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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活 下来慢慢生活·夜雨

坐落在滇池边的冰心默庐，位于
昆明呈贡区三台山南麓。过去在这儿
向四周眺望，可以见到旧时呈贡八景
之“渔浦星灯”“海潮夕照”和“凤岭松
峦”。

1938年秋，作家冰心随丈夫吴文
藻南行，选择在此定居，冰心更看重的
是这里的寂静。她在《默庐试笔》开篇
里，饱蘸深情地写道：“我为什么潜意识
的苦恋着北平？我现在真的不必苦恋
着北平，呈贡山居的环境，实在比我北
平西郊的住处，还静，还美。”并坦诚地
说：“回溯生平郊外的住宅，无论是长居
短居，恐怕是默庐最惬心意。”

我最早接触冰心文字是她的散文
《小桔灯》。那时我在重庆合川一山村
学校教中学。在讲到这篇课文之前，我
让全班学生每人把一个红桔掏空，穿上
细线，用一根小木棍支着，里面放上一
小截蜡烛就做成了一盏小桔灯。晚自
习时关掉教室的灯，在一片红红的烛光
里，我带领学生大声地朗读《小桔灯》，
很多孩子都被冰心那清丽的文字感动
得哭了。

无独有偶。后来，我在三台山边上
的呈贡育才学校当校长，听闻著名作家
冰心曾经在旁边的三台山公园客居过
两年多，并在这里写作了脍炙人口的散
文佳作《默庐试笔》；我曾和学校的几名
老师寻过一次，可惜大门紧闭，我们只
得到冰心曾去过的三台寺转了转。今
年8月，我有机会故地重游，就迫不及
待地与两位友人来到了修葺一新、已成
为昆明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冰心旧
居默庐。

默庐其实是冰心希望安静而取其
谐音重新命名的。本名为墓庐，就是一
个守墓人临时居住的地方，后来墓主人
的后代把它扩建为一个小小四合院。
这院子是呈贡斗南村一户姓华的人家
房屋，原来称之为华氏墓庐。

1938年中国经受战争磨难，北平
沦陷，华夏大地陷入战乱之灾。如很多
镜头包括电影《不问西东》所展示的一
样，当时大批大学和知识分子从北平疏
散与流离失所。这年秋天，冰心的丈
夫、燕京大学教授吴文藻，应云南大学
校长熊庆来之邀担任社会学系主任。
夫妇俩带着不谙世事的小女儿吴青，一
路奔突辗转多地，才来到了昆明呈贡。
在呈贡，冰心先在一户农家住，后又栖
居文庙，最终选择了华氏墓庐定居。有
人问，在这片清静得大白天人都不敢来

的墓地安家，就不怕鬼吗？冰心笑笑
说，“我就是看中了它的清静。”

走进由费孝通题写旧居名的冰心
默庐，顿时会被一种雅致的寂静深深
簇拥。小院按照云南民居标准四合院
样式而建，土木结构，坐东向西，正房
一楼一底各三间，南北两侧厢房各
三。冰心生平事迹展，文字、图片和文
物相得益彰，全方位地勾画了女作家
不平凡的一生。冰心，原名谢婉莹，
1919年“五四”时期就开始从事文学创
作，出版有诗集《繁心》等38部著作，
翻译了《飞鸟集》等9部译著，成为我国
著名现代作家。

精致的院落和精巧的正房，被一
扇扇有名的大理建川镂空木雕门窗所
装点。院中的几株高大的白玉兰亭亭
玉立。银杏树蓬蓬松松，与从二楼木
廊上及厢房墙上流淌下来的绿色植物
遥相呼应。参观者就我们三人，小院
里没有丝毫嘈杂。暮霭中，小青瓦、青
砖墙、浑圆的原木柱子和挑檐飞角，把
一种寂静的美渲染到了极致。夕阳辉
映着朱红色的建筑物，几缕霞光让我
的眼睛有些许迷离，此时仿佛还听见
冰心先生的呢喃：“我的寓楼，前廊朝
东，正对着城墙，雉堞蜿蜒，松影深青，
霁天空阔。”

冰心的书案就设在正楼左侧底室
窗下。在这张陈旧的书案上，冰心用毛
笔写下了后来发表在1940年2月28日
香港《大公报》的散文代表作之一《默庐
试笔》。在这一名篇里，她盛赞了呈贡
美丽的湖光山色，以衬托的手法表达了
无比苦恋北平大觉寺的杏花、香山的红
叶和故宫北海。乍读来与救亡歌曲《松
花江上》有异曲同工之妙，表达了离乡
背井的愤懑，投射出了对日本帝国主义
的切齿痛恨。读《默庐试笔》，与其说是
冰心在貌似平静的山水描写中抒发思
乡之情，勿宁说是向侵略者投掷出一把
锋利匕首。

