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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快 轻松贷
建行快贷 一触即贷

多少人的耳朵不愿意听到这个消息！
多少人的眼睛不愿意看见这个事实！多少
人的心灵无法接受这一次震撼！

公元2019年1月22日，凉山彝族教育
家马布都猝然辞世，享年65岁。

此时此刻，这位古铜色皮肤的汉子像大
山深处的一根青 木碳，已为大小凉山的教
育燃烧殆尽。明天，他疲惫的身体将在火焰
中再次放光发热，向天而去，高高飞升。

马布都，沙马曲比氏。“布都”是“东方”
之意。“东方风来满眼春”，马布都，这一个人
格化了的“东方”，以数十年如一日的坚韧，
求新求变，求优求高，在担任州招办主任、州
教育局长、州人大副主任及退休后被返聘为
州总督学等职期间，把十万各族学子送进大
学校门，开启了崭新的人生风景，也让一片
古老的土地染上了浓郁的书香。

我和布都老只见过一面，却结下了一生
难忘的深情厚谊。

去年4月11日夜晚，重庆大学博士何荣
山老乡打电话，说布都老先生率凉山中小学校
长考察团来渝，叫我过来小聚。换了别人，来
回近两个小时的车程，我可能犹豫，但是布都
老来了，作为从凉山高考出来的学子，岂能推
托？尽管从未谋面，但高山仰止，心向往之。

正是暮春时节，长江边上杨柳依依。彝
人贵酒，在杨家坪一个夜啤酒摊，我们老中青
几代凉山人见面了。在重庆工作的这十来个
老乡，分别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重庆大学、
西南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南民族大学、重
庆师范大学等高校，学士、硕士、博士都有。
大家围坐在布都老周围，像一群小学生，恭恭

敬敬，执弟子礼，其乐融融，场面温馨。看
上去是久别重逢，事实上我们所有人和
布都老都是第一次见面。寸草心与三
春晖的灵犀深处，是感恩与祝福的交流
融汇，散发着朴素的自豪的光彩。

大家轮流敬酒，布都老带着彝族人不老
的爽快豪迈，喝了不少。他讲起每年幕后的招
考故事，如数家珍。一个人爱岗敬业如此，难怪他
能为凉山创造奇迹，同时也为自己创造奇迹。

那晚我们相互加了微信，从此就算是一
个圈的朋友了。布都老很潮，非常喜欢逛朋
友圈，常把自己的所作所为、所爱所恨和所
思所想发到朋友圈，也时常在我的朋友圈点
赞跟帖，虽只见过一面，但我们的交流逾深，
感情逾近。

他的朋友圈绝大多数都是关于凉山教
育的。我看到他这半年多来都在围绕教育
均衡督导四处奔走，忽而陕西、贵州、黑龙江
等外省考察取经，忽而下凉山各县村小视察
验收。看到贵州全省通过验收时，他道：“四
川十八个没通过验收的县十个在凉山，凉山
再不抓紧，咋个得行嘛？”如果你是凉山人，
细细体会其中滋味，这个退休后返聘，没有
报酬却顽强坚把“虚”职做“实”的老人的一
片苦心，怎能不让人眼睛湿润？

布都老真诚，上进，爱学习，像学生一样
上进，曾在一个帖子中晒自己取得的毕业
证、结业证、资格证，整整9张，在跟帖中还补
充说有几张找不到了。我跟帖说咱俩是中
央民大校友时，这个曾因特殊年代没好好念
书的老民办教师马上谦逊地回帖：“你那个
是资格的，我这个是干部培训。”真实不拔
高，真诚如赤子，这应该是他心目中为人师
表最重要的价值观吧？

尽管事业艰苦，用心良苦，但
从小在苦水里泡大的布都老却
没有愁眉苦脸。这个自称“本
老”的人完全没有“老”态，倒像
个老顽童一般喜欢自黑，自娱
娱人。他被工作充实着，被友情

充实着，忙里偷闲享受着生活，用
笑去化解累，用酷去化解苦。他经常

发自拍照，老戴着一副墨镜，酷成西部牛仔的
样子。不久前在黑龙江的友人宴会上，他还裹
着一张假虎皮，搞笑说：“本老今天当了回座山
雕！”

感恩是布都老朋友圈帖子中的主旋律。
为自己、为民族、为凉山，感党和国家的恩，感
上级领导和天下朋友的恩。他对感恩的人也
赞誉有佳，恩恩相报是他理想中的人际关系。
他的一个帖子讲了个亲情故事，族弟逮来几条
野生鱼送到他家里，说小时候哥哥逮鱼给他
吃，现在哥哥老了，弟弟要逮鱼给哥哥吃。

