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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头条大赛（第1季）

一
“老乡，到刘家沟怎么走？”
“沿着大路走就可以了！”
……
这里的“大路”，在老家，就是石板路。石

板路用一块块青石板铺成。青石板长一米、
宽六十厘米，从这个村口铺到那个村口，像一
条带子，一直延伸逶迤出去……

听父亲讲，铺石板路的青石是祖父那辈
一块一块从渡河背回来的。渡河离我们村有
几十里山路，未修石板路前，荒山野岭，上坡
下坎，很不好走。祖父他们怀揣干粮，背着石
板，一路跋山涉水，三天两头才背回一趟。

老家属山区，到处坡坡坎坎，背回石板，
不容易，要修成路，更不容易。有的地方高，
有的地方低，有的弯度大，有的弯度小。刚刚
走出一百米，前面就是一匹坡；刚刚下完坡
呢，“嚯”地一下，又是一道拐弯；刚刚把弯拐
过去呢，右边又是一面悬崖。所以，故乡的石
板路，也有一些根据地势修成了青石梯。从
山脚下爬上去，一级一级，很多时候，脑壳都
望落，脚杆都爬软；下坡呢，脚杆打闪闪，生怕
膝盖一弯，就滚下山崖去。

不管是石梯还是石板路，每一块石板的长
度、宽度、厚度甚至颜色，都经过精心选择，安放
得平平整整。左右两端对得整整齐齐，端头和
边沿的毛边都用錾子修理得规规矩矩。石板路
坚硬，不易断裂，走在上面，舒服、踏实。随着年
深日久，有的地方，已被磨出深深浅浅的凹槽。

石板路上，凝聚了祖辈们太多的心血和汗
水，也积累了他们很多的智慧。修大路剩下的
小石板，不能丢了，用来修鸡圈、砌水井。故乡
水井周围，都是用青石板铺的。而且，水井都挖
在石板路旁边，没有淤泥，保证井水的干净；另
一方面，挑起水，走在石板路上，稳当，不打滑。
正因为石板路好走，大人们干挑粪、挑谷子、挑
小麦、挑包谷这些笨重农活，都喜欢走清爽平整
的石板路，即使绕几圈，也愿意。

故乡把石板路叫大路，也是有原因的。
大路上充满了我们的敬畏。哪家嫁女、娶媳
妇儿，这些大喜事，肯定要光明正大地走大
路。老家规矩多，抬箱子的一上了大路，就要
歇气；箱子一落地，就要钱，不给钱，不起轿。
新郎就笑呵呵地，挨着发了烟，递了红包。抬
轿的也懂得起，红包一收，高声朗诵道：“一条
大路通四方，路上迎来帅新郎；今天轿子我来
抬，明天新郎发大财！”在祝福声中，又嘻嘻哈
哈起轿上路。

等迎亲队伍走到村口，前面的路却被一
根板凳拦住了。这些拦路的既不是男方的，
也不是女方的，却是附近的村民。看见新媳
妇儿的箱子一抬拢，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下
子围过去，新郎官就把红包、糖果、瓜子抛向
空中，大家跟到去抢；特别是那些细娃儿哟，
手又小，趴在地上，翘起屁股，抓了一个抓二
个，抓又抓不住，赶紧把糖果往包包头揣。一
勾头又去捡，包包头的，又滑落出来了。再看
那新娘子，羞羞答答，也是开心极了。整条石
板路上，被堵得水泄不通，闹热非凡。

二
那个年代，贯穿村子的石板大路，是全村

最好的路。
清晨，隔壁的大爷叼着旱烟、扛着锄头，从

石板路上去侍弄稻田；午后，西边的幺爸挑着粪
桶从石板路上过去，踩得石板“砰砰”响；傍晚，
后院的大母挎个篮子，经过石板路到菜地摘回
一篮子豇豆、茄子、辣椒。特别是遇上农忙季
节，男人忙着犁田，女人忙着栽秧，屋头的奶娃
儿饿了，老年人抱到田埂边，女人一屁股坐在石
板路上，撩开衣服，喂起奶来。边喂娃儿，边看
着犁田的男人，女人的眼里，流露出满满当当的
温馨和幸福。孩子吃饱了，咿咿呀呀，在石板路
上爬，爬来爬去，就长大了。

长大了的孩子，放学归来，趴在石板路上做
作业，做完作业玩泥巴。抠团泥巴，放在石板路
上使劲儿揉，做成泥碗，中间戳一个小孔，哈一口
气，口朝下、底朝上，举起来，用力摔在石板上，

