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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万物万事都有征兆都
有预告，大寒过后，无数飞
舞的小精灵，带着上天的
旨意，纷纷扬扬降临中国。

那白，被寒潮裹挟，白
了山，白了水，白了原野，

那白，至纯至净的覆
盖了新疆，内蒙，西藏，还
有宁夏，甘肃，东北，华
北。一路南下，攻城掠地，
白了黄河上下，长江两岸，
白了广场高楼殿厦，白了
小桥黑瓦残墙……

那白，覆盖了依依浅
草 ，枯 枝 败 叶 腐 木 ……
雪茫茫大地真干净！

漫天飞花轻如梦，年
去岁来，雪中流年暗偷换。

（二）

雪花飞舞，哪只鸟最
先啼落枝头的雪？谁率先
在雪地上踏出脚印？多少
人为罕见的大雪欢呼雀
跃，奔走相告！雪地涂鸦，
脚印踩着脚印，杂乱的脚
步纵横着生命的痕迹。一
点梅心，数支冷蕊，香在雪
中，有人在茫茫雪野中寻
香而去……

天 阔 云 冻 ，风 月 俱
寒，飘飘飏飏的大雪不声
不响的向世界宣告：我来
了！

（三）

雪霁之后，暖辉乍现，
大雪渐融。融入山水，融
入溪流，融入大地深处，融
入万物根须……

悄没声息的来悄没声
息的去，雪后的高树更苍
翠，雪后的浅草更葳甦。
茶花更红，腊梅更香！

雪地冰天之后，那些
该死亡的死亡，该消失的
消失，大自然以其造化之
功规范一切，逆天而行者
必自毙！

瑞雪兆丰年，雪落中
国，祝福中国！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雪落中国 萧敏

散/ 文/ 诗

最近，我在晚报“夜雨副刊”发了篇对
故乡黄葛树回忆的短文，彝族才子禄兴明
先生给我点了赞，让我受宠若惊。仔细看
留言：“扯谎坝、官茅厮这些地名，让人眼
睛一亮，太有地方特色了。”才明白是为这
几个地名点的赞。这个老禄，看来是吃土
鸡土鸭土蛋长大的乡土“文青”。

其实在我的家乡河包场，这样的名字
比比皆是，除了泥鳅坝、猪市坝、油房坝这
些以坝为名的，还有水巷子、乡巷子、水码
头、半边街之类的名字，土得掉渣。正所
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取一方
名。一个个地名，可借用当下流行网语

“简单粗暴”来形容，直接易懂，绝不转弯
抹角。河包场配得上“古老”之称谓，据记
载，早在唐朝这里就是昌州的行州所在
地。千百年来，从下街子到上街子，居者
多为下力人和家庭手工作坊者，打铁的、
箍桶的、补鞋的、卖盐巴的、烤烧酒的、编
竹席的、织蓑衣的、弹棉花的、剃脑壳的、
包皮蛋的……要他们把身边的小街小巷
取成“百花深处”（北京）、“勒马听风”（洛
阳）、“赏月路看云路口”（长沙）来喊，无异
于逼他们穿着长衫摇纸扇，既难受又别
扭，简直是一种羞辱。他们只会用土得掉
渣的川中方言说土得掉渣的乡土地名。

历史上河包场很少有名人，吴拙生
（1887—1962）算一个。他光绪十三年生，
天资聪慧，喜欢绘画。后外出游学专攻芦
雁，画艺日精，自成一派，成为知名“芦雁画
家”。曾有一个青年拜他为师，不单单学习
画芦雁，还讨教花鸟、山水写意技巧，开拓
了艺术思路。此人名叫陈子庄，后来成了
中国画大师级人物。吴拙生不追求名利淡
泊度日，长期以来设私塾教授乡人子弟。
他曾去重庆求精中学短暂任教，讲授国文，
颇受好评。但他不习惯有约束的生活，认
为有违自己的天性，辞聘回乡。直到1953
年，被四川文史馆聘为研究员。吴拙生画
芦雁得到画坛中人的赞誉，偏偏家乡人不
识货，大大咧咧喊他“吴鸭儿”——因为当
地无芦也无雁，一般人更不认得芦雁是什
么东西，误以为他画的是茅草和鸭子，而且
是麻鸭子。指雁为鸭，吴拙生徒呼奈何。
遇到如此“简单粗暴”的乡邻乡亲，怎能指
望从他们嘴里说出诗情画意的地名？在乡
人的语境里，一只麻鸭子肯定比一只陌生
的大雁更亲切更真实。我在想，当年“吴鸭
儿”一次次从扯谎坝走过，他也绝对不会去
动脑筋要给扯谎坝换上一个不食人间烟火
的名字的。

