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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在春天的花多数都凋谢了，这意味着
一个季节即将结束。气温渐渐升高，偶尔带
着几分凉意，不过这凉爽有点像一种施舍，
显得有些吝啬。夏日将近，而我是个急性子
的人，我惧怕炎热，我想直接到达秋天。

我在暮春里漫步，脚下是石板、草地和
松软的步道。我从住的地方走到附近的一
个公园，再折返回来，黄昏的阳光不太刺
眼，天上红色的云堆在一起，仿佛没有抹匀
的胭脂。

我走了一条不常经过的路，见到一个盛
开的花园，紫色的藤萝，黄色的鸢尾，翡翠绿
的散尾葵，虾子红的野杜鹃……暮春里的花
太多了，数不完。旁边还散落着一些小花，
我叫不出名字，但是很美。我很惊讶，不知
道邻居中居然有人如此善弄花草。

这只是个家家都有的前院，却被侍弄
得如此精致，我走了几步又忍不住倒回去
看，如此反复几次之后，我索性蹲在那里看
着一丛丛叫不出名字的花，像被栅栏挂住
的流云。

一条狗跑了出来，我吓得跌坐到地上，
这让我的视线终于离开了那些花，却迎上
了一个女人。这是个优雅的女人，头发盘
得一丝不乱，穿着灰色的家居服，外面是黑
色的罩衫，身边还站着个孩子。女人喝住
了狗，那孩子走了过来，他问我：“你是在找
幸运草吗？”

“什么是幸运草？”我狼狈地爬起来，喃
喃地问道。

“爸爸说我们院子里有幸运草，那是醡
浆草的一种。”孩子兴奋地说着。

我的脑子一片空白，我不认识这种植
物，甚至不知道它名字的写法。

“醡浆草都是三叶草，如果找到四片叶
子的，那就是幸运草了。”这是那个女人的
声音。

我正准备解释点什么，女人却移开了眼
光，吆喝着狗，走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的脑海里总是闪现着
这个场景，心里越发地好奇，我甚至去了网
上搜索，原来醡浆草是三叶草的一种。

我特意路过她家，想再问问幸运草的
事，看到那女人正带着孩子在摆弄一片灌
木。他们交谈着，女人微微侧过脸，这使我
看清了她的容貌。她的眼睛长而妩媚，秀气
的鼻子，薄薄的嘴唇，一副好看的面容。或
许是她的表情有些焦虑，脸庞略显苍白，也
不知儿子突然说了什么，她眉头微皱，掉过
身去，穿着米色洋装的背影纤细挺立，宛如
一道月光。

这时，身后有人叫我，回头一看，是一个
熟识的邻居。她对着我笑，我指指篱笆墙，
她拉着我走开了。

邻居：“她家的花种得特别好，专业级的
漂亮。”

“她是园艺师吗？我以前怎么没见过
她？”我问。

“搬来有一年了，据说老公是海军军官，
每年夏天都要回来陪着家人。海上单调，所
以这家老婆就想着多种些好看的花草等着
老公回来。”

美丽的女人，未归的军官，中间是缤纷
的花园，法国电影式的浪漫。嫉妒。

过了些日子我又路过，突然想起，快到
夏天了，也不知这家男主人回来了没有，于
是便趴在栅栏上往里瞧，却看到那女人正蹲
在花园里，拿着把小铲子在拨弄那丛灌木；
宝石绿的裙摆铺了一地，一些土撒在鲜亮的
绿色上，酷似孔雀展开的尾屏。

想是我看得太投入，发出了声响，女人
转过头来，我连忙解释是那天问幸运草的邻
居。她点点头，朝我翘了翘嘴角，算是笑了
一下，然后起身走开。接着她家儿子从草丛
里跑了出来：“妈妈很着急，夏天快到了，爸
爸就要回来了，可是白玫瑰就是不开，爸爸
喜欢白玫瑰。”

