣
了量米的木升，置煤油灯一盏。一只大土
碗，满满一碗酒，上家喝完，递给下家，称

“转转酒”。酒碗每一次轮过，他均未客气，
于是很快醉去。

长大之后，每被大人奚落小时醉态，老
秦便要找些注脚。

比如，李白叫酒仙，欧阳修自号醉翁。
比如，知章骑马似乘船，东坡把酒问青天。
比如，丘吉尔说水是不适合直接饮用的，要
让它可口，必须加点威士忌……

我很好奇，曾经海量的老秦，为何十年
前宣布戒酒。

因为酒池肉林，助桀为虐？因为穷途
之哭，死便埋我？因为贵妃醉酒，干儿作
乱？

都不是。老秦说，仪狄作酒醪，杜康作
秫酒，不是让人滥饮的，适可而止，知福惜
福。人生自有定数，假使人生80年，能饮
1000斤，你一定要用80年喝完，不可以提
前到60年，更不可以50年。因为年轻喝过
许多，因此应该老来节制，如今酒不入喉而
知酒味，也是上天恩赐。

今年大年初二，老秦做了件让人意想
不到的事。他携一双儿女，回到人生出发
起点黄岭坪，为自己选定了百年归宿之
地。他甚至聚齐了墓园将用的条石。

他说要以清醒的方式，与人生“干杯”。
（作者单位：重庆市人口宣传教育中心）

我曾经觉得夜市最适合神游，这可
是个奇妙的念头。

因为我冒出这个念头的时候，还在读
书且从未去过夜市，但我知道我去那儿能
干些什么；首先是吃，其次是看，然后漫无
目的地行走。人真是奇怪的动物，年少时
总害怕孤独，成年后却又认为孤独是一种
高度。那时我还小，只希望挤在梦一样的
人群中，踮起脚尖四处张望。

大学刚刚毕业，夜市遍地开花。我
被分配到银行，但资历尚浅，难免囊中羞
涩。青春最不可思议，正如那时的我一
下班便疯跑出去，一路狂奔，只为能跟朋
友在约定的时间坐在路边，吃着一块钱
一份的炸土豆，理直气壮地消磨时光。

单位楼下有夜市，我最爱闲逛。也
会拖上要好的女友，一起耍女孩子的小
聪明，先掏出钱包里一些钱藏在身上，再
去小摊上讨价还价。有次拖了个特别会
过日子的去，讲价之后，她居然还要求把
零头抹掉。那小贩当场炸了，轰我们走，
我便打开钱包对他说：“你看嘛，就只有
五十块，而且我还要留二十块买书。本
来是全部拿来买书的，看到你的东西实
在太好……”这种小花招很灵，能把价格
压到极限，让小贩心里又舒服又不舒
服。女友一直在旁边装出可怜的样子，
然后两人挽在一起严肃走掉，等到转过
一个弯，才敢笑出声来。

那时候银行女职员，雪白的衬衣加上
藏青色的裙子，看着斯文。我讨厌那衬衣，
肥且拘谨，跟男生的款式相仿。二十来岁
的年龄，整天满脑子的与众不同，于是我找
了个裁缝，把腰身改得纤瘦，一时间竟惹得
人人羡慕。太过惹眼总是不好，很快便被
领导发现，通报批评都嫌不够，还罚我自己
掏钱，又去买了那种肥大的衬衣来穿上。

领导比我们也大不了几岁，二十七
八岁的女生，已经做了科长，那年头可是
了不得的事。所以少年老成，规范端正，
绝不旁逸斜出。我们几个刚出校门，自
然活泼无忧，整日里想的除了吃喝就是
玩乐，反正不能辜负了自己，每逢加班更
是惦记着楼下的美食；那是整整的一条
街，专为好吃的人而生。天下少女都是
一条心，以为怎么吃也不会胖，那时的我

