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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奖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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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航拍中国》第二季中又看到了稻
城亚丁，这片用脚步丈量过的土地，倍感亲
切。闭上眼，三座神山仙乃日、央迈勇、夏诺
多吉以及它们脚下的广阔草甸、潺潺溪流、
浓密森林构成的壮美景致，就重回眼前，拂
绕不去。

那是一条我从未经历过的跋涉之路。耳
边，回响着从肺部挤压出的粗重喘息。在泥
泞的山路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最后是一步
一步地挨。雪山在逼近，雪水肆虐地沿着山
壁凹陷处往下流淌，寒意沁人。它们汇聚于
丛林、湖畔，或是堆垒成滩，或是继续向前奔
流。远望，海拔4100米的络绒牛场匍匐在脚
下，纵横交错的溪流滋养出的这片高山草甸，
有着人们理想中世外桃源的模样。牛羊悠闲
地甩尾吃草，五彩的小野花尽情绽放。此情
此景，怎不教你放飞无限视野和心情？

但在海拔更高处，与雪山毗邻的地方，还
有几个宛如绝世仙姝的高原海子，等着与我
来一次美丽的遇见。它们瑰丽无比，那深浅
不一蓝滢滢的水色会让人的内心瞬间沦陷。

有人说，单纯的景致如同拥有漂亮外表
却没有内涵的女子，经不起回味。而两上亚
丁的经历，让我彻底摒弃了这种观念。我不
得不感佩自然的伟力及原始的魅惑，让我这
种普通人也陡然产生一种挑战自然、挑战自
我的欲望，并借此体验突破身体极限与享受
自然生态达成的美妙平衡。

人们兴冲冲地奔着稻城亚丁的美而来，
最终大部分人却失意地离开。原因在于它
是用最原始最质朴的方式来接纳你。要登
临顶峰，拜谒雪山圣湖，需在 4100 米至
4700米的高海拔地区来回行走13公里！
没有索道，没有汽车，全靠一颗执着的心。
只有体力和意志兼备的人，才能最终到达辉
煌的顶峰，去领略无限风光。

头一天我们在络绒牛场遭遇中雨。八
九摄氏度的气温，冷意噬骨，加之高原反应
带来的头痛，让我们止步于此。

千里迢迢奔它而来，岂可无功而返？第
二天，同伴打起了退堂鼓，我独自二上亚丁山。

藏传佛教中称稻城亚丁三座呈品字形排
列的雪山为“三怙主雪山”，意为三座护法神
山圣地。1928年，美籍奥地利地理学家、探
险家约瑟夫·洛克发现了这里。山下的香格
里拉小镇，有条洛克小道，还有洛克先生的塑
像和浮雕。近一个世纪，它依然维持了原始
的本色，这反而吸引更多的人不断前来。

从络绒牛场开始登山，山路有了较大坡
度，不一会，熟悉的头痛感便像老朋友一样再
次光顾。这时，越发需要心思单纯，摒弃一切
干扰。往上，再往上，到达传说中的圣洁之
地！一种莫名的牵引力引我不断向前。腿脚
酸软，头痛加剧，也在所不顾。不知拐了多少
个弯，经过多少个路口，只觉草场离我越来越
远，雪山纯白的身影渐渐逼近。

目标仍遥遥无期。多数时间我在丛林
中穿行，脚成了机械运动。只有在达到忍耐
的极限时，才停下歇一歇。走着走着，前路
有时突然开阔，出现一片花野，一片湖泊，或
是一道悬崖，可以“极目楚天舒”，这算是给
予辛苦攀登者的一种犒赏吧。

最后的几公里异常艰难。海拔渐高，山
路陡然直立，坡度达六七十度。人们喘着
气，一路牢牢抓着边上的栏杆，就像抓住救
命稻草。在艰难时刻，最是能体会到人们相
扶相携的情意。下山的人均体贴地对着痛
苦的爬行者们微笑，安慰他们：“快到了！”

我的身边走着一位身材瘦弱，围着红纱
巾的老妇，不时回过头温言鼓励落在后面的
女儿。她的亲和使得一路不愿和旁人搭话
的我也忍不住打开话匣子。她说自己六十

三岁，趁还能走动，想到处走走看看。从她
微笑的脸上我看到了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
没有一丝老年到来的暮气，令我钦佩不已。
当听说我是一个人登山，她也连连竖起大拇
指。我们一路相互鼓励着。胸口还是闷，头
痛已成常态，但前方的陡坡在变短，身后的
路不断延长。带着“我快到了”“终点就在眼
前”的信念，我再也感受不到高原稀薄的空
气对我造成的威胁。