“为什么不开呢？”我问道。
“不知道，我在抓紧时间找幸运草，找到

了就会开了。”说完，那儿子又钻进了草丛。
日子继续着它该有的样子，花谢花开，

缘来缘去，仍然没有什么重要的事。
只是从此我多了个习惯，看到三叶草我

便爱去找找看会不会有四片叶子的，可惜从
来也没有找到过。直到某天我突然想到一
个问题：我到底想要怎样的幸运？要是我找

到了幸运草，应该许什么愿呢？这是个严重
的问题，严重到我再也不敢乱找幸运草了，
我必须先弄清自己的愿望。

一天晚上，我散步时碰到了她家儿子在
踩滑板车，他见是我，开心极了：“阿姨，我家
的玫瑰花长出花苞了。”我心里一震，重新想
起这件事来，于是我又绕去了她家院子。

女人在院里徘徊，穿着一条鹅黄色绸料
的裙子，她走到灌木丛前俯下身去，身姿美
得出奇。夜里有风，她不时把裙子拎起来掖
在腿中间，随后用手捋一捋散开的长发。从
未见过的妩媚。

那天的月色带着笑意，月光洒下来，洒
在女人的微笑上。她凝视着那些花苞，手指
温柔地抚弄它们，那神情，像是在情人枕边
唱着情歌。多么美好的画面啊：月影移动，
一个女人在时间里等待她的爱人。我安静
地离开了，心里竟有着神圣的感觉。

大概过了一周，一天傍晚女儿回家时激
动地跑来找我，边跑边喊着：“妈妈你看漂不
漂亮？”我低头一看，她的手里拿着一支白玫
瑰，刚采下来的，还带着新鲜的折痕。我吃
惊地听她继续说着：“是一个阿姨送给我们
这些路过的小朋友的。”

我飞奔出去，一口气跑到她家门口。
黄昏的霞光中，女人穿着海蓝色的长

裙站在院中开心地笑着，风将她的长发扬
起到优美的幅度，手里的白玫瑰花束像是
海中的浪花，那是我见过她最温暖的样
子。她仰着脸，一个穿着白色军服的男人
侧身在跟她交谈。我瞥见军官的模样，瘦
高的个子，陡崖般的鼻梁，火一样的目光；
我甚至听到了他的嗓音，那声音弥漫着海
风的气息。

花园里所有的花都开了。花丛中，白玫
瑰一朵朵地、一簇簇地、一层层地重重叠叠
灿然绽放，像婚礼上的白纱簇拥着他们。我
暗自惊叹，一次普通的相见竟然会如此盛
大。在他们身旁，春天的尾翼正悄悄掠过，
夏天就要来了。

在这个暮春，我的漫步有了这样的经
历，而我忽然间也明白了，幸运草的第四片
叶子其实是长在我们的心灵上。我开始留
意生活中曾被忽略的一些东西，重新去理解
许多事情，比如期盼守望，静待花开……

夏日将近，我似乎爱上了夏天。
（作者单位：重庆凯赢金融）

突然想喝酒，在这寂静的夜里，懂我
的，或许只有它。但我没有喝，只看着夜
色，陷入沉思。

因为不好酒，因为不胜酒力，我在酒桌
上尽量选择沉默，仿佛不发声，就可以隐
形。最怕有人一直叫我，随性地喝还好，一
杯一杯地干，我就只有投降了。

年轻时实在搞不懂人们为何好酒，忍
不住尝尝。先是白酒，辣得我像小狗直吐
舌头，越发不明白了，这么难喝的玩意，为
啥那么多人痴迷。又去尝尝啤酒，哇，一口
吐出来，这哪是酒，苦苦的，怪怪的，分明就
是马尿。还是不服气，又去尝尝红酒，酸中
带苦，苦中带涩，又有些回甘，不是美味，只
是觉得复杂得有点意思，但偏偏喝红酒的
人，明显少于白酒和啤酒。