在这里，当年受呈贡县立中学开明
校长昌景光的邀请，在学校兼任国文课
的冰心，为呈贡县立中学题写下了校训

“谨心弘毅”和校歌歌词。在歌词里冰
心写道：“西山苍苍滇海长，绿原上面是
家乡。师生济济聚一堂，切磋弦诵乐未
央。谨心弘毅校训莫忘，来日正艰难，
任重道又远，努力奋发自强，为己造福，
为民增光。”

漫步庭院，我发现默庐较之于云南
其它热门景点，保持着一种难得的庄重
肃穆。作为呈贡的红色旅游景点，这一
诞生了抗战檄文《默庐试笔》的冰心默
庐，既是一处名人旧居，更是一个民族
抗争的文化符号，它与呈贡纪念飞虎队
的驼峰纪念馆、重庆国立艺专前身国立
艺专旧址一样，都是在呈贡的土地上，
凭吊着那一段热血纷飞的历史。

（作者为江津区作家协会副主席）

黛溪，又名大溪，是瞿塘峡东口的一
小镇。

清清黛溪河，酿就了驰名天下的大
溪文化，伏居黛溪河边的小木楼，使黛溪
更显出古味。峡风吹拂，江河迤逦，黛溪
盛名，让世代居住在古镇的人们自豪得
不得了。

“走，到黛溪夜宿去！”几年前，诗友
晓光和我就产生了这样的念头。自此，
春花秋月，我都在心里领略黛溪河、黛溪
古镇夜晚的万种风情。

是日，我们一行人从白帝城出发，踏
着茂密的野草，在古人开掘的栈道上缓
缓行进，每个人的思绪仿佛都飞越了现
实，又如大鸟一样落到了历史的枝杈上，
想从深深的纤痕里获取一点文化营养。

走出瞿塘峡口，遥看黛溪古镇，一缕
缕淡淡的炊烟，从古镇沧桑的房顶溢出，
弥漫，深深溶入晚霞，那么诗意，恰似一
幅美妙无比的画图。

晚霞过后，天顿时变了脸，紧接着下
起了密织的大雨，未带雨具的人大都成
了落汤鸡。在镇上一家姓董的餐馆刚吃
喝足，天迅速地黑了下来。夜静极，无所
谓始，亦无所谓终。沉寂中，似有狗吠声
传来，远远的，不能感知是有还是无。对
岸，信号台一点点灯火浮起来，长江上来
来往往的船只仿佛不知疲倦地行进着，
班驳的光影勾勒出淡淡的轮廓。

雨，一阵忙乱后终于停下了手脚。

倏忽间，眼底迸出一道纤纤磷光，在远方
天地间一条蓝黑色的长带处，月亮的衣
裙渐渐托起银色的波浪，一点点地逼近
黛溪河。银色的波涛拍打着黝黑的河
岸，使黛溪河更显得神秘。瞿塘峡的雄
姿也越发看得分明，月光忽明忽暗地变
幻着深浅不同的色泽，就像韵律的变幻
流转，这时的黛溪古镇仿佛荡漾起一曲
徐缓而明快、执着深情而富于底蕴的旋
律，涛声被它淹没，斯人在此，如同置于
梦幻般的境界。

夜渐深，月亮越升越高，圆而清纯，
溶溶月光擦亮黛溪河面，映入河中的明
月皓如玉镜，与天宇中的明月上下辉
映。河面涟漪轻荡，镜月随着微波时明
时暗，或圆或碎，轻盈地吟唱着，月夜温
柔，恍兮惚兮，竟不知今夕是何年？

黛溪古镇沉睡了，月亮加速了力量
的凝聚，愈发明亮的月华洗涤着远山近
水，夜雾如玉乳一般悬浮着，随风轻游
着，渐渐浸入深奥莫测的天际。圆盆一
样的月亮里，那玉兔清清楚楚地蹲在桂
花树下，只是不见了寂寞的嫦娥。

月亮渐渐西斜了，远山次第变成了
紫黑色。

黛溪河水越显得白，东方的天空就
越显得黑。这时，一艘上行的轮船把一
柱强烈的光照射在古镇上，使古镇在无
声中变成了白昼。

（作者为奉节县作家协会主席）

秋阳杲杲、金风送爽时节，渝南山地
的村庄们逐渐多彩多姿起来。

村庄们多在绿意蓊郁的山坞上、山
涧边，三五间农房一丛，七八家农户一
簇，仿佛丛丛簇簇的蘑菇，绵延散布在群
山与群山之间。坐落在这几座山丘的几
簇，就是一个村子；匍匐在那几座山峦的
几丛，就是一个庄子。俯瞰渝南山地，这
些点缀在崇山峻岭之间的村庄，灰瓦白
墙，加之有大片绿油油的草木为底色，大
片湛蓝蓝的天空为背景，煞是美丽。