“嘭”地一声，泥碗就炸开了花。抬头一看，对方
脸上全是泥巴，于是哈哈大笑起来；结果呢，大哥
莫说二哥，自己也一样，溅了一脸的泥巴。

记忆中的石板路流淌着欢乐，也见证了
几代人的风雨和辛酸。

从小，大人就告诫我们，三月油菜花开时，
一个人不要去油菜田，有癫狗。爷爷就是被癫
狗咬伤发疯后死了的。据说爷爷风华正茂时，
打得一手好算盘，是村里面响当当的会计；毛笔
字也写得龙飞凤舞，村上哪家过生祝酒都请爷
爷去写帖子。发疯后的爷爷打着光脚板，穿着
长衫，眼露凶光，披头散发，在石板路上狂奔，没
有谁拦得住。最后，爷爷终于跑累了，倒在村口
石板路上，喘着粗气，口吐白沫，就死了。

爷爷死的时候，父亲才十三岁。裹着小脚
的奶奶在石板路的十字路口，用石灰画了一个
圈，端来一面筛子，洒下白酒，摆上“刀头”，用一
根长竹竿打起烈烈飘飘的长幡，叫年幼的父亲
跪下，父亲把头往石板路上磕得“梆梆”响。

从此，父亲担起了生活的重担，磕磕碰碰
成家立业，把我们拉扯大。

后来我读书，也走这石板路，和父辈们一
样，走得艰辛、沉重。石板路上，不知留下了
我多少背课文、背单词的声音，也不知道跶了
多少扑爬；特别是寒冬的夜晚，伸手不见五
指，走着走着，突然滑倒在冬水田里……

很多次，我仰望着天空，看着重重大山，
心里就想，一定要走出石板路，走出大山的包
围。经过十年寒窗苦读，我终于走了出来。
每次从石板路回去，刚到村口，村头的孃孃们
就大声喊：“国儿，回来了！这下你安逸了哟，
不挖泥巴了！”眼中满是羡慕！

三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老家发生了很多

变化。
当年和我一起玩石子的已进了城市，一些

年轻的后来也都进城打工了。村里只剩下老的
小的，走在石板路上的赤脚、胶鞋、草鞋自然就
少了。前两年，村主任打电话给我，叫我们先进
城致富了的帮扶一点，加上政府出一部分，把乡
村路修起来。当晚，我迫不及待地驱车回家，兴
奋的村民们插秧子般密密麻麻挤在院坝里，久
久不肯散去。最后我数了现金，村主任、村民代
表咬破手指，摁了手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不到半年，路修好了。

此后，乡亲们挞谷子、掰包谷、收割小麦等，
再不像以前那样背挑扛抬了，而是用
电动三轮车，“突突突”几下就拉回
去。而且，随着快递公司的面包车、摩
托车穿行在宽阔、笔直的水泥路上，连
通了大山和外面的世界，山里面的红
苕、面条、黄花、腊肉也源源不断卖出
去了。

如今，故乡还是那个故
乡，从祖父，到爷爷，到父
亲，到我们这一代，整整经
历了四代人的石板路，
早已蒿草丛生，有的已
淹没过人头。故乡人叫
的“大路”，已完成它的
使命，在渐渐淡出我们
的视野；而逢上过年过
节，那平平坦坦、四通八
达的水泥路上就塞满了
各种颜色的小轿车，与
两旁一座座漂亮的小洋
楼相得益彰，成
了故乡一道靓丽
的风景。

（作者系重
庆市作协会员）

不曾想到，伴随
了我一生的钥匙，几
天前正式宣布离我
而去，退出了我的生
活舞台。钥匙说退

休就退休了，在我还没
有思想准备的时候，就

让我接受了这个事实。不情
不愿，难舍难弃地将钥匙扔
进垃圾桶之前，我特地精选

了一把钥匙，让它继续留在钥匙
包里，并把这个钥匙包妥妥地放
进书柜的抽屉里，留作最后的纪
念。

这个事情来得很突然，是跟
一件突发事情有关的。不久前的
一天晚上我们回家，走到家门口，
我习惯性地取出钥匙包，掏出钥
匙，对着锁眼就插去。吔，天天都
用着的钥匙，今天咋就插不进去
了，赶紧叫老婆拿出她的钥匙来
试试，结果同样是插不进去；借助
手机上手电筒的光亮，发现锁眼
里齿痕被撬坏，钥匙自然就插不
进去了。当时，脑海里闪现的门
锁问题，是家里进贼了，还是有人
故意撬坏了门锁？不管是哪种情
况，立马通知小区物管到了现场，
然后电话叫来开锁的师傅，验明
是锁齿被破坏后，一番折腾，换上
新锁已近午夜。