前方，还有最后一公里，但相对平坦的
路途。我知道，牛奶海就在那边静静等候
着我，它宁静的蓝色足可以消融来路的所
有风霜。

暴雨就在此时疯狂地打下来，雨伞完全
抵挡不住它热情的问候，任凭风雨浸袭我的
衣服和裤脚。眼前仿佛出现了当年洛克先
生戴着毡帽、拄着拐杖站在山顶的模样，一
群高飞的雄鹰在他脚下盘旋、翱翔。高原的
风夹着雨吹过，刺骨地寒冷，却吹不乱我炽
热的企盼和渴望。可不是，才一两分钟，没
有任何征兆，暴雨戛然而止，雪山顶上重现
一道祥和的银白光芒，瞬间温暖覆盖全身。

要贴近稻城亚丁，去发现这片神奇的山
水深藏的意义，就去步行吧。一路的跌宕，
心境的起伏，在到达山顶，领略到那份奇绝
与壮美时，最终都归于平静。此时头脑中只
有一个词在来回萦绕，那就是：圆满。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

多年前，我很不解大哥喜酒的理由，我
很不解大哥总感叹“有朝一日时运转，天天
喝酒当过年”。

大哥最痛苦的事情就是他没有好好喝
过好好醉过。

著名的川鄂茶盐古道穿过我的家乡，
古道旁边有古老的老码头酒坊，酒坊旁边
是我们的家。闻着酒香长大，我们六个弟
兄就大哥一人喝酒，显然这不是大哥宣扬
喜酒的理由。

大哥比我大18岁，更远年代的大哥酒
事我不清楚，我只知道上世纪80年代以前
的乡村，刻骨铭心的记忆只有一个字：饿。
醉是那个年代不敢奢想的最大幸福。于
是，乡村酒事只能零零星星地呈现在乡村
的红白喜事中。

大哥是我们家唯一的乡村红白喜事代
言人，方圆百里中，只要有人家办喜事或丧
事，大哥一定会去。不为贺喜或吊丧，就为
奔赴一场酒事。

大哥自然要随礼。红布包袱装着半升
玉米，家家一个样，回回一个样，家里没有
更多拿得出手的礼品。早上，红布包袱挎
在肩上，兴高采烈。傍晚，红布包袱捆在腰
间，唱着他自己才懂的歌，仿佛一片落叶，
在落日的余晖中向着家的方向飘荡……

忘了交代一个背景，大哥不断地出席
一场一场乡村红白事，绝不是父母纵容大
哥的酒嘴，大哥在乡村还有一个身份：支客
师，就是负责张罗主家红白喜事那几天所
有事务的支客师。

所有安排到位了，在乡村酒席进入尾
声的时候，大哥这个支客师才可以上桌。
酒碗在八个人面前端出一条粗白线条来，
飘过大哥手中，白线条断了——酒没了。
那些年代的主家都是一桌一瓶酒，不像今
天能够敞开肚皮喝。等到后来，大家瞅准
大哥往哪席走，那席准没人去。大哥也不
客气，独自一桌菜一瓶酒，傍晚回家照样歌
响步大脸更红霞……

我们为大哥的乡间酒态羞愧。
大哥的另一场酒事自然与老码头酒坊

有关。说是酒坊，其实我们一直怀疑酒旗
上那个“酒”字的笔画是否少些什么。填不
饱肚子的年代，老码头酒坊酒锅里也没有
太多的大米、高粱、糯米。红苕出来的时
候，他们酿红苕酒。甘蔗出来的时候，他们

酿甘蔗酒。地瓜出来的时候，他们酿地瓜
酒。很有几年这些都没有多余的时候，听
说山上的青杠藤可以酿酒，居然让那些藤
藤叶叶煮进酒锅。这个时候，酒坊想到了
大哥这个乡村酒仙，大哥的酒品在乡村是
有说服力的，只是这个酒品与大哥的酒态
没有多大的关系，就是品酒，就是端出那么
一小杯让大哥说话。酒坊从来没有用碗给
大哥端过酒，好在大哥只品酒，不品酒碗。