们，以好吃为荣。
夜市一开，各种香味飘散，烟雾缭

绕，热气腾腾，把夜晚搅得越发诱人。总
是烤羊串烤鸡翅的熏香和经典烧腊的卤
香混合，然后火锅的花椒味渗入；接着，
各种小炒的油香掺和进来，仔细去闻，似
乎还带有薯饼和南瓜泥的乡间气息；时
令蔬菜的清香曼妙妩媚；辣椒味奔放刺
鼻，让人热泪盈眶。在这夜市烟火组成
的交响乐中，面条和糕饼弦乐般抒发着
粮食的朴素；臭豆腐是重低音，气味深沉
浓厚，带着市井特有的感染力；孜然来自
异域，那是气味中的小号，嘹亮芬芳；它
率领夜市丰盛的空气走街串巷，入人肺
腑，把所有的肠胃激活，躁动不安。这时
所有的感觉就是一个字：馋。

我加班第一件事，就是将每一扇窗
户大开，把这夜生活的空气放进来，青春
和心情顿时美好。领导过来巡视，第一
件事则是将每一扇窗户关上，随即开始
教育我们。每次加班都这样，我们开窗
领导关窗，周而复始，无一例外。

窗户关上了，夜市恍若隔世，夜不收
的心开始飞翔。

起初我们也想拉着领导一起逛夜
市，领导的回答每次都是同一句话：“放
着加班餐不吃，非要去吃夜摊，女娃娃像
什么话！”每次都要被数落一通着实让人
沮丧。有次我们这伙人疯玩了一个通
宵，黑着眼圈直接去上班，领导一看，心
知肚明，拉着脸半天才蹦出一句话：“女
娃娃，居然敢这样耍，简直就是夜不收！”

那个年代，“夜不收”是一个时好时坏
的词，有时候用于指责，比如：“你这个夜
不收！”有时候用来自我释放，比如：“今晚
我们夜不收吧？”直到今天也是这样。

不过，即使如此，我们夜不收的队伍
却日益壮大。这支年轻的队伍叛逆纵
情，无论是兜里没钱还是屡被数落，都敌
不过端着一碗酸辣粉在街上逍遥自在。
我们热衷于在夜市来回巡逻，成了街上
另一道风景，街上有我们吃不够的美食；
从这个摊到那个店，吃了走，走了吃；刚

发工资的日子互相争着比大方，兜里穷
了就AA制，我们甚至还喝起了啤酒。
那时真的很奇怪，一群美眉相约着四处
闲逛，有时啥也不买，最后总为了谁该和
谁拼车回家、谁又该付多少车钱这种莫
名其妙的事争论不休，然后大笑着散场。

日子就这样晃晃悠悠地过着，我则顶
着夜不收的名头在这样的时光里，日复一
日地自己决定着自己。我从每个街口经
过，看着黑夜淡去，白昼渐出，一些东西离
我越来越远，一些东西离我越来越近。

单位里新来了实习的研究生，其中有
两个男生长得特别好看，总爱在楼下吃
面。女生们欢喜得都疯了，觉得生活真是
太精彩，连男生都是新鲜的。大家下了班
踩着点去围观，比打卡还准时，谁都顾不
上搭理我。说是围观其实也就是远远地
瞧上一眼，见着个背影便开始笑，一堆人
麻雀似地喳喳个没完，却没有谁敢上去搭
讪。我也不敢，我连围观的勇气都没有，
只能绕道而行。我的女友手快，竟然跟其
中一个接上了头。有天他俩在夜市吃烧
烤，被我撞见，打了个招呼，然后他们继续
互相喂着吃，我的脸却红了。

2000年的夜晚，中秋刚过，我沿着
另一条街往前走，我要去见一个人。

我到的时候，他还没到。其实我并不
知道他的名字，他是个戴着黑框眼镜高瘦
斯文的男生，看起来跟我同龄，额前一绺
白发酷酷的。与他相熟是近两周的事，第
一次遇见，他坐在我的对面吃一盘炒面，
突然问我借一张纸巾，我把整包的纸放在
桌上推给他，他取了一张，又推还给我，然
后笑笑，点点头。之后又遇见过两次，相
同的时间，相同的座位，巧合得让人吃
惊。他依然问我借纸。再后来我索性见
了他便把整包纸放在左手的桌面上，他会
看看我，笑着取出一张来用。待到更熟悉
了，我又找他借书，说好的今天归还。