略经世事，渐渐明白，酒啊，其实也如
人，辛辣的，直接，相处容易，又够劲；苦涩
的，坦率，简单朴实，也低调；而红酒，应该
算是哲人了，得在繁杂，快节奏生活之外，
静下来慢品，方知其中滋味。不同的酒，配
不同的菜肴，适合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季
节，不同的场景。饭桌上因为有了酒，总是
欢笑不断，大凡酒量好的，都有好人缘，谓
之豪爽，耿直。而酒品看人品，这句话我很
怕别人提起，我这酒量，不醉趴下，就叫没
品了。

生活中离不开酒，红白喜事摆上瓶装
好酒，平常人家，酒柜上少不了几坛酒，而
酒这个东西，总是让人欢喜让人忧。记得
刚联系到多年未见的同学们时，甚是欣喜，
隔三岔五邀约着聚聚。本想大家在一起多
沟通交流，好好叙旧，不知怎的，就被酒霸
了屏。吃饭是喝酒，饭后唱歌还是喝酒，摇
摇晃晃出来宵夜，结果仍然是喝酒。一场
聚会下来，爱酒又怕酒，不喝酒没气氛，说
话老放不开，一个个都有意无意拘着，混得
好的，怕太张狂，混得差的，又有些难为
情。喝吧，又没完没了，万一喝醉了一两
个，出点啥事，也不知跟其家人如何交待。

同事成为孤儿，就因父亲饮酒过度，
饭后搭车回到家门口，睡着了一般，永远
下不了车，母亲一伤心，也跟着去了。朋
友的朋友则是升职高兴了，聚餐时主动向
大家一一敬酒，不料回到家，一觉睡下去，
就再没有起来。这些因酒引起的官司，同
饮酒的，不仅承担了经济补偿，还背上了
良心的债务。

酒是没有错的，只是喝酒的人不克制，
酿下遗憾。酒本是汗水的果实，粮食的精
髓。它可以活血化瘀，祛疲解乏，也可以借
酒浇愁，活跃气氛，难怪他们说，酒是一包
药，酒壮英雄胆。

劳作归来的人，没有一杯酒端在手上，
这一天，就白累了，二两酒下肚，一觉到天
亮，醒来又精神头十足。武松要是没有沽
酒十八碗，或许就没那豪气爬上景阳冈，挥
拳打死吊睛白额大虫，为民除害。

好酒的人，必喜欢泡酒。父亲在世时，
总会自己泡各式各样的酒，一坛一坛的，要
么枸杞，要么桑葚，要么桂花……知道姐夫
有胃病，他又去买了青核桃泡上，嘱咐姐夫
每天喝几口。后来，我去山上摘了金樱子回
来，也学着父亲的模样，为母亲泡酒，希望母
亲每天喝一杯，肾病就会好得干干净净。

这么多年了，我坐在酒桌上，依然不怎
么喝酒。有时倒一杯，陪朋友边饮边聊，也
不管什么酒，量力而行，懂我的，也不会一
劝再劝，有我陪着，有话聊着，就很好。拗
不过时，我曾抱着酒瓶子耍过赖，死活不让
倒酒，成为笑话。即便如此，我还是醉过。
那次一上桌，我就知道我是逃不过了，九位
外地朋友，全都好酒量，本地三人接待，两
位要开车，不能喝酒，我不醉谁醉？其实我
不知道我醉了会怎样，只记得那次先是别
人要我喝，后来是我自己要倒酒喝，别人却
不让倒了。而我飘飘然的，并不知道那就
是醉了，直到回家吐了一地，头重脚轻的，
才知原来醉了就是如此。

醉酒的滋味着实不好受。我家先生醉
过几次，一夜哼哼叽叽的，简直烦人。有次
醉得特别厉害，还是好心的同事把他送回
家来，说起沿途发生的事，真是好气又好
笑。只是先生第二天醒来，拒不承认闷死
了别人的鸟儿，还捧在手上见人就问：它怎
么不飞了，这什么贪睡鸟？也不承认他坐
在草地上，直呼“到家了，真好”，倒头便
睡。苦了同事，那晚不知道有多费劲，才把
人高马大的先生给完好无缺地送回来。自
此，我给先生下了通牒，喝酒要适量，如果
再醉酒，就不许喝了。