第二天在电梯和小区的多处
告示栏里看见了物管贴出的通
告，说是昨天本小区有两户业主
门锁疑似被撬，希望大家提高警
惕。我心里一惊，呀，还不是我一
家“中奖”哩。和儿子说起此事，
他说，家里没进贼就是万幸，回头
我把门锁给你们换了，换成智能
的，就没这些担忧了。

几天后，快递送来一大包物
品让我签收，果真是智能门锁，联
系好安装师傅，很快就把智能门
锁安装好了。在儿子的指导下，
我和老婆分别将左右手大拇指的
指纹留在了智能门锁的自动识别
区里的按钮上。儿子说，安装完
毕，现在可以使用了。

看着这不用钥匙的智能门
锁，我半带疑惑半带兴奋地把门
锁上，将右手的大拇指放在智能
识别按钮上。随着一声识别通过
的音响，扭动门锁的把手，门就打
开了，就这么简单，好神奇哦，就
像“芝麻开门”一样；接着我又用

左手去试了，一样的顺畅。老婆
也是迫不及待地右手试了，又试
左手，顺畅无比。

儿子宣布说，从现在开始，你
们的钥匙可以下岗了。

钥匙就这样下岗了。刚开始
使用时也闹过笑话。那天我回
家，走到门前就习惯性在包里找
钥匙，可就是怎么也找不到我的
钥匙包了，急得就给老婆打电话，
说我的钥匙找不到了。老婆听
后，笑着说，别急别急，我们不是
刚换了智能门锁了么，哪里还要
用钥匙呢，你是忘记了。哦，我哑
然一笑，真把这智能门锁给搞忘
了。

智能门锁就这样不打招呼地
闯进了我的生活，给我带来了轻
松和愉快。但看着躺在书柜抽屉
里的钥匙包，钥匙是怎么也淡不
出我的记忆的。

钥匙，是陪伴了我一生的物
件，无比珍贵。

小时候，钥匙是我脖子上的
一道风景。一根绳子系上一把钥
匙挂在脖子上，它就在我的胸前
晃来晃去，可不管我和小伙伴们
玩得再疯，钥匙从来都没掉过。
因为有它在，我随时都可以回到
能吃能喝的家里和妈妈的身边。

长大后，钥匙链就成了我腰
间的一道风景。钥匙从一把到两
把到多把，从一串到两串，别在腰
间的皮带上，走起路来，钥匙和钥
匙互相碰撞会发出清脆的金属响
声。我能分辨得出来是哪把钥匙
打开了我的青春之门，我能摸得
出来是哪把钥匙给我带来了工作
的喜悦，我能说得出来是哪把钥
匙打开了我的幸福之家。

人到中年，钥匙串这个曾经
的腰间风景，咋就被喻为了老男
人的标配。怕被人笑话，就把它
移出腰间，装进更为时尚的钥匙
包，我以为这种钥匙包不会再过
时了，必将伴我一生。谁会想到
一场智能革命，连我的精美钥匙
包也未能幸免，提前结束了与我
的相随相伴。

我们的生活品质正在被一场
智能革命改善着，这是我们的幸
运。但在分享智能化带给我的愉
悦时，我也会永远记住钥匙，这个
曾经带给我无限快乐的生活伴
侣。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失去遮拦，也不用拐弯的阳
光

覆盖沿河两岸的草木、庄稼
和村庄

躲在麻柳树下的人，盯住紧
张的鱼漂

呼吸起伏没有影响到河面平
静

他的先人们躺在不远的荒坡
水牛啃着草，不时注视河边

的一举一动

坡上的草春时疯长，秋时苍
老

追赶着一个人从少年到白头

河水置身事外，起起落落

村上唯一的打渔子外出多
年，至今未归

发现

草木攀附阳光生长
我把身子藏进自己的阴影
不会影响别人
也无人记起
夏蝉的鸣叫有点夸张
多像我几十年奋不顾身证明
自己的存在
阳光下还有不少人在奔忙
占据道路的东西南北和中央
我还想走到自己的前面，发

现
难以找到落脚之处
（作者单位：渝中区大溪沟街

道党工委）

很多次，我仰望着天空，看着重重大山，心
里就想，一定要走出石板路，走出大山的包围。

风雨石板路

生/ 活/ 随/ 笔
智能门锁就这样不打招呼地闯进了我

的生活，给我带来了轻松和愉快。

钥匙，就这样悄然离去

诗/ 绪/ 纷/ 飞

河畔（外一首） 朱传富

罗光毅

糜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