乡村不可能经常有红白喜事，酒坊不
可能天天酿酒，乡村天空之下的大哥脸上
无光，口中无歌，大哥就盼着家中来客，来
了客人总会有预期的酒事。

事实上大哥的期盼很少有下文，一个
十几张嘴巴的大家庭对于我们那些亲戚朋
友来说，的确没有拜访的冲动。

1977年3月26日，我能够清楚地记住
这个日子，是因为从那一天开始，我给自己
树立了一个理想，长大了一定给大哥买一
瓶像样的酒。

那天，表姐夫复员专门到我家。多年
不见的表姐夫到来，让家中一下慌张起
来。再穷，饭菜总能凑上一桌。贵客来了，
酒成了全家最大的痛。青黄不接的季节，
老码头酒坊早熄了酒灶。到乡场上去，哪
个农村人家中有买酒的酒票。饭菜上桌
了，大哥还在院中走过来走过去。母亲喊
了几遍，大哥苦着一张脸进屋，大哥穿过父
亲诊所的时候，突然眼前一亮，药柜上居然
摆着一瓶酒精——

冷了开水，兑上酒精，大哥和表姐夫的
酒事开始……

几碗过去，表姐夫开始对着大地无尽
地倾吐哇哇哇地抒情——哇！大哥一旁大
喊：“打到长耳巴一只！”哇！大哥数着：“打
到长耳巴两只！”

数到打到长耳巴八只的时候，表姐夫
从桌子上梭到地上，脸青面黑。

好在父亲出诊回到了家！
第二天我问大哥，昨天你们明明在喝

酒，为什么说表姐夫打到了长耳巴？
大哥一脸地鄙视，说长耳巴还有一个

名字叫什么，叫——兔。当这么多年兵，这
么点酒就喝成那样？！

表姐夫气愤地从床上爬起来，说那还
是一点酒，那可是大姑爷一整瓶酒精。

从此，大哥在家中再也找不到父亲藏
酒精的地方。

1980年，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也让铅
灰色的乡村有了花般一样的红润，乡里买
上了放映机。谁做放映员？天天看电影？
成为全乡最美的猜想。全乡把所有适合的
人选都想过，唯独没有想到我大哥。只有
我大哥想到了他自己。他给了两个理由：
一是他是乡里小电厂的发电员，和放电影
一样，都是“电”字辈的；二是他喝酒当支客
师的口才适合放电影。

书记居然答应，显然书记看重的绝对
不是大哥的酒名。

山上映山红盛开的时候，大哥从县里
集中培训回来，书记要乡里的第一场电影
在乡场上演，大哥说不行，县里书记说回去
的第一场电影只能在自家门口演，万一演
砸了好收场。

大哥这个乡村放映员的首秀在村校操
场上开场啦！操场上挤满了人，山坡上挤
满了人，学校屋顶上爬满了人，那部电影的
名字很甜——《甜蜜的事业》。

银幕上现出两个大字：剧终。操场上
的人没有一个要走，大哥说今晚的电影结
束啦，明天在乡里演。大家这才起身，大人
们却围在大哥身边，举着一个又一个空瓶
子，指着挂在扁担上的电灯泡，央求大哥把
扁担上的灯油倒一点，说这个点灯明亮。

大哥有哭的冲动。
今天我们总对那些炙手可热的人称为

什么什么红。按照这个思路，大哥绝对是
当年乡村的红人。乡村对有手艺的人都称
师傅，唯独在大哥这里，称他为“文老大”。
大哥在我们家排行老大，大哥在全县的放
映员中确实也是老大。专业的考评术语我

们不知道，至少有几手放映的绝活，让其他
电影队让十里八乡不得不服这个老大：25
秒的换片记录，精彩绝伦的电影解说，蒙着
眼睛拆卸放映机，紧扣时事的幻灯宣传
……当然还有一样更是让大家甘拜下风，
那就是大哥理直气壮、气吞山河、惊天动地
地喝酒。村里小媳妇甩脸子，小丈夫说文
老大到村里啦，支书家的酒香就飘出来啦，
小媳妇立刻漾出笑脸；村里小孩子哭闹不
吃饭，大人们说文老大来啦，等会他光喝
酒，不给你放打仗的电影，小孩立刻乖乖吃
饭——大哥成为乡村最受欢迎的人，大家
把家里能够拿得出来的好酒摆上，成就了
当年大哥“有朝一日时运转，天天喝酒当过
年”的理想高峰。