特别喜欢红楼梦里喝酒行令的游戏，
既喝得开心，又玩得尽兴，还留下了那么多
好诗文。现实生活中，大家以放松为主，喜
好各不相同，这文绉绉的玩法，很难遇上一
两次。

我倒是经常接到朋友酒后电话，几句
话翻来覆去地说，我就哦哦嗯嗯地答，对方
不挂，我也不挂，我要是挂了，他觉得还没
表达清楚，必定还会打来。再说酒后多说
话，也有助于酒精挥发，这样想着，我就是
没陪他们喝酒，也有了用武之地。

说起酒，有些停不住，只觉得这人啦，
还真是不好将就，没有酒，少了很多乐趣，
因为酒，又会滋生一些烦恼。但人生缺了
酒，必定苍白，是可以肯定的。将进酒，杯
莫停，我却想提醒，酒至酣，该停必须停，不
过还没机会说出口，朋友就留言了：明晚七
点，老地方，给你尝一款不错的酒。

有些好奇，这年头还有什么酒叫好酒，
忍不住问：啥酒，你忽悠我？朋友略恼，敲
了敲我：我忽悠过你吗？这酒不算名贵，但
绝对不会让你失望，我才发现的一款新酒，
是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和贵州仁怀市茅合酿
酒集团联合推出的——老码头酒。哦，光
听名字就好有故事，竟有些期待起来。

（作者系重庆市新诗学会会员）

古镇朱沱高石坎的安石铁匠铺，已经
人去楼空。这儿再也听不到“叮当、叮当”
的打铁声了，也看不到铁匠罗安石精湛的
打铁手艺。

去年，我去看望安石兄时，背约驼的
他，光着上身，腰间一块千疮百孔的围腰遮
挡铁花，一手握铁锤，一手持铁钳子，铁胚
在铸台上翻来滚去地敲打着，火星四溅，汗
水淋漓。“老兄，怎么还在干老本行”！“耍不
住，不打铁手发痒，”他答道。见我到来，他
把烧红的铁胚放入炉中，拉了几下风箱，放
下活，脱下围腰，擦一下板凳上的灰尘，招
呼我坐下。

铁匠铺很逼仄，里屋昏暗，外面一间是
门市兼打铁的炉灶和铸铁砧凳；摊板上摆
满了各种产品，菜刀、镰刀、锄头、锅铲、火
钳等日用品。交谈中，老铁匠递上茶盅和
香烟，见他掌上的老茧，满身伤疤。我无限
感慨！

在古镇，铁匠这行道历史悠久，代代相
传。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张铁匠、李铁匠、
王铁匠、赵铁匠开办的十多家铁匠铺，生意
兴隆。自产自销外，不少铁制用具，通过古
镇码头的木船销往云贵川渝。

渝西长江边的古镇朱沱，历史上曾是
万春县城，是四川、重庆、贵州的相邻地。
千百年来，这里是鱼米之乡，农商之地。虽
说是长江边的水码头，但受陆路交通、信息
的制约，经济仍然十分落后。古镇人除了
经商和手工作坊为主体的生产经营外，还
大量涌现出铁匠、石匠、木匠、补锅匠、打油
匠、篾匠等七十二行的匠人，延续着古镇经

济文化的发展。
随着历史的进程，五十年前镇上将七

十二行的匠人组成铁器社、建筑社、木器
社、竹器社、木船社、织布社、酱园厂等集体
单位，铁器社属榜首。

古语道，“为人不学艺，挑断萝篼系”。
初中时，我同安石兄一个班，他比我大几
岁。由于家庭生活困难，他辍学了，进铁器
社当了铁匠。

安石的老师王铁匠，手艺高超，铁件样
样精通，被誉为“铁匠王”。强将手下无弱
兵。好学上进的安石，没几年的功夫，青出
于蓝而胜于蓝。几年后他结婚生儿育女，
成为上有老下有小的顶梁柱。几十年间，
他晨起六点钟，晚收十来时。安石每月工
资上百元，比镇上领导的工资高出一倍多，
成为古镇的新闻人物。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他送我一把当家
菜刀，既可砍，又可切。农民见状，要我介
绍去安石处买他的产品。他生产的菜刀、

