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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夜的艺术乐趣

是谁把这册书
放入了夜色的匣子
静听布谷鸟
诵读书中那些篇章的声音
关于家乡的土地

粮食在希望里生长
季节开始传递花的火炬
相爱的变得饱满
云彩织出天空之高的锦绣
鸽哨清亮
地平线召唤远行的人
青春的激流啊
欢腾着奔涌山林和平原
抒发一代诗情画意

走进大自然的剧场
树影间的艺术家正好兴致
感动心灵的腔调
乃是故园的风雨沧桑
禾苗的根系

若镜的池塘

野池塘，似手掌中
那方镜子，在心里晶莹如碧
映照迷思的脸颊
过去已似深不可测的水
只要面对它
就会看见淡去的倒影

芦苇摇着世外的微风
紫藤轻抚涟漪
野草，与杂花编织成的花环
镶出繁复的装饰
蜂蝶停止了飞舞和鸣唱
呼吸像荒芜的颤音

苔藓覆盖的石阶上
凸凹鲜明处，像是几组密语
若流泉没有干涸
就可重生鱼戏莲叶的欣喜

我是在劳动里生长的

我是在劳动里生长的
来到人世间的第一阵啼哭
就嘹亮地宣告
这个相貌平庸的人
终其一生都将沉浸在劳动之中
过不会背叛勤劳的生活

纯粹的劳动填满我的空洞
滋养着头脑和身体
让稚弱幼苗长成原野上的一棵大树
骨头，与颗隐秘的心
留下些被鲜血冲刷过的伤口
贡献爱的果实，野火
烧尽焦虑的智慧，毕生的友谊
亲手造的美物，税后利润
享受疲惫上弥漫的舒服
坐在阳光的窗前，饮杯明前龙井
尝口赤水河的美酒
翻开夜雨寄情的劳动之书

我相信诚实的劳动无忧
相信劳动改变了我嘴脸的缺陷
散发宛转悠扬的气度
启迪我撕裂桎梏
历劫时刻可以倚靠的峰峦
赋予我自在的笑容

青春的草稿

我的旗帜上只有青春
从万缕晨曦中出发
曾经走过七彩照耀着的道路
然后，进入崎岖
那里如瘴似迷
捉摸不定，艳美若陷阱

每根纤维都浸透了
污泥与烟尘，烙下雷电的剑痕
瓦解破碎的青春
笔划散落在皮肤和骨骼
支撑我去翻越
多少绝望的路口，多少痛心
与轻狂往事天各一方
永别已久，偶尔犹闻回声
闲暇时捡起来横撇竖捺，写几句
路途上的云淡风轻

我的旗帜上只有青春
向金黄闪烁的地平线远行
褪色的布微感沉重
青春的草稿，或许失落于前方
毁灭到某座山林的沟壑
长成守护土地的光荣的荆棘

把时间都编织进你的成长

把我的时间都编织进
你的成长，像织造瑰丽的
云锦，不传的独门技法

自山海经里借得灵感
为你命名，百花作经野草作纬
运动阳光之梭
每个时辰如染异色
看到你长得这样的美妙

那所有的好
皆符合我初始的想象
即使数点丑陋难堪，也是因我
颤抖留下的遗憾
今天却恍若天成的精巧
——————
把我的时间都编织进
你的成长，像飞入神奇的
云端，筑一个新的梦乡

在河畔

自咫尺天涯，眺望的
河滩边，沉默地举步相向
披星戴月的路上

朝彼岸伸展开坚定的双臂
拥抱在激浪中央，终于
衔接若鹰的首秀飞翔
共有了一副骨骼，和一个魂魄
以四季的逝水为证
大河之上，与整个的流域
很快将你们的美名传扬

遥想流淌过我的忧欢的
那条轨道，跨越南北向的桥
沾染咸泪的车辙
似舞，鼓动着心脏

夜钓若梦

渔火已含些醉意
山上的梨树，对岸的村庄
眼前的一河水
尽显迷茫，和朦胧
那条金红娇颜的俏鱼儿
哪里摇曳的水草做她今晚的枕
渔篓旁沉默的流浪狗
等待发往梦乡的车

黑色展示出伟大的姿态
风唱着献给夜的小曲
垂钓的人，选择以星月为伴
分秒漫长的凿刻
仿佛已化作水畔的柳，鹅卵石
如美木馆中的木头
与期盼的收获
浮荡在这样静谧的涟漪里

