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创作A07
2018年2月27日 星期二

主编 胡万俊 责编 钟斌 美编 陆晓霞
制图 朱艳春 责校 李勇强 陆晓霞

公共邮箱 cqwbfk@163.com / 重庆创作邮箱 c.g.q@163.com / 编辑电话 023-63907328

让生活 下来慢

建行龙支付

感悟人生

重庆市渝中区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除夕这一天
在外游子等了一年
哪怕山高水长
从四面八方，背着行囊来赶赴这个日子
成为岁末年尾的一个共同约定

是的，我们就想回家
就想带着爱人，拉着孩子的手
急切地穿过拥挤的人潮
走过万家灯火
回到一个暖心的家

父母打听着孩子的行程
扳着手指，计算着归期
忙进忙出地采购年货
在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中满心期待

看着两鬓斑白的父母
听着父母叫着自己的乳名
吃上一顿朝思暮想的年夜饭
感觉浓浓的年味儿

烟花、对联、灯笼、团年饭，醉了除夕
醉了游子的心房
欢声笑语，熨平父母脸上的皱纹
除夕的团圆，点亮化不开的乡愁 （作者单位：垫江县文化委）

大年初一，自然醒。
窗外是通透的日光，和畅的惠风，自在的鸟

声，茂密的椰林。有拖鞋，也可赤脚在阳台上
走。可打望，视野所及，不费力就望到海。有书，
可跟长篇或杂志对话，也可以呷着咖啡，跟身边
人说话。

当村庄的概念从生长自己的“天城村”泛化
为地球村时，世界上任何天涯海角的距离，已缩
短为飞机舱门的一开一闭。

只需两个多小时，便从冬寒包裹的重庆飞到了
海南文昌的艳阳里，见到了人生路上的这位导师。

文昌乃“偃武修文”之地。导师退休之后，选
择在此地越冬。在他人生和事业的盛年，我到达
他的身边。他因为工作而睡不着，满头茂密的黑
发，在那几年里变得稀疏而且泛白。为适应他快
节奏的工作，我被迫牢记地区生产总值、工业增
加值、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社零总额、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当
月绝对值及与上年同比增幅。彼时手机尚不是
智能的，存不了几个号码，所以，还需背得了300
来个电话号码。我向来偏文，数字于我，近乎迷
宫，但因他满脸的严肃与不容置疑，我不得不在
迷宫里坚持。

导师去年到龄退休，坚拒了数个单位的聘
请，转而学驾驶，学摄影，乐此不疲。

大年里见到的导师，仍然关心政治，仍然关
注经济，有职业的习惯，有岁月的积淀。但端起
一杯酒来，话题多是人间烟火，泡开一壶茶时，脸
上更是云淡风轻。大年初四，我将辞行去三亚。
一大早，导师自己开车，到海边码头，买了十种海
鲜，煮成满满一桌。“饯行”之时，他说：“年轻人做
好年轻人的事，老年人做好老年人的事。”

这句话，仿佛是在说海。潮涨时，万里滔滔，
退潮时，波平浪静。当然也是说人。在应当热血
偾张的年纪，不谈佛系，在应该静阅时光的年纪，
不张牙舞爪。

大地上的每一页绿色翻过，每一页黄色翻过，
每一页金色翻过，春分谷雨芒种处暑，播种生根开
花结果，都是必然。每个季节，有各自的欢喜。

东风夜放花千树，深巷明朝卖杏花。
“春节”，是楔入雪花开放之后、杏花开放之

前的一段时光，是节日，也是内心。内心柔顺，天
天都是春节。瑞犬迎春，盛年锦
时，祝福岁月从容，时光放
缓，故人不散，
再度华年！
（作者单位：

重庆市人口宣
教中心）

这次回老家过年，发现了很多
变化，特别是交通的变化，可谓日新
月异。前几年，大家进城挣了钱修
了房子，这几年呢，随着村村通了公
路，大家挣了钱就都买了车子。于
是，小洋楼、乡村公路以及公路上跑
的汽车，成了现在农村过春节的一
大景观。