旧时川渝两地叫扯谎坝的地方很多，
最有名的可能是重庆主城的扯谎坝，据说
就在较场口一带。河包场的扯谎坝也是
热闹所在，我上小学的时候，见过这种“扁
挑戳背，箩篼撞人”的盛况。每逢赶场天，
方圆几十里地的乡亲们涌进街道，大家都
喜欢到扯谎坝，因为这里是个不扯票的娱
乐场——卖耗子药的在吆喝：“耗儿药，耗
儿药，耗儿吃了跑不脱。”一堆死耗子挨一
挨二摆起，铁笼里还有几个活的在转圈
子；卖“打打药”的脱了上衣，一边喊“跌打
损伤，风湿麻木。看过路过，不要错过”，
一边拿着竹片片在身上打得啪啪响，胸口
膛手杆上早就红一块紫一块；算命合八字
的，眯缝着眼，捧起顾客的手，认真地打量
每一根纹路，然后惊抓抓叫一声：“这命，
我不敢收钱！为啥？因为你命太‘撇’（不
好）。不过，这命还有改头……”；一阵喧

哗传来，扯牙巴的摊子打起来了！有个壮
汉扭住扯牙巴的在打。壮汉被老婆一盅
盅敲掉半颗门牙，上场花了五块钱，说是
可以长出来，可是至今没有动静；下残棋
的，补锅的，爆阴米包谷的，卖麻圆麻糖
的，还有那一分钱可以看一次的万花筒
……扯谎坝每个角落都在上演生活话剧，
杂乱而精彩，不但我们小娃娃爱往里钻，
就是那些穿钉鞋拄拐棍的老太爷也喜欢
往里拱。

官茅厮就在粮站的边上，离扯谎坝不
远，可能是扯谎坝的配套设施。老人家
说，官茅厮作为河包场标志性地名有一两
百年历史了，因为他们小时候那里就叫这
个名。官茅厮顾名思义就是官方修建的
公共厕所，那么说来一两百前河包场就有
公共厕所？我有点疑惑，查了一下资料，
发现中国商周时城市就有公厕，《墨子·旗
帜》还记述了公厕的标准：墙高十二尺以
上（守城所需）。这里要提到一个叫刘安
的人，名字不熟悉不要紧，那个“一人得道
鸡犬升天”的故事讲的就是他。他的另一
个身份就太显赫了：大汉王朝之淮南王，
编写过学术巨著《淮南子》。宋代《太平广
记》里说，刘安成仙之后，因为从小养尊处
优，对仙伯们不能恭恭敬敬，言谈举止颇
为洒脱，有时还自称“寡人”。最终因高调
而引众怒，天帝罚他在都城守公厕三年。
这虽然是神话，也证明古代不但有公共厕
所，而且还有管理公共厕所的人。到上世
纪七十年代末，河包场唯一的官茅厮已经
破烂不堪，赶场的男人们小解一般都面向

“大自然”，也有农民把粪桶放在旮旯角角
成为临时厕所，赶完场正好挑回去当肥
料。当地有言子“大路边的尿罐——啥子
大场伙没见过”，即来源于此。

与那些老地名相搭配的是那种原生
态乡音，河包场的乡音很有特色。我家姐
姐到了县城工作，后来嫁给姐夫，姐夫姓
王，回到这里，人人都叫他“房”哥哥；明明
是房子，大家都说“王”子；“老钵钵你切改
让嗦”你不懂吧？翻译一下就是，“老婆婆
你去赶场嗦”；藤藤菜这里叫过河菜，木耳
菜这里叫豆腐菜……有个很有意思的词，
发音che（与“车”同），我没有在汉语词典
里找到相应的字。这个“车”是个贬义词，
一般形容女孩子妖气、不正经、赶时髦等
等，这样的女孩子，轻者被说：“车”。重者
被骂：“车”姑儿。

乡音老矣。扯谎坝、官茅厮作为地名
早已淡出河包场，h、f不分的发音只留
在中老年嘴里，青少年们用语越
来越规范，基本上都在用四川话
的发音说“标准”的词，那些独
特的词语正在迅速消失。我
想，这里的乡音虽然微不足道，
但在她老去的时候，能留住一点
点记忆也弥足珍贵。

乡音不土。乡音因俗而生动，因俗而
质朴。夜读《庄子·知北游》，有一段著名
的对白：

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
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
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
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

“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
溺。”东郭子不应。

庄子居然说高大上的“道”在瓦砾、屎
尿之间，让东郭子也无以为对了。可是不
按常理出牌的庄周，每句话都让我很受
用：“道”不也存在于这些质朴而生动的最
最草根的乡音里吗？前不久我回到离故
乡二十多公里的荣昌城，突然听到一个老
同学说了句“‘车’姑儿”，心里竟一下子涌
出一股暖流——这个词我至少三十年没
听说过了，当时的感觉就如同找到个失散
几十年的亲人。