自己生命的寓言咬了鱼钩
或许会惊醒于某个时辰

今天的风吹过废墟

废墟，亦会成长
随时间流逝而修得的美
让后来人莫名惊诧

无情的留痕含着多情的眸光
道路难行
倾圮磁吸的神奇
种下心中滋生玄想的菌体
数片残砖剩瓦，藏匿了
一个入口处
荒芜之间，有穿梭文明的站台
幻游症者凭爱前往
行囊里携卷模糊的指南
灌木，野果，与衰草
共有曾经的辉煌
千年前经过的诗仙，两行
叹息，愁绪挽住今日的山岗

站在时间层积的夯土台上
我把明天的纪念碑建造

上坦村河畔的传奇

只一篙轻点在河底
绿山水的风光就有了灵性
雾气笼罩清澈的流水
村口古树慈祥
望着细雨中健壮的子孙
所有纷扬过的色彩
皆淡出，翡翠般的沉静时空
纯净似李坑水巷
那个笑靥迷人的婴儿

两岸的新枝垂若仪仗队
澎湃的心跳像是隐形的鸟群
竹筏上的旗袍女郎
姿容秀丽得让游鱼们也顿忘嬉戏
风屏紧呼吸，微微回首
便教庄严绽开眉梢
轻浮收敛，所有的镜头
如遭遇磁场，碧水之上
蓝天之下，唯此绝美之景

背影渐隐入山岚与河雾
清亮雨声若弦琴，怅然而鸣
青山不老、绿水长流
大千世界证得真谛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

爱钓不爱吃，是大部分铁杆钓者的
特点。

爱品不善饮，成了我对“何以解忧，唯
有杜康”的认识。

这“到底”是有说法的。先说不善饮。
把酒话桑麻，这在乡下是怡然自得幸

福生活的温馨场景。我的祖父还在我父亲
是小孩时即已离世，无此传统。所以不会
有人用筷子头沾酒给我启蒙。回想一下，
家族也没借婚姻之力引入基因。因而解酒
酶含量低，所以解酒力太差。

“男人不喝酒，枉在世上走。”曾经很想
在这方面“man”一下，但是，经过“无知、无
畏、无法”三次典型试验，证明我确实不善
饮，只能望酒兴叹。

在此之前我的饮酒经历，只不过是小
时候偷吃母亲做的米酒，因为饿，视米酒为
变酸了的饭。因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
村不通电，因为保存条件不好，更因为舍不
得倒，热天吃酸稀饭是常事。八十年代以
前，过年过节、来客走亲戚，偶尔尝过汽酒，
印象是酒好像没有传说的那么厉害！

我刚参加工作时，是在一所中专学校
当专业课老师。因带学生毕业实习，去了
一个乡村。当地乡亲有“客没喝到位，主人
不热情”的规矩。主人很盛情，用洋瓷盆盛
老白干，用土碗当酒杯，每次用白瓷勺舀三
勺，站着双手递给你，必须一饮而尽，还要
亮碗底，不能有酒滴落下，否则要罚酒。说
是“舀”，其实是“戽”，就是舀的速度很快，

不仅勺里是满勺，顺势还带了一些酒进碗
里。还有一个规矩，前一个人没喝完，主人
不能往下走。下一个人也不得接招。

酒有来回才叫互敬。这才是“大碗喝
酒大块吃肉”的豪爽酒阵。初生牛犊不怕
虎，初出社会岂怕酒！从扭扭捏捏、推推搡

搡到主动敬酒，然后不省人事，在别人家睡
到傍晚，我和同事，相互搀扶着，偏偏倒倒
逃了。不逃，晚上会有新人助阵，酒战还将
继续。我几次差点滚到水田里，与黄鳝泥
鳅比长短。时至今日，那情景还依然清晰
在眼前。

再说说“爱品”吧。
爱过方知情苦，醉过始知酒浓。
对于酒，多年见识，我也有了一点认

识。虽然我已能从颜色分出红、白、黄色代
表红酒、白酒和啤酒，但依然不能“三种全
汇”：在一场酒局中，红、白、黄三种酒喝
遍。我只能一种酒品尝到底，否则混酒速
醉。我也“进步”到能分出白酒的浓香型和
酱香型。但依然不胜酒力。