看到老同志对兄弟情十二分享受的样
子，我搞了个恶作剧，我说：“总督大哥，如果我
是你弟弟，我不逮鱼给你吃，我要你逮鱼给我
吃！”他问：“为什么？”我说：“古人不是说授人
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吗？我教你逮鱼的方法，
然后让你天天逮鱼给我吃，把身体锻炼得棒棒
的，长命百岁！”他看后大笑回帖说：“哈哈哈
哈，你们文人哪，就爱钻文字空子！”

写到这个玩笑的时候，我的眼角又快要
笑出眼泪。有人笑着笑着去了天堂，布都大
哥，那是你的笑，闲庭信步的笑。我们笑着笑
着看见你去了天堂，那是我们的笑，感恩的笑。

东方风来满眼春，东方风来马布都。东
方笑，彝人笑！东风笑，凉山笑！

（作者单位：重庆商报）

近作二首
耕夫

春夜听雨

偶觉窗外雨沙沙，独坐书房漫
品茶。

底事揪心眠不得，明朝三合看
梨花。

注：三合，家乡璧南小镇，生态
纯净，梨花正放。

行香子·璧南三合踏春
赏梨花归程有赋

梨树绽华，嫩柳新芽。凝目处，
一抹素霞。小桥流水，河底清沙。
正蝶儿舞，莺儿唱，虫儿爬。

风过千川，草绿山崖。喜春至，
再蕴芳华。身归旷野，心净无瑕。
醉天儿蓝，云儿淡，日儿斜。

（作者系重庆诗词学会副会长、
璧山区作协主席）

凝望锦江河
三都河

锦江即辰水麻阳段，源自贵州
梵净山，流经湖南省麻阳苗族自治
县全境，是麻阳苗乡的母亲河。

——题记

为在天地间写下一个大号的“1”
你终年蜿蜒曲折地不息流淌
把所有欢乐哀伤意志和信念

汇聚成了一路浩浩荡荡
巍峨翠绿的源头多么纯粹
梵净山下的小溪晶莹透亮
似乎还流出了佛音绕梁
我曾从青山冈上纵身跳下

让你的十八滩尽情地淘洗我
的人生

明知道我耗尽一生也只能陪你
一程

我还是倾情付出
只想成为你鳞鳞波光中
终于有了倏忽闪耀的一滴
你的清澈让我读懂了天空的澄明
你的雄浑让我感受了大地的豪迈
你的冬夏变幻让我见证了民族

的足音磅礴
盘瓠大王挥舞战旗升腾起西晃

晴云
林则徐借着杨家寨水碾书写日记
沈从文舞动长河穿行于吕家坪

的橘园
江边飘过满朝荐的悠长身影
他的铁骨和睿智
笑骂了从古到今所有苍生痛恨

的幽魂
玳瑁坡上的滕代远还在挥动铁镐
他最早用日月之梭把全国铁路

织成巨网
锦江河梳理我的长发从黑到白
麻阳月映衬我的恋歌从圆到阙
多少次情怯怯忘了表白
多少次爱绵绵步履趔趄
万千的往事都在锦江河上打了

个水漂
只有滔滔的感慨又伴随着锦江

春潮
汹涌而来

诗/ 绪/ 纷/ 飞

“东方”风来马布都 禄兴明

春/ 暖/ 花/ 开

崇龛三月
罗夏

我从不晕车，不晕船，不晕机，四海为家
的人，这样的状况也应当算是标配。我甚至
不晕血，虽然胆小如鼠。甚至不晕过山车，哪
怕坐在第一排。

但是今天，我晕了。第一次知道，我竟然
会晕，晕花。是的，我就这样猝不及防，晕在
三月，晕在潼南，晕在潼南崇龛的油菜花丛，
晕眩在这360度无死角的无尽光芒中。

眼前出现的只是一片光海，一片激情澎
湃恣肆汪洋的光海，我的心一直在金黄的波
涛之巅翻滚、腾跃。这是一种怎样的幻象，怎
样的不可捉摸的幻象啊。

我这才明白，当一个人处于笼罩性的美
丽诱惑时，是晕头转向的。而且，眼睛是无用
的，它已经被巨大的光芒刺伤。

耳朵也是无用的，植物的节日让寂静变
成最大的喧闹，它们热烈的说话声歌唱声，频
频撞击我的耳膜，让我短暂失聪。

只能打开浑身上下每一个细胞，让四周
的光芒弥漫性的、侵入式的席卷而来，让自己
就这样被花的分子完全占领，直到最后，感觉
自己好像成为了其中的一片花瓣。

妈妈看我在这样的景色里乐得像个傻
子，不断提醒我，使劲记住这个下午的光，可

是我怎么记得住啊，就像我想用手抓
住这些光芒一样愚不可及。

我成了自拍狂，戴着我一刻也舍不得取
下的花环。直到手机没电。直到爆屏。

回家后，第一件事是迫不及待向远方朋
