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江一景
孙予

酣眠后，悠悠转醒，最是期盼黎明到来。
在临近长江的地方寻找一个观景的高

处，夹杂着梧桐味的秋风从窗口灌入，瞬间
就撑满了单薄的衣衫。突然就觉得时光慢
了下来，给你机会去小心翼翼地观赏这明
媚而静谧的景色。没有嘈杂的车辆，只是
寥若晨星的行人。江水缓缓地，顺着风向，
流过身后，把这自然的馈赠盈在其中，金桂
从岸边找到空隙，整齐地扎根，团团如盖的
华状阴凉下，也有妩媚动人的香。

生活中不乏这样的场景。当你伫立在
摩肩接踵的人群中，被拥挤的人群挤到角
落，被迎面的陌生人撞得肩膀生疼的时候，
你意识到无法再这样浑浑噩噩下去，于是
舐舐龟裂不堪的嘴唇，发现了在那一缕阳
光，一蓑烟雨，一季冬夏的地方，正是你心
之所向。当自己过得幸福的时候，应该感
谢生活善待了我们；当自己不如意时，应该
感谢父母给予我们完整健康的躯体，足以
有强大的内心面对现实。

在汽船声中，路灯微亮处，氤氲出温暖
圆满的意境。望着一片清喜的水泽，就像
望着沙漠里乳白色的月光，充满希望和欣
羡。望着嬗变的世界，望着旖旎的风景变
幻着，直到把大好山河望成一首平仄的短
诗，抑扬顿挫，起落有致。于是，就这么静
静地望着，把滚滚流逝向东的长江望成了
翕动眼睫上小小的尘埃。

做一朵向日葵，即便沮丧，也要面朝太
阳。在那些苦涩孤独的日子里，哪怕一个
人，也要将寂寞作为动力，直至地老天荒。
需要的只是自发地打开心门，让阳光去治愈
你的伤口，抚平你的泪痕，涤荡你的灵魂。

最是喜欢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
世界，每个人都充满信心地期许一所房子，面
朝大海，春暖花开。”但答应我不要从明天起一
定要从现在开始，享受躺在草坪上晒太阳。
（作者系重庆清华中学高2021级13班学生）

周五正开会，母亲突然打来电话说检
查出“脑梗死”，要去住院。

母亲一向有头疼的毛病，大都是自己
配点扑感敏病毒灵之类的西药吃了就会缓
解，所以对她的头疼脑热我们早已习惯。
年前父亲曾患两次“脑梗死”，都是他自己
跑去医院挂号检查，打完点滴回来还为娇
滴滴的母亲洗衣煮饭，似乎对他的日常生
活没有多大影响。基于这种情况，我对母
亲的“脑梗死”也就没有多焦急，只是在电
话里安慰她放宽心，她去医院，我们出钱，
医生治病。

母亲说，我的脑梗有点厉害哟，老头儿
那两次只是小儿科。

母亲总是把自己的病情无限放大，目
的就是希望得到大家的重视。但在送母亲
去医院的途中，她还是硬生生的在家门口
摔了一跤，哼哼啊啊的半天没爬起来。待
扶上车后母亲说遭了，浑身痛，怕是摔到哪
里了，我们这才开始紧张。她这一摔会比

“脑梗死”更加恼火，除了自己受痛，更会苦
了父亲。

果然，母亲住进区医院神经内科后，吃
喝拉撒全靠父亲照顾，父亲马不停蹄，她只
管坐镇指挥。刚开始母亲翻个身换个睡姿
都会叫喊全身痛，直喊老头儿轻点轻点，更
何况打个喷嚏咳声嗽，那模样硬是痛到了极
点，让人不忍直视。而“脑梗死”似乎并没有
影响到母亲的智力，面对她的儿女和孙崽还
有众多前去看望她的亲友，她的表达能力依
旧流畅，思路也依旧清晰，间或还摁着胸口
打两个哈哈。她说得最多的就是年纪大了，
脑壳不够用了，说话颠三倒四了，走路还摔
跟头了。这次摔得不轻，肯定摔到骨头了。