因车子太多，路上太堵，初一下
午出去闲逛时，就没有开车，竟然信
步走到了儿时玩耍的河边。

老家这条河，拐了九道湾，俗称
九龙河。河床宽300多米，百年不
干，因南岸这边沟头住着唐姓人家，
所以渡口也随了一个古朴的名字：

唐家渡口。那条渡
船，世世代代，把南
北两岸的乡亲渡过
来、渡过去……

一老人骑着一
辆电动三轮车，风风
火火从岸上赶过来。

最初以为是过河的，结
果却是摆渡的艄公。闲
着无事，上了船，南来北

往，坐了一个来回。
他摆好三轮车，慢慢移

步到岸，看过河的人们一个个踏
上跳板陆续落座，大路上再没有
人来了，便走到船尾，一使劲儿，从
那个圆洞里拔出固定渡船的插
竿。再走到右侧船舷，弓腰卸掉控

制跳板漂移的飙竿，然后回
身抽出长长的竹蒿，用
光亮如雪的蒿竿的铁
尖一戳地面，船就缓
缓掉头，跳板跟着
“哐当”一声脱离
岸上。夕阳下，他
弓腰撑船的背影
苍茫又高大。

我一下子想起
了儿时。那时，我随卖

针的父亲到处赶乡场，也常
坐这趟船。那时船费是两分

钱，也有乡亲给一小坨猪油、一两
把米过河的。父亲曾用一根小针换
过几趟船费。特别穷的人家，给不
起船费，说两句好话，摆渡的也不计
较。不管怎样，摆渡的一定要将过
河的人顺利、平安渡到对岸。

记得有一个下午，船刚好划到
河中央，突然电闪雷鸣，刮起大风，
下起暴雨，很快山洪冲刷下来，把河
水卷起一个个漩涡，船被冲击得摇
摇晃晃，船上的人也惊慌起来，我吓

得 哇 哇 大 哭 。
只见艄公前倾
后仰，一起一
伏，“嘿咗！
嘿咗！”使劲
地划，最终硬

是把我们渡到
了岸边。后来，我

也坐过很多船，包括遇上大风大雨，
虽然内心坦然不害怕，但艄公满身
湿透、拼命划船的样子，一直印在我
的脑海。从那时起，我就知道“一人
摆渡，众人过河”，但天有不测风雨，
艄公这碗饭，不好吃。

庆幸的是，现在已经不用船桨
划船了，船上除了很多救生衣外，看
不见船桨的影子。渡船已改成烧柴
油，艄公摁下那个柴油机键，发动机
就“啪啪”地响动起来，然后他像大
船的船长一样盯着前方，像开车打
方向盘一样，用手左右修饰着旁边
的摇杆，改变着船的方向，船“突突”
地朝对岸游去。从摁健、摇摆方向，
到停船靠岸，落插竿、搭跳板、锁飙
竿、插蒿竿，他都显得淡定从容，波
澜不惊。那键、那摇杆，还有那航
线，乃至满船的过河人，都已烂熟在
他心中。

船平稳地行至河心，只见远山
迷蒙，乡村默默，两岸已修起很多
白墙红瓦的小洋楼。河床宽泛，野
鸭、白鹤成群飞翔，霞光投射在河
面上，微风起处，涟漪阵阵，金光点
点……

再看船上的人们，都大包小包
拎着，都是赶庙会、走亲戚，上坟祭
祖的。有的还带着宠物狗，那宠物
狗一听“啪啪”的马达声，刚开始有
些怕，赶紧趴在船上。后来习惯了，
满船拱。不过船上的人也不见怪，
大多拿着手机拍两岸风景。下船
时，很多人用手机往船上挂的二维
码“嘟”地一扫，就把船费付了。

在等客回岸的当头，我和老人
聊了几句，才知道我小时候摆渡的
竟然是他父亲。老人满脸沟壑，已
经70多岁，是唐家沟这边的人，祖
孙三代都生长在河边，靠打渔渡船
为生，到了他这一代，政府补助了一
部分，终于上岸修了房，安了家。

“过河哟！”这时，对岸又有一群
人要过河，老人向我打了招呼，调转
头向对岸开去，那船头上的蒿竿高
高地立着，仍然威风八面。

我回到岸上，发现渡口上搁置
跳板的石头，还是当年父亲牵着我
的小手走过的那块石头，到如今已
是好几十个年头了。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陈家爷爷是农历初三的生日，今年79，
按老家虚一岁的算法，今年就是八十大
寿。因为在年上，不想打扰大家过年，所以
除了往年初三会到场的人外谁也没有告
知。直到年前两天，二弟回老家上坟，酒桌
上广建堂哥问到他二爹（陈家爷爷）的情
况，问到我们过年是不是回天津，才提到生
日的事儿。没曾想初一我们刚进天津家
门，广建就给二弟打来电话，说老家的每家
人都要派人参加陈爷爷的生日会。弟妹赶
紧和餐厅商量增加餐桌数，春节期间餐厅
都很满，好说歹说给加了，但一家人心里还
是打鼓，不知能不能坐得下？