不过，这不影响我识酒、闻酒和品酒。
现在，在场合不多的亲友聚会时，如果

有酒，又是我不曾看到过的，我一定会在开
席前、餐饮中或酒局后，拿起酒盒或酒瓶子
上的酒标，细细察看上面的内容。尤其是
白酒，把它的酒名、商标、酒精度、净含量、
生产时间、香型、生产厂家、原料与配料等
等一一看清。

通过对白酒的辨认和上网查阅，我还
获得这样一些识见：1952年北京举行的第
一届全国白酒评比，评选出“四大名酒”。
1963年北京举行的第二届评酒会，评选出

“八大名酒”。1979年大连举行的第三届评
酒会，评选出另“八大名酒”，其中大部分相
同。1984年太原举行的第四届评酒会，共
选出“十三种名酒”。1990年合肥举行的第
五届评酒会，共评选出“十七种名酒”。

我还对白酒的香型做了了解。酱香型
（茅台为代表）、浓香型（五粮液为代表）、凤
香型（西凤酒为代表）、清香型（山西汾酒为
代表）、董香型（贵州董酒为代表）、米香型

（桂林山花酒为代表）、小曲清香型（江津老
白干为代表），还有兼香型、多粮兼香型、绵
柔清香型等改良香型……

除了啤酒，每每主人斟上酒后，我会端
起酒杯，像品茶一样，观其色，闻其味。然
后细细咂，慢慢喝。亲友知我，也不多劝。

“豆豆酒，好朋友”“好酒不用菜，图的
是痛快。一口小烧酒，幸福天天有”这样的
日子，不会糊涂，难得糊涂。

时代进步了，喝酒的礼数也变化了。
“无酒不成席”基本成为过去。酒桌上也不
用“酒满敬人”，只要“诚心可鉴”。不再“你
一杯，我一杯，喝得不知归”。也少了划拳
猜子，呜嘘呐喊的阵势。

“只要感情有，啥都可当酒”，现在人们
用茶水、饮料甚至白开水，也可举杯，开启
一场盛宴。为朋友干杯，为友谊干杯，为成
功干杯，为欢聚干杯 ！

人生如棋。人生更如酒，需要慢慢品
味和咂摸。

（作者供职于南岸区政协）

临别之际，在居住了整整十天的802
号房间留言簿上提笔写下了几行文字：

“创作之家，作家的家，回家的感觉，真的
很好。”这不太像是一个写了几十年诗歌
的人的行文风格，倒有点我近年来写作散
文和随笔的味道，但却字字都蕴涵着丰富
的内容。

参加中国作家协会不知不觉就20年
了，年届七旬，连续两年有了到中国作协所
属创作之家休假的机会。前年是六月中旬
到北戴河创作之家，去年是六月下旬到杭
州创作之家。两次休假，假期都是十天；两
次休假，都按规定允许携带了家人。一北
一南两个创作之家，一个濒临渤海湾，一个
紧靠西子湖畔，有哪些异同，难免也会比较
一番。

北戴河创作之家规模较大，两幢三层
小楼，一个可容纳上百人进餐的食堂；而杭
州创作之家相对较小，一栋民居似的院落，
掩映在茂林修竹之间，只有十个标准间，可
供二十位客人居住。但走进日常紧闭的大
门之后，感到此处更像是个家。内部结构
紧凑，各种设施，各项功能，一应俱全。各
个房间均由迂回曲折的走廊相连。几间卧
室的房门都朝向一个天井似的鱼池，池内
有大大小小的红色金鱼来回游动，带给人
一份闲情一份怡然。鱼池边有竹椅，可供
人休憇闲谈；鱼池边有书案，可供人挥毫泼
墨。距鱼池不远处，是一间不大的阅览室，
好似家中的书房，陈列着前来休假的作家
们赠送的书籍，供大家翻阅。小院很小，却
无处不散发着书香气息，遍布着文人情
趣。就在走廊通向后院的拐角，在一块厚
重的石碑上赫然镌刻着巴金的字迹：“这真
是我的家。”杭州创作之家自建立以来，已
接待过夏衍、张光年、贺敬之、王蒙、李準、
铁凝、王安忆等一大批著名作家，以及来自
全国各地的1000多位中国作协会员。