我们都认为母亲太娇气，就那么一摔
就会摔到骨头么？她就是梁平人所说的

“羊子肉”，碰不得一下，稍微一碰就痛，年
轻时候是这样，现在老了还是这样。

一周后，母亲的脑梗缓解了，医生要求
她出院。母亲说不出，胸口还痛。医生拗不
过，就建议母亲再做个CT，CT结果显示母
亲的3-5根肋骨撕裂，也就是轻微骨折。

母亲说，看嘛，我说摔到骨头了，你们
不信，还说我是“羊子肉”。知道错怪了母
亲，大家低头屏声敛气，父亲更是不敢大声
说话，生怕惹到骨折加“脑梗”的母亲，对她

提出的要求一一响应，并立即执行。
母亲住院期间，父亲天天老城医院两

头跑，早上守到药水输完，坐公交回家煮饭
洗衣裳，收拾停当后又坐公交把饭带到病
房喂给母亲吃了。母亲习惯了父亲的照
顾，也习惯了父亲的饭菜味道。

都说生病的人嘴刁，有天母亲突然提
出想吃菜包子。

吃个菜包子而已，不难啊！父亲说，我
马上回去给你做。

父亲煮了一辈子饭，馒头花卷包子饺
子，什么都会做。小时候父亲经常做包子
馒头给我们吃，包子里面放上各种剁碎后
调了作料的蔬菜，虽不及肉包子好吃，但好
歹也是包子啊。后来有钱了，生活好了，特
别是有了孙子后，父亲开始做各式各样的
肉包子肉饺子，馅多面少，再把它们放锅里
煎了，捞出来油浸浸黄亮亮的实在是惹人
馋。孙子们围拢后一抢而光，一咬一口肉，
还直掉油，边咬边喊好吃。

这不，父亲领了母亲的任务，乐颠颠地
回家做起了菜包子。

下午时分，母亲打来电话，说要投诉父
亲。

我一下子紧张起来，那么贤惠听话的
父亲又犯错了么？

母亲说父亲这次做的菜包子死瘪瘪硬
邦邦的，手艺太差，咬起直掉渣，难吃得要
死。她就想吃点软和的菜包子，于是父亲
就去包子店买了一个，母亲说不够，要吃两
个。父亲说自己做了的，何必浪费钱？尝
一个就行了。母亲说你一辈子都这么节
约，不能与时俱进。父亲说我做的包子孙
子们都喜欢吃，就你嘴刁。母亲就说你面
都没发好，拿个灰面坨坨来敷衍我这个生
了病的人，我不吃你做的菜包子，我要吃包
子店的菜包子。

搞了半天，原来是菜包子惹的祸！
母亲向我投诉后，转个头又给她儿子

打电话告状。没过多久，母亲再次打来电
话，转述告状成果，说她儿子批评了老头
儿，老头儿认了错，说二天不自己做包子
了，直接去店里买，而且是保证两个。

母亲说到“两个”的时候，语气竟然有
点胜利者窃喜的味道。

我问母亲哥哥是啷个批评的父亲。母
亲转述哥哥的话，说都什么年代了还那么节
约，妈想吃什么就买什么，用得着去担心钱
吗！现在住院有医保，坐公交有老年卡，我
们俩都有退休工资，儿女们都有工作，不差
钱，何必去节省一个菜包子，惹妈不高兴！

母亲还说，你老汉儿灾荒年饿饭饿怕
了，有了工作后从来都不乱花钱，你们小时
候几乎没带你们进过馆子，这么多年养成
了节约的习惯。现在生活这么好了，还是
那个老思想，舍不得，吃什么都是自己做，
就算劳神费力做起“四不像”也不愿意去店
里花费。我就是住个院嘛，我还有国家有
组织有医保都嘛，即便没得医保还有儿女
都嘛，不晓得他怕啥子，鬼老头儿！

我笑着劝母亲，说父亲能保证每天给
你买两个菜包子就行啦，不要老是骂他。
你看你生个病我们做儿女的也只是偶尔来
看看，多数时候还是靠父亲，你要把他揣到
起才是。

母亲傲娇地说，等我病好了，我还是要
吃包子店的菜包子！

（作者单位：梁平区交委）

两个菜包子 曾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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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灰色的麻衣，腰上飘带飞舞。
背着手，或依着山石，前面是风起云

涌，也或者正如今日的季节和今日的天气，
有阳光，也有红色的树叶。

罗洪先，大明王朝嘉靖年间的第一状
元，在这里一站就是将近500年。

一
你来之前，这里可能是被叫做“红线

岩”的。
《大宁县志·地理篇》里载：“红线岩，在

县西六十里。山势穹窿，屏列云表，腰横一
线，约长里许。土人就两端作石门以为寨，
可容千人。岩前突耸石柱，下临绝壑，因置
木桥以达之。上建玉柱观，每晨曦及阴雨
日，常为雾障。一遇天气晴明，可远望数十
里。真天险也。”

这本县志是清光绪十一年时的版本，
与你来的时间相隔了大约四百多年。

所以，也可能本来就是叫做“洪先岩”的。
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来了。
在那个清晨，也可能是午后。
都将近500年了，没法查阅到具体的

年份，也没法查阅你来待了多久。
但一定是有酒的，从庙堂出来，走进这

江湖的山山水水，你看透什么是功名利益，
也看透什么是高官厚禄。只有碗里的酒，
和眼前的云雾，才是内心的归属。

还是在嘉靖十九年，也就是公元1540
年，才36岁的你，本应该是大展宏图，建功
立业的时候。

估计那天也喝了酒，还醉了，醉了就露
出了文人清高耿直的本性，于是仗义执言，

在《东宫朝贺疏》上签下了“罗洪先”三个大
字。还或许，这稿子本来就是你亲自执笔，
第一状元在此，谁敢在你的面前舞文弄墨。
和你一起签下大名的还有一位叫唐顺之，
也是明代的儒学大师、军事家、散文家、数
学家，同时还是抗倭英雄，当时倭寇屡犯沿
海，唐顺之以兵部郎中的身份督师浙江，曾
亲率兵船于崇明破倭寇于海上。