他迟迟未来。我望着对面的空位，
想象他坐在那里时的模样，心里竟掠过
一丝波动；是失落吗？我不懂。又仿佛

只是树叶摆脱树枝飘离，树梢微微地颤
了一下。而我不能再来，因为明天我就
要去北京参加为期三个月的培训了。我
只好请老板把书转交给他。在那本书最
后一页的左上角，我用铅笔轻轻写下我
的姓，这是一本小说给我的灵感。

第二天飞机滑行的时候，我再次怀
念起那家小馆。他后来取走书了吗？他
现在知道我的姓了吗？第一次，我猜测
起了一个男生……

同行的女友注意到我的失神，她问
我在想什么，我却问她：“你那研究生
呢？好久没看到他了。”她轻声说：“他走
了。”我再问：“去哪了？”她更轻地说：“不
知道，找不到了。”

青春就是这样，许多人、许多事、许多
感觉，走着走着就不见了，找不到了。为什
么？不知道。青涩的时光仿佛过得很慢，
让人产生错觉，就像刚踏上远行的列车，觉
得要去的地方遥远得像一辈子，而突然到
站，自己又吓了一跳。呆立半天，这才极不
情愿地迈开双腿，小心翼翼跨进中年。

之前，我从未想过人居然会以如此难
以接受的速度蜕变。但岁月似乎早已做
好了准备，我只能眼睁睁看着它抹去我少
女时代的傲娇，一本正经地将我身体某处
的绵软塑造成型，我的心变得丰富而温
润。是的，岁月将我变成了一个母亲。

我不再喜欢夜游，更多的时候，我会
在家陪着女儿。那样小小的一个人儿，
粉粉的，软软的，有点丑，像我。我喜欢
看她笑，小脸上闪着光亮，我知道那道光
会始终陪伴着她在年华的路上渐行渐
远。此时、彼时，月光微淡，闲静安逸。

有时，看着熟睡的女儿，一些久远的
记忆会渐渐打开，它们会提醒我从哪里
来；那些单纯的欢乐、任性的温暖依然包
裹着我，我常常会好奇那个夜不收的影
子是否仍在原地？

（作者单位：重庆凯赢金融）

虽然，身为女性，但一直以来，却不
太爱在镜子里消磨。年少时，忙于读书，
无暇顾及；长大后，自然爱美，但美的感
觉，不会单从梳妆镜里去寻找。近年来，
随着工作和生活的日渐忙碌，日复一日，
人，渐渐变成了空心人，每天，机械往复
地运转。已经很久，没有好好地照照镜
子，渐而，忘了自己的模样。

空心的感觉，是麻木是迟钝；丢失自
己的感觉，是陌生是茫然。失重与失落，
压抑与迷惘，情绪，一点一点，积压成疾，
燃烧、疼痛、蔓延。

昨夜的一场雷雨，湿沉了多日的浮
躁。清晨醒来，一阵清凉。赶紧起床、梳
洗、上班。就在梳洗之际，一个对视，镜
中的人儿，让心“咯噔”发慌，“天，那是
谁？一脸的木讷和冷漠，完全一雕塑！”

长发依然，裙角依然，不经意的岁
月，已照出了镜中的陌生。此刻，感觉是
疏离，是恍若隔世的遥远。一时，无语。
内心，一点一点被撕裂，渐而开始恐慌。

原以为，岁月只会风蚀容颜，风蚀不
了心灵；原以为，生活可以磨砺肉身，不会
消磨人的精神。原来，我是糊涂的，岁月
如刀，已经刻噬了脸上的笑容，而我，却毫
无意识，一无所知。曾经的追梦人，此刻
何在？那份自信、乐观、从容、淡定，丢落
在了何处？