如今，秋意渐浓，一个隐约丰盛起来的
收获季节逐渐露出了端倪。就在村庄人家
的屋前屋后，聪慧的山里人充分利用坝前
坎上、屋顶沟沿的向阳地段，沿袭着几千年
的老习俗，开始了一年一度的晒秋。晒秋
晒的物什，就是在那山地间好不容易开辟
出来的田地里收割回来的农作物，有稻谷、
玉米、小麦、辣椒、南瓜、豇豆、茄子、黄豆、
绿豆……它们有的黄、有的金、有的红、有
的橙、有的绿、有的紫……姹紫嫣红，丰富
多彩，或裸身躺在地坝上，或铺展在箢篼簸
箕里，全都展露欢颜朝着阳光洒落的方向，
令人惊艳，令人欣喜，令人感叹。

这时节，人们主要晾晒的可能是金
灿灿的玉米，也可能是黄澄澄的稻谷。
这是渝南山地人的主要粮谷作物，种植
面积较大，收获自然也丰盛。前些天收
割回家的玉米棒子，被家里人一番揉搓
剐蹭，玉米粒齐刷刷地从棒子上掉落下
来，堆成堆、堆成丘、堆成山。金黄的玉
米粒山依偎在墙角，湿润饱满的一颗颗
玉米粒仿佛泛着光芒，令人心里充满了
沉甸甸的满足感。前些日收割回来的一
大堆稻谷则堆放在另一个墙角，秸秆、叶
片的残屑点缀其中，黄中带绿，绿衬着
黄，看一眼就满心沉醉。将农仓里歇息
了一年的风簸抬出来，迎着风站稳了，将
墙角的稻谷一兜兜地倒进风簸上面的漏
斗，将把手摇起来，风簸里面的螺旋便转
了起来。风簸的尾部有一个开口，下方
也有一个开口，那些残屑和不饱满的谷
粒从尾部的开口随风而落，而饱满的合
格的谷粒则从下方的开口掉落进准备好

的箩筐里。这个过程叫车谷子。车谷子
最大的挑战是乱飞的残屑和谷灰，一旦
落在脸上或者脖颈里，十分蜇人，令人瘙
痒不安。所以，这活儿一般都是有经验、
懂技术的父辈干。

准备工作做好了，只要有太阳的天
儿，玉米粒和谷粒们便出山了。大约是日
上三竿、地坝已被隐隐晒热之际，玉米粒
和谷粒们纷纷被主人背出门，分别铺展在
扫净的地坝上。一整块地坝就这样被它
们霸占完了。每隔一两个小时，主人会扛
着爬梳来到它们中间，用爬梳认认真真把
它们梳出一行行小沟壑，以便每一颗玉米
粒或谷粒的每一面都被太阳晒到。

那么，其他的物什该到哪里去晒呢？
别怕，庄稼人自有晒秋的别样方式。一个
簸箕、一个竹筛、一个箢箕、一个撮箕都是
晒秋的补充工具。昨天摘回家的红辣椒
已经择去尾巴，装满了一簸箕。前几天摘
回的南瓜已经刮皮去囊煮好切片，摆满了
一竹筛。豇豆也去筋煮五分熟，一条条摆
满了一箢箕。还有煮好的茄子片、剥好的
黄豆和绿豆……都分别摆放进了或圆或
方的盛物器里。主人将它们一一端出屋
子，有的放在地坝边上，有的放在屋顶上，
有的放在田坎上，甚至有的直接挂在了晾
衣绳上……依据千百年的经验，脱水后的
食物容易保存、一年四季均可食用，庄稼
人自然就爱上了晒秋；尤其在这丰收的季
节，在这阳光热烈的季节。

晒秋，在渝南山地是道独特的美
景。红橙黄绿青蓝紫，农作物本身的颜
色就是颜料；地坝簸箕竹筛箢箕撮箕则
成了画布，而庄稼人就是最伟大的画
家！尽管身处崎岖山地，鲜见一马平川
的平地，但是，人们依旧聪慧而朴实，他
们信奉着充分利用每一分有阳光的地
方的晒秋原则，与独特的地形结合，创造
出了独特的晾晒方式，也创造出了独特
的晒秋美景。可以说，人们晒的不仅是
秋天的蔬果，更是晒出了一种智慧，一种
喜悦，一种收获。

姹紫嫣红似画卷，丰收致富犹梦来。
（作者单位：万盛经开区党工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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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秋 万承毅

走出瞿塘峡口，遥看黛溪古镇，一缕缕淡淡的炊
烟，从古镇沧桑的房顶溢出，弥漫，深深溶入晚霞，那
么诗意，恰似一幅美妙无比的画图。

夜宿黛溪 杨辉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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