同时还有比你小五岁的兵部主事赵时
春，和唐顺之齐名的文学家，留下过许多诗
歌文章。

肯定还有很多青年才俊的，暂能查阅
的史书上，只写了你们仨。

世宗皇帝沉迷长生之道，政治极为腐
败，你们喝酒了，借着酒意还写成了奏折。
《东宫朝贺疏》冒犯了世宗皇帝，被撤职后
从庙堂回到了乡野。

36岁，正好你的本命年。“本命年”之
说，最初为五行数命回归之年，即60年一
本命年，后来演变成十二年一遇的农历属
相所在的年份，俗称属相年。在传统习俗
中，本命年常常被认为是一个不吉利的年
份，认为度过本命年如同迈过一道槛儿一
样，所以又叫做“槛儿年”。

对于你的仕途来说，这年确实是一个
槛儿，千辛万苦考取的功名，一道奏折就化
为了云烟。

当官场的云烟消散，自然的云烟却接
踵而来。

你抵近了内心的胜利。
二

云雾飞绕，清风淡淡。
山石之势，是运笔之势，或提，或按，或

转，或绕。然后是皴擦点染，更有泼墨，上

有花青，三绿，也有绛红，赭石。
山水之间，就在虚实之间。
来红线岩前，你辞别京城的宦友，归家

务农，隐居山间，更加专心致志的考究王阳
明心学，闭门谢客，默坐一榻，三年而不出
户。三年的甘于淡泊，和前面轰轰烈烈的
考取功名之间，其实也是一种虚和实。

冬练三九，夏练三伏，骑马练弓、考图观
史，上至天文、礼乐、典章、阴阳、术数，下至
地理、水利、边塞、战阵、攻守，无不精心探
究。这样的积淀，成就了后来人生的胜利。

积淀之后是游历，同历代文人一样，游
历之中是思想的升华，是观点的传播，是知
识的汲取。

当然，也还是作品的形成。
每到一处，你铺开纸，勾勒之中是山河，是

天地，是万千思绪。笔墨之中成就的《广舆
图》，首次将中国版图分为十三个省来标注分
划，成为我国最早的分省交通地图。这样的成
就是前所未有的，因为你对中国地图的研究，
有学者将你与荷兰地理学家基哈德斯·墨卡托
（公元1512-1594年），并称为在清代康熙以
前世界上最伟大的两位地图学家。

如果仅仅是这样，固然辉煌，但还不够
精彩。

在这样的山崖之上，你安静地坐着。
这样的静坐，是你追随阳明先生最好的表
现。身后是坚硬的岩石，前面是悬崖，是云
雾，是清风。闭上眼，人与天地万物融为一
体。生与死、爱与憎、醒与梦、蝼蚁与你，一
切等量齐观，无有分别。

来这里之前，你经过三年积淀，开始了
万里山河的游历。

“雅有山水之癖”的喜好使之流连驻足

于名山大川中的佛寺道观，你希望在游历
山水之中寻访到高人隐士：“往时怀五岳之
念，闻人谈奇胜，辄生羡心，亦以高人达士
多潜其中，庶几一遇云尔。”

你在寻访中感悟，在静坐中提升。
你的寻访遍及万里山河，当然也有这

巫巴山地之中的红线岩。
不晓得那天你在这里谁为你抚琴，也

不晓得那天你在这里谁为你温酒。
不晓得你的心里谁才是真正的高人隐

士，但在你走后的几百年里，你那天的静坐，
让你成了道，成了仙，成了后人眼中的高人。

他们把“洪先”，叫成“洪仙”，是一种记
忆，更是一种留念。

在这样的山崖上，你进入了忘我的境
界，世界是你，你是整个世界。

“除荤绝欲远嚣尘，松下诛茅自结邻。”
从远处而来，向远处而去。
来与去，有与无，是你自己悟出的道，

是你最终的归属。
来时悄悄，去时悄悄。
有也寂寞，无也寂寞。
你离开的500年后，这里被命名为胜

利，把你待过的悬崖也起名为“洪仙岩”。
其实，你不会在意叫什么名字，山山水

水，早已经在你笔下定格为永恒。
从喧嚣中而来，向寂静中而去。
这就是胜利，又岂止是胜利。

（作者单位：巫溪县委宣传部）

岂止是胜利 唐文龙

生/ 活/ 随/ 笔

人/ 文/ 地/ 理

▲雾绕洪仙岩 作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