历经岁月，慢慢明白，生活原本立
体、多面，又怎能看成是单一的一点、一
线、一面？从前，对生活的认识是单一
的、单纯的、肤浅的；对生活的理解，也是
理想化的。也因此，当生活呈现出不被
光照的一面时，一度，是那般的惊慌失

措，困苦彷徨，无所适从。此时剥开，仍
然一份疼痛。

一位朋友说得好，生活中你没有看
到的，并不表示不存在。就像我们用肉眼
看河里的水是干净的，这并不表示水真的
干净没有细菌和脏物。我们的双眼，我们
的双耳，所能触及到的，无非是生活的冰
山一角，而并非全部；看生活，又怎能着眼
局部，以偏概全？所以，当生活出现未知
和盲点，出现不曾经历的或黑或白时，宜
从容乐观，学会坦然和坚强，学会适应和
接受，学会理解和宽容，学会保留和取舍。

就算生活复杂，心灵却可以简单。
又何必，在意生活呈现出来的是方还是
圆？当想到这点时，心已慢慢开始豁
然。再次对着镜子，镜中的陌生正一点
一点被消解。此时，豁然明白，走在路
上，即使步履匆忙，也不能忘了，适时照
照镜子，照出旅途的未知和迷茫。

（作者简介：张蔓莉，女，现居重庆。
有作品见诸《天津文学》《太湖》《地火》
《在场》《重庆文化研究》等刊物。曾获第
八届冰心散文奖、第三届四川散文奖优
秀奖等。）

青草地，放风筝，汝前行，吾后行。
温暖的阳光，为我打开新一天的大

门。拉开窗帘，一阵春风吹过，远远望去，
房前的草坪上，飞倦了几只可爱的小鸟。
天上有老鹰、蝴蝶、燕子……仔细一看，那
是风筝。天上也有很多风筝，那些小鸟精
神饱满，正在与云做伴呢！

我赶紧拿上我的风筝，跑到草坪上与
小伙伴们玩耍。我拿着燕子风筝的一头，
小伙伴把手紧握在风筝的另一头，霎时一
阵微风吹过，我们便快速地跑了起来。

“放”，我叫道。
小伙伴便把手里的风筝往外一扔，我

的小燕子风筝就飞起来了。它展开轻快有
力的翅膀，带上剪刀似的尾巴，穿上黑色和
红色的外衣，向天空飞去。看着它，我不禁
想起了一首诗：

只凭风力健，不假羽毛丰。
红线凌空去，青云有路通。
风筝越飞越高，最后变成了一颗斑点

般的繁星。这时，前面的老爷爷的风筝几
乎看不见了，我真怕我们的燕子风筝和他
的老鹰互相打搅，就像亲嘴一样，我可不想
看到这肉麻的场景，所以便往另外一个方
向跑去。

“我们来比赛吧，看谁的风筝飞得高飞
得稳。”一个声音吸引了我们。

“好哇’，大家兴奋地叫道。
于是，大家找来自己的风筝，通通都放

了起来：有蝴蝶，有毛毛虫，哦！不是，那是
条蜈蚣，好吓人。还有小鱼，小虾……风筝
一松一紧，凌空飞起，感觉想要挣脱掉我们
的丝线。

我们一直从上午玩到中午，从中午玩
到下午。

这一天过去，我们也快跟太阳公公道别
了，希望下一次，我的风筝宝宝能拿第一。
（作者系重庆巴蜀小学三年级一班学生）

在漫山的细语里，你可见到了
那小小的，白白的牙齿和嘴唇？

在春季，风吹皱了江水
吹奏着桃花、李花、梨花……
风也停在我头顶的黑与白上
喜悦的、忧伤的气息
成为那些牙齿和嘴唇的美食

春天的山野，浩浩荡荡的沙沙声
都是醒来的流水，她们翻身，睁开眼睛
她们伸腰，把自己打开、装满
再一点点开成花，开碎

她们和光线一起，把游人从画卷里泼
进、拔出

轻轻应和，扑面的歌谣和溪水

是的，她们还带走了太多的一生
那漫山的寂静
春天是一个动词，而你和我
是动词之间那个小小小小的
一个停顿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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