镰刀、锄头，社员们赞不绝口。按他的说
法，“打铁趁热”。铁胚烧红，快打速锤。那
时，我看他打铁，通红的铁块在他翻滾锤打
下，按他的意愿变成了如意的形状，一会儿
功夫，产品定型；绝技是淬火，他一会用水，
一会儿用油，红红的刀具，在水、油中哧哧
地冒着白烟，这是他掌握刀的火候。据说
当年大足的刀王都来他处学淬火技艺。他
性格直爽，只要同他摆谈打铁，他会滔滔不
绝，神釆飞扬。

改革开放后，罗安石凭着过硬本领，开
办了安石铁匠铺，他以工匠精神，以过硬的
打铁技术，生意兴隆。

不知不觉中，古镇人口一下子增长了
好几倍，新街增加了好多条。安石仍在高
石坎坚守着打铁这行绝活。不过，他也看
到古镇的铁器刀具在市场上不断变化着，
并且品种多，价格便宜。于是，他到大足铁
器市场一看，机械化生产的铁器，真叫质优
价廉，他自愧不如。感叹道：“我还在坐井
观天呢”！

匠人、手艺人在古镇悄然消失；古镇的
长江大桥飞架南北，公路四通八达；朱沱江
边再也见不到一排排停靠的木船，只见大
吨位的机械船在江面上行驶。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古镇老街要修
重庆永川深水港码头，安石铁匠铺要告别
历史舞台了。

古镇街上的最后一位铁匠，至此终
结。他用古老的手艺，一手捶铁器，一手写
人生，这样的工匠精神，值得传承。

（作者系江津区作协会员）

我爱着，这遗落在山间的明珠。
当不甚明朗的天幕上启明星仍闪烁明

灭，当宽阔平静的江河上还迷雾氤氲，当遗
世独立的老黄葛树依然在山中回味惺忪飘
渺梦境的时候。我推开房前落地窗，向彼
岸眺望。江对岸的老街在雾霭中若隐若
现，珍珠似的薄雾柔和得拥住了整条街道，
轻纱似的雾气氤氲了下浩的晨曦。随着阳
光的苏醒，江风吹散了弥漫的水汽。金色
的光芒迈着优雅的步子，披拂着熹微的晨
光和晶莹的朝露，走过山城的每个角落。
唤醒了城市，也唤醒了老街。

洪亮的鸡鸣不由分说叫醒了每一条
小巷和街口。在晨分时的微光里漫游在
下浩老街，在不通汽车的青石板上徘徊，
随处可见的是旧时光的印记。在这里，各
种建筑风格杂错交互，杂糅出一种中西融
合，共处却又自然和谐的文化氛围。但说
那老屋，既有典型的渝州山地吊脚楼，也
有充满巴洛克风格的欧式小洋楼；不仅有

搭积木般的捆绑式简易楼房，也有重门深
锁的深宅大院。青石民居与红砖楼房鳞
次栉比，飘摇的小木楼和大理石建筑毗邻
而居。

虽说老街大多数屋子已是人去楼空，
但留守在此处的人们依然生活得悠闲自
得。巷口的小酒馆，摇摇欲坠的理发店，墙
壁贴着泛黄报纸的小诊所，兼职买些零食
饮料的药房，三五个老妪留守的裁缝铺，给
油纸伞上蜡的油蜡铺还有卖彩票的小摊，
一应俱全。转过拐角是一个小菜市场，卖
蔬菜的，卖水果的，卖卤菜的，卖鸡鸭鱼肉
跻身在这几方天地里，颇有几分旧时的生
活情趣。再加上行色匆匆里在眼角余光中
掠过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电影明星泛黄
却又风韵犹存的面孔，俨然回到了那时，在
旧时光了隽永了岁月，斑驳了回忆。