1989年10月，新中国成立40周年大
庆的时候，大哥作为唯一的乡村放映员代
表评为四川省文化系统劳动模范。晚上举
办电影晚会，本来电影院早安排好一部新
片。领导来啦，说今晚就放《一江春水向东
流》，不上电影院，就露天电影，指明要大哥
这个乡村放映员。当年的《一江春水向东
流》是拍得比较艺术的一部电影，乡村放映
时候必须加上放映员的解说，否则大家看
不明白。按说在劳模这个层次这个场合是
不用放映员解说的，显然领导看过大哥的
劳模材料。

那绝对是大哥放映生涯最光辉的一
幕。平时换片25秒，那天晚上他居然22秒
就完成，平时对乡亲们解说，立刻调整为针
对现场各个层次各个身份的观众解说，妙
语连珠，诙谐调皮，雅的地方阳春白雪，俗
的地方下里巴人。

领导什么也不说，只问一句：“有什么
要求？”

喝酒！
大家异口同声！相处两三天，大家都

知道大哥那点酒事。
1999年，电视机走进千家万户，电影不

再是乡村最稀奇的东西，连当年的胶片放
映机都派不上用场的时候，乡里决定解散
电影队。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很为大哥高
兴，我们经常用披星戴月来描述工作和生
活的艰辛，其实这个词就是给我大哥的，披
星戴月绝对是他几十年生活的常态，大哥
总算可以在星空下睡个踏实的觉啦。

大哥回到家中，大嫂倒了酒，大哥连看
都不看一眼，仰望着高远的星空……

我们为大哥担忧。
大哥的儿子大学毕业分配在某航空公

司当机长，在海边给大哥买了房子，买了茅
台酒，把大哥大嫂接过去。大哥把那些茅
台酒全部摆在酒柜上，一瓶一瓶地摸过去，
敲编钟一般，就是从不打开。大哥说人走
远啦，家中地就闲啦，地闲了长草，人闲了
难受，大哥的儿子只好在老家给大哥翻修
了房子，摆满了大哥喜欢的酒……

大哥又成为了乡村支客师，他安排酒
席，唯独不安排自己的酒，端着大大的茶
缸，泡着浓浓的茶叶，看着别人喝酒。

家屋旁边的老码头酒坊又修了好几口
大大的窖池，酒卖得很远很远，每当新酒出
来，大碗大碗地请大哥品尝，大哥不喝，只
闻……

2019年3月，区文化局局长来到大哥家
中，捧出一本“新中国成立70周年改革开放
40周年乡村放映员荣誉证书”，说国家不会
忘记每一个人，国家记着你的奉献……

大哥换上崭新的衣服，挎上当年走村
串户的放映包，气宇轩昂地走到乡场老街，
大声喊着：“哪家有酒卖？哪家有酒卖？”

大哥醉啦！大哥的酒事又开始啦！
（作者系万州区作家协会主席）

乍暖还寒的春天，似乎总是迷离的梦
魇。忽晴忽雨的时令，弥散起记忆的兜兜转
转。雨，轻轻滴落，无语、无声，却又总是滴
入了心灵的柔软。

大片大片的云朵，从遥远的天空赶来，
有些文字雕刻成了思念，有些思绪融化成了
生死之间、痛乐之间的星星点点。厚重的云
层里，一种寒凉悄然蔓延，终于，凝结，滴落，
无声穿过树梢，无声滴落窗棂，无声滑落眼
角，无声挂在腮边，无声潜藏于心灵，无声让
忧伤混乱……

忘记了什么时候开始，也忘记了什么
时候停止，雨就这样悄悄地下起来了。我
藏在雨的角落里，共鸣、融化，以至于我自
己也成为了雨滴。把逝去的日子悄然捡
拾，总是有太多的遗憾、太多的愧疚、太多

的怜惜。很多的记忆如雨落，每一次滴落
都牵动着神经的痛，如针刺，如刀割，尤其
是母亲闭目远去的场景，已经成为了我心中
最最沉痛的记忆。每每回想起来，我似乎只
能听见自己那如细丝，如尘埃般孱弱的呼
吸。“一寸柔肠情几许？薄衾孤枕，梦回人
静，彻晓潇潇雨”，我只是一滴雨，也就注定
了许多的无能为力。

生命注定了有一些悲剧，可雨后的旅
途，还不得不延续。“雨打梨花深闭门，孤负
青春，虚负青春。”雨落无声，却胜似有声。

在迷蒙的雨中，任思绪痴缠，任情绪泛
滥。我闭上双眼，雨穿过我的心灵，洗涤我
的血液，侵蚀我的灵魂，过往与新生在雨中
交汇，回忆与希望在雨中释然。完整的依恋
或许是残缺的记忆，都化成雨落无声，化成
一种委婉清瑟的旋律，终将在期待的彼岸和
守望的渡口相遇。