陈爷爷是河北蠡县人。蠡县老家给我
的印象第一是冷，零下十七八度，新建的房
子墙上都是冰碴儿。老家给我的第二印象
是菜咸，咸得只有老抽的酱油味儿，而且家
家户户的菜一样咸。和唐山老家的菜比
较，蠡县老家的菜根本就没有办法下咽。
陈先生说那是因为蠡县穷，菜咸一点好下
饭，还说二弟小时候的零食就是大水缸上
的冰碴。老家给我的第三个印象就是荒。

北方农村冬天的地都是荒着的，蠡县的沟
渠干到见底，裂着一道道大口。

我 1992 年到 2000 年在天津的那些
年，蠡县老家几乎每个月都有不同的人来
陈爷爷家。除了大爹和大爹5个孩子、小
黑叔叔和两个儿子、姑姑家也是两个儿子，
还有华岗一个村儿的乡邻，来天津看病办
事儿，基本上一张长途车票到天津。吃住
行包括看病都是陈家爷爷管，走的时候还
得带各种点心，特别喜欢天津酱油，经常是
把家里冰箱搜空。后来就是老家陈爷爷的
孙子辈到天津读书，每到周末陈家就成了
学生食堂，最多的时候五个学生。说实话，
两个儿媳妇不是没有意见，尤其是弟妹和
老人住一起，给自己小孩买的食物一转眼
没了，家里经常打着地铺住好多人，一个早
饭，光包子就需要蒸四五屉。

后来我离开天津回重庆，与老家人碰

面的次数屈指可数，听说姑姑家在天津读
了大学的大儿子没有高中毕业当包工头的
二儿子挣钱多；听说两个大学毕业在天津
工作过一段的小字辈回了蠡县；听说除了
大姐家有养鸡场，大爹的大孙子大雄成了
养猪专业户，猪场300多头猪呢；听说老家
的铁棍山药出口了，供不应求……这次陈
爷爷生日，老家要来那么些人，我的感觉还
真是很复杂。

初二，酒喝得有点多。初三，刚起床，
老家人就到了，哗啦啦进屋，陈家爷爷的妹
妹、妹夫、侄子辈儿的、孙子辈儿的、曾孙子
辈儿的都到了，堆得家里满满的。和我们
同辈的人都熟着，脸上的笑容比十多年前
明显多了自信，说：“开车来的，一早出门，
给二大爷过生。”来了五个车，比我们晚一
辈的人都是来当司机的，手上提着柴鸡蛋、
铁棍山药和新小米，再小一辈的几个皮猴

儿，让陈家爷爷的生日变成了四世同堂。
因为老家人的到来，生日宴非常热闹，

陈家爷爷的笑就没有停过。之前，我很担
心会有人喝醉，老家人的酒量早在20多年
前就见识过了，可初三的酒真的喝得刚刚
好的样子。男人们一圈圈地彼此敬酒，说
着过去的故事。没有放开喝，因为老家的
人执意下午就回去，说家家都还有正事儿
等着办呢，比如大雄的几百头猪需要他回
去料理。这可太让我意外。记忆中，北方
农村的冬天是不干活儿的，酒桌、牌桌、唠
嗑，一直要到二月二龙抬头才开始劳作。
十多年不见，变化真的好大。

午餐后，老家人回陈爷爷家里坐了会
儿，和来的时候一样，呼啦啦上车，一溜离开
了。看着老爷子连褶子都带着笑意的脸，我
想陈爷爷这个生过得应该是可高兴了。

（作者单位：重庆重视传媒）

时光柔顺的春节 汪渔

家长里短

陈爷爷过生 蓝焱

看着老爷子连褶子都带着笑意的脸，我想陈爷爷这
个生过得应该是可高兴了。

这一天 左利理

“春节”，是楔入雪花开放之后、杏花开放之前的一段时光，是节日，也
是内心。内心柔顺，天天都是春节。

故土

那条渡船，世世代代，把南北两岸的乡亲渡过来、渡过去……

家乡渡船 糜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