对着街角摆放的木制神龛虔诚礼拜，
在铜钱草茵茵的小水塘边拐弯。轻轻踏上
吱吱呀呀的木楼梯，在染坊旧址上的冻绿

房的满目青葱中寻一处坐下，捧青茗，在余
香缭绕里呼吸老街柔暖的风。声音软糯的
店主阿姐说，开茶室是给自己的一个幌子，
其实就是想在老街上生活。即使茶室生意
一直清淡，她亦不甚在意。好在老街生活
成本偏低——不仅仅是生活必需品物美价
廉，还有好多可以不花一分钱就能得到的
装饰小物，比如一截可以做凳子的原木，或
是老旧古朴的木窗花，还有那些浇一点水
就能长得蓬蓬勃勃的植物：铜钱草，虎耳
草，五匹凤，鱼仔兰，已经叶片硕大的滴水
观音。平日里昏昏忙碌，总爱在礼拜天来
此休憩，亦作浮生偷得半日闲罢。梦寐着
店主一样闲适自在的生活，夫复何求？我
一直认为重庆是中国最有性格的城市，它
粗粝，磅礴又市井，精巧。下浩老街在重庆
的山势沟壑中，从历史涤荡中留存下来，得
以成为长江南岸旧重庆的标本。

日晚，当归家时辰。在出租车中透过
玻璃窗看江北微醺的夜晚灯红酒绿，流光
在车流中涌动，回到我的住处，回首凝视这
座城。一眼繁华，万世隽永。

我爱这山城，爱她的绝美无双，明艳不
可方物。也迷恋下浩老街这般遗世独立的
隽永，既垂涎她的热辣撒泼，亦迷醉这回不
去的泛黄岁月。

（作者系鲁能巴蜀中学初2020届33
班学生 指导老师：刘伟）

那时的天空很蓝
阳光明丽
微笑像高岩雪莲

那时的游云很淡
细风轻柔
微笑如情语呢喃

那时的年华正茂
激情飞扬
微笑似朝霞灿烂
我也想
那时的原野很美
芳草萋萋
微笑像流水涓涓

那时林花谢春红
菡萏玉立
微笑如蝴蝶蹁跹

今晚月光很清冷
夜虫唧唧
小园里曲径徘徊

流星划过了夜空
一棵小草
萤火虫忽明忽现

午夜里昙花盛放
银河璀璨
微笑如繁星点

明天的风景很美
孤鸿掠过？
微笑似艳丽杜鹃

〈作者单位：重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那时的天空很蓝
——写在世界微笑日

艾晓林

追月

风吹落天上的月亮
掉在母亲亲手挖的池塘
一声狗吠，让水里的月亮
跑到天上

追思

在某个夜晚，风
带走一片树叶
这片叶子，从青葱到金黄
从黎明到傍晚
一眨眼的时光

追星

星星，一群玩耍的孩子
正在滚一轮圆月
母亲，站在村头的三岔口
哄着这些孩子 入梦乡

追情

田野，母亲梦想的被褥
生长庄稼和希望
她要把庄稼种的像孩子
她要把孩子培养的像庄稼
健硕，朝气，成长

追忆

母亲，喜欢把年轻的时候
搬出来，讲了又讲
她说，要把头上的银发
回到返青的时光
说着，说着。微笑
成了她一生幸福的模样

追风

风，跑了过去
母亲，却追到了山巅
风赶着云，带着雨
淋湿了，母亲的眼睛

追逐

母亲，把羊群赶回禽舍
把秋收的麦子还回田野
把追求的种子，埋在屋后的
一亩三分地，让春天
敲着雷鸣，打着电闪
重新萌芽

追还

落叶已退回到蓓蕾
白发苍苍已返回青葱
生活，已退回到柴米油盐
我们，只能还给母亲一句话
一个拥抱或者一个微笑
母亲却流给我们 一滴泪

（作者供职于巫山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追述
（组诗）
赖扬明

闲来说酒，让人欢喜让人忧
泣梅

作 / 文

遗落在山间的明珠
——记下浩老街

熊若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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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镇的铁匠
罗安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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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将近
冯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