无声的雨夜中，将忧伤连同那些后悔封
存，收拾好行装，怀揣着希望努力前行，期待
千帆过后，依然会有最美的遇见……

（作者单位：万源市丝罗乡中心小学校）

春风
春风，是古寺的一袅檀香，
轻轻一吹，春风就熄了。
春风，是原野的一曲箫音，
轻轻一嘘，春风就逃了。
春风，是牧女怀抱的琴弦，
轻轻一弹，春风就断了。
春风，是美人儿的香梳，
轻轻一蓖，春风就漏了。

春天的雨
春天的雨 落在
我们想像的诗意之上

桃花的脸庞滴着胭脂的春雨
杏花的嘴唇滴着酒香的春雨
梨花的心尖滴着珍珠的春雨
柳叶的手指滴着翡翠的春雨
杜鹃的啼声滴着绸缪的春雨
犁人的铧上滴着油亮的春雨
哎呀！唯诗人的眉间滴着乡愁的春雨

春天有一个弟弟叫布谷
春天有一个弟弟叫布谷
它最喜欢在田野里歌唱

春天有一个哥哥叫春雷
它最爱在天上大声讲话

春天有一个妹妹叫春雨
它最爱在屋檐顶上跳舞

春天有一个姐姐叫春风
它最爱在湖边梳妆打扮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丰都县作
家协会主席）

写给春天的抒情诗
（三首）

孙江月

幼儿园放学了，
几百声妈妈中的一声妈妈，
令妈妈乐不可支：
哎，乖乖，
快过来，
妈妈在这儿！

心尖尖上的呼唤，
闭着眼睛也分辨得出来，
母乳喂大的嗓音，
一听见就令人心灵发颤。
这一声和那些声音有啥不同呢？
妈妈说不上来，
反正凭感觉听得出来。

骨肉的牵扯就这么神奇，
血脉的交融就这么微妙，
一声妈妈，
掀得起众多妈妈的心潮，
一声妈妈，
却只有一人懂得那心跳。

我这个60岁的乖乖，
读了一辈子幼儿园，
放学了，放学了，
童稚的嗓音丝毫未改啊，
一声妈妈，
祖国母亲你可听见，
你可听见？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作
家协会荣誉副主席）

一声妈妈
向求纬

清栖谷听琴
拨弄故事的悠扬
只需陶家女子多情的手指
我们在棋中，等分琴声
二十个诗人，二十把镰
收割着婉转

推门，退于灼热之后
我看到
一座琴房在月光下起伏
涟漪的舌尖舔砥心弦
九九归一
琴声是完整的古镇的脉搏

新月如歌岁月如歌
晚风擦干湿润的眼睛
此刻，往后
我愿意忘却愁烦
只做你想见的美好，美好的载体

九龙桥，原谅我们两手空空
九龙一心，即为桥
在陶家
守恒是石头不死的传奇
跟着水走
则是活出漩涡的风景

人们行色匆匆
提着惧怕打磨的顽疾
不断把自己
从这头搬到那头
从存在搬向虚无

我们是两手空空的另一群
在流水中
惊叹
历史具象为九条龙的风采
驻守大溪河五百年的澄澈

风起水面见证得失
依旧固执，缠绵
腻在龙耳唇齿
拒绝喊醒摇晃的影子

我们吐一口浊气
徘徊在四月的潋滟里
虚度
九龙桥旖旎的风光

陶家，赐我明月的印章
农历乙亥年
四月八日的行云流水
倾泻在汉砖灰陶铺就的宣纸
阳光开满陶家，每一缕
都艺术，都牵动着俗世的毛峰

桂花酿献出香醇，告诉我
已身居故乡
气息悬肘
字字句句都是欢愉

点墨翠堤，心系九龙
运笔西池，情归田园
我醉着，也醒着

而汉时明月，寻我太久
一路收割美好
玉一样，精致而皎洁

浸润，流溢，滋生着贪婪
我仰头的瞬间
把它钉在记忆落款之后
完美的空白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

陶家，恋恋四月天
（组诗）

泣梅

诗/ 绪/ 纷/ 飞

贴近稻城亚丁的方式
戴馨

美/ 丽/ 中/ 国

生/ 活/ 随/ 笔

大哥的喝酒史
文猛

雨落
无声

廖云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