友展示、炫耀。

我才发现这画面中的山、水、树、清风白云，
与一地金黄相拥得那么和谐、完整。就连那一
叶苇草一只蜜蜂的薄翼也是镜头的一部分。

只有我是多余。无论我笑得多灿烂，无
论我如何摆弄姿势我都是油画中的败笔。

我毅然删除了自己，留下了所有空镜头。
潼南崇龛，这天地合一的圣境，只能用空

镜头去还原它。
打开稿纸，我打算从其中的一株写起，这

才发现我似乎没有细细观察，我其实就是忽略
了具体的这一株那一株。或者，也未必是忽
略，而是它们，本没有什么分别，全都是我最喜

欢的状态：轻盈，饱满。
油菜花在植物学上属

于一年生草本植物。然
而，崇龛的每一朵，都是
那样的自信而且大气。

我忽然就羡慕起它们来，能
够这样的自戴主角光环，分明就

是因为它们全都熟悉这里的每一
寸泥土每一滴雨露，它们知道自
己的基因里藏着前世今生来世的
密码。它们用尽全力地绽放，花瓣却
轻盈得仿佛可以飞翔。它们是这片
土地的主人，从未远足，现在成为了
别人眼中的诗和远方。

算起来我从18岁离开家乡后，就没有在
春天回来过。我其实没有那么期待下一次的
入乡随俗，我更喜欢常常能够和妈妈一起收
一收刚刚晒干的衣服；我其实也没有那么向
往明天和远方，我更想吃到爸爸亲手烧的菜，
也想时常为爸妈炖上一碗好喝的汤。

感谢崇龛的油菜花，教会我能够使我们
飞翔的，不仅仅只有天空，还有脚下的大地。

（作者系重庆人，现供职于中国驻加拿大多伦
多领事馆）

作/文 南瓜粥 张盼

爷爷已经快80岁了。每次我回到老家，
总觉得他又变老了些。

看着需要拄着拐杖才能行走的爷爷，以
及他每次走路时颤抖的双腿，我总是想起我
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

那时候我才四五岁，夏天热得吃不了饭的
时候，爷爷就会给我煮我最喜欢的南瓜粥。

我在院子里玩的时候，爷爷从篱
笆栏里摘一个又大又橙的南瓜出
来，我和堂弟就坐在小板凳上盯
着爷爷手里的大南瓜。爷爷单
手圈住南瓜，另一只手用刀小
心地给南瓜削皮，从中间把南
瓜切成两瓣，里面就有橙色的南
瓜丝以及一颗颗又大又饱满的

南瓜籽。把它们挖出来洗干净后，摆在屋顶
的瓦片上晒干，放在炉火上炒来吃，十分美
味。洗干净南瓜后，把南瓜切成半个拳头那
样大。等到水烧开后就将南瓜块放入沸水
中，等到煮得差不多了，将提前准备好的生米
放进去，盖上盖子，隔几分钟就打开盖子用勺
子在锅里搅动。

我和堂弟就坐在炉火旁等待。
每当打开盖子搅动的时候，白色的米粒

被南瓜染成金黄色，看着让人食
欲大增，我和堂弟吸溜着口

水等待吃饭。粥煮好
以后，还要把锅从炉

火上端起来放到
灶台上，然后又

盖上盖子焖几分
钟。这样做米粒会更
饱满，也会更入味。

爷爷煮的南瓜粥，火候掌握得非常好，锅底不
会糊且十分有嚼劲。夏天的时候屋子里热，
爷爷会在院子里摆上一张小木桌，拿出一个
大碗和两个小碗，我们坐在院子里喝粥。

爷爷年轻的时候是个教书先生，我一直
都忘不了那时候，忘不了爷爷扛着一个个大
南瓜那精神十足的样子。

现在，回到老家的时候总会在厨房的桌子
下面看到两三个又大又橙的南瓜，上面沾满了
灰尘。我会抱起一个南瓜，如同当初爷爷那样，
一丝不苟地给南瓜削皮、清洗。准备好一切之
后，开始煮。爷爷叮嘱我要用小火煮，不要用大
火，我笑着说好。我喜欢和爷爷一起喝粥，只不
过：从前是爷爷煮粥我在旁边看着，而现在是我
煮粥爷爷在旁边看着；用大碗喝粥的人也由爷
爷变成了我，吃不了多少的爷爷则用小碗……
但唯一不变的是，那碗南瓜粥里盛满的爱。
（作者就读于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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