（作者单位：重庆晚报）

寒冷的冬夜，下班回家，冷风拂面，
凛冽如刀，寒气从脚底蒸腾上来。怎一

个冷字了得！走过一条街道
时，远远看见一个干果
店，店内一屋灯火，门
口一盏低垂的吊灯，一
袭红晕笼着一个透明
塑料方格容器，仿佛舞
台上的追光，将其下的

容器紧紧拥抱。夜漆黑而
冷寂，唯独它亮堂而温暖。难怪路人匆

匆拂过的眼神，总会齐刷刷被它牵引过
去。

这个干果店是外地人开的，很多年
了，细水长流，貌似不温不火，却能养家糊
口，自然有其独到之处。店铺里有各式各
样的干果、炒货、零食、糕点、饼干、特产、糖
果……都分门别类地住在墙上或摊上的
方格里，红的，黄的，白的，绿的，五颜六色，
仿佛儿童涂抹的画幅，随意，别致。

而门前摆放的容器中，总是当季的
热销食品，随着时令的变换而变换。如
今这数九寒天里，摆在门口的自然就是
糖炒栗子了。走近了，看清了容器里的
炒栗子，颗颗硕大，咧着嘴笑。因为其上
的灯火紧拥，它们还冒着丝丝热气，飘着
缕缕清香。“好香啊！”不禁深吸一口气。

曾见过老板炒栗子。一个大铁锅子
摆放在铺面门口一侧，铁锅下是一个不
高的铁桶，“噗噗”燃起的气罐火苗舔着
锅底。铁锅里是半锅黑黢黢的炒栗石，
老板用锅铲不停地翻炒着。几分钟后，

老板将几盆切开口的生栗子倒进去，“嗤
嗤嗤——”，一缕缕轻烟上腾。老板开启
了高速翻炒模式，不停地铲、翻、铲、翻
……栗子在炒栗石的拥抱中、在铁锅的
高温下渐渐发生了变化，外壳焦黄油亮，
开口越来越大，香味从无到有、越来越
浓。那诱人的热络的香味慢慢弥漫了附
近店面、弥漫了整条街道……

不一会儿，栗子出锅了，外酥内熟，浓
香馥郁，总会引来一大批拥趸，店铺门口
排起了队。馋嘴的多是美女和小孩，他们
叽叽喳喳地围着糖炒栗子谈论着，老板则
麻利地拿出牛皮口袋装袋、称重、收钱，乐
呵呵的，笑出了雾气。买到栗子，食客们
欢喜地抓出几颗，剥皮，入口，咀嚼……一
种绵甘的口感和饱胀的胃觉接踵而来，一
颗颗饱满的栗子总能给人以厚重、稳妥、
富足之感。食客散后，老板坐在灯罩后的
矮凳上歇息，笑眯眯地看着容器中剩下的
炒栗子，笑容与热气一起蒸腾而上。

没有顾客的时候，老板也很少闲下来，
他多是笑眯眯地在门店里穿梭。他在店里

“逡巡”的时候，犹如对着自己满室的珍宝，
真心实意地欢喜着、宠爱着，一会儿归拢归
拢装着瓜子花生的口袋，一会儿堆放堆放倾
斜的甘蔗杆，一会儿又拣拾拣拾错放的糖果
点心……当店里的一切都规规矩矩、整齐
有序后，他才驻足歇息。一个门店，犹如一
个战场，成了老板施展手脚的阵地。

这家店，也像冬夜的糖炒栗子，释放
香味和热量，给人温暖和慰藉。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颗颗硕大，咧着嘴笑。因为其上的灯火紧拥，它们还冒
着丝丝热气，飘着缕缕清香。“好香啊！”不禁深吸一口气。

炒栗飘香 万承毅

城/ 市/ 漫/ 记

新年，穿过夜幕
披着城市天空缤纷的烟花
而至
众声喧哗中
钟声从容地敲响了
不改清新、明亮的音质
唤醒心底亲切的思念
朝东海边飞去

就把刚才流逝的
三百六十五天，编成鲜丽
的花环
好迎接时间的来往
恭喜生命收获又一年
厚重的积淀

让那些自称放下的人放下吧
我会将你永远惦记

勿懈呀，在新年晨曦里
点燃青色的炉火
那筋骨若怒的手臂把大锤
握紧
岁月的砧子上快要锻打成器

煮雪的时候
山野的茶
一年陈于一年
老若块沧桑化石
只等候今冬新雪的来到
天地皆白时

飘散几缕岁月消息
橄榄炭早置入了小炉
召唤雪的沸腾
茶的苏醒

那双柔夷
从岩上枝头花丛
捧得几分纯净
心绪犹似千载幽谷碧潭
数点萤火虫般明亮
香气似山岚
陋室外曲径风景已好
笑靥晕红之处
汤色如谜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诗/ 绪/ 纷/ 飞

新年的晨曦里（外一首） 屿夫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取一方名。一个个地名，可借用
当下流行网语“简单粗暴”来形容，直接易懂，绝不转弯抹角。

老去的乡音
廖伟

乡/ 村/ 故/ 事

慢新闻深阅读 让生活慢下来

慢生活·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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