杭州创作之家有7名工作人员，从主任
到厨师，无不笑容可掬办事高效。特别是
负责接待的老叶，今年已68岁，与已71岁
的我在原单位编志一样，是属于退休返聘
人员。他以前在城建部门从事采购工作，
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多次到过我的家乡重
庆，会说几句巴渝方言，不时用来调侃，成
为活跃气氛的调料，彼此相处融洽，很快亲
如一家。创作之家对前来休假人员的日程
安排，周到细致，一天集体活动，一天自由
活动，远近交叉，有劳有逸，兼顾各个年龄
段的需求，尽可能做到皆大欢喜。在老叶
的陪同下，我们游览了美丽的西湖，先后去
了鲁迅的故乡绍兴，茅盾的故乡桐乡乌镇，
也见缝插针在自由活动时间，匆匆忙忙去

了上海、苏州、南京等地。虽然是跑马观
花，但也见闻不少，感触良多。脚踏实地走
过大运河的古纤道，再仰望高耸入云的浦
东楼群，心中似乎找到了“上有天堂，下有
苏杭”这句话的答案。在城乡之间穿梭，在
山水之间徜徉，怀揣一份好心情，不应该忘
记了热心肠老叶的功劳。陪伴我们的路
上，他总是热情洋溢滔滔不绝，既是为远道
而来的外来者介绍沿途的风土人情，也是
为了消除驾驶员长途驾驶的疲乏。即使是
他不在身边的自由行，也有着他随时相伴
的身影。一日游的旅行社是他帮助联系
的，没有参加旅行社的行程，也是手持他精
心描绘的路线图，亦步亦趋，按图索骥。在
杭州创作之家休憇的日子里，无论是在小
院里，或是小院外，都有着家的关爱，家的
温馨。

杭州创作之家由于每批入住度假的客
人不是很多，因此不像北戴河创作之家那
样先购饭票，然后再凭票10人一席进餐，
而是在餐桌上方的墙壁上贴着写有姓名的
小纸片，每餐对号入座即可，最后在离去之
前结账。我们这批度假人员，按中国作协
创联部分配给各省市中国作协会员的名额
应是16人，但不知何故，两天报到时间已
过，却只到了重庆两家4人。是不是天气预
报的连日暴雨将他们吓退了？也未可知。
我们给老叶开玩笑说，也许他们知道你工
作量太大，不来是为你减轻一下负荷吧。
喜欢幽默的老叶此时则一本正经地说：“不
管人多人少，一切照计划进行。”接着摇了
摇头“只是人数少了，食堂买菜反而添麻烦
了。”老叶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但在厨
师们的精心烹调下，花样变化不多的菜品
反而更加可口了，尤其是在许多菜肴中有
针对性地添加了重庆人最为喜爱的辣和麻
的口味，获得了我们4个人一致赞誉。在这
个空间很小的院落，食堂紧挨着厨房，度假
客人是和工作人员一起用餐的，大家用不

很流畅的普通话边吃边聊，交流见闻，也抒
发感慨，其乐融融，品尝着家的味道。此
外，在进餐时间上，厨房的师傅们，也是不
厌其烦，不怕辛劳，竭尽全力支持我们外出
的需要。比如，去上海得早上5点半出发，
食堂的餐桌上5点便摆上了香喷喷的早点；
去苏州归来已是夜间22点，餐桌上迎候晚
归者的则是热腾腾的饭菜及嘘寒问暖的问
候，让人时时感受到亲人般的周到与亲切。

6月下旬的杭州，正逢梅雨时节。每天
在时晴时雨中出没，在燥热气闷里奔走，常
常是汗流浃背，衣衫湿透。天天洗澡，天天
洗衣，是必做的功课。小院坐落在千年古
刹灵隐寺东侧北高峰下百亩茶园内，占地
一亩一分一厘，虽然空间逼仄，但却精巧別
致。一楼之下的地下室，便面对着小小的
草坪，地下室外的走廊悬挂铁丝，草坪上立
着铁架，均是为晾衣而设置。入住的当天
晚上，我们将洗好的衣物晾在地下室外的
铁丝上，第二天早上，从卧室窗户向外张
望，却发现这些衣物已加入了草坪上那铁
架上长长的队列。是谁好心相帮？不用
问，肯定是住在地下室的工作人员帮的
忙。第二天晚上洗好晾好的衣物，第三天
早上又照此排进了铁架上的队列。东海边
的杭州，天亮得比我们地处西南的家乡早，
每天在明亮的晨光里醒来，每天在朝霞般
绚烂的好心情中出发，这是多么惬意地日
子呀！第三天下午，在外出归来的路上，正
感精疲力竭之时，忽然，一阵凉风掠过树
林，一片乌云罩上头顶，一声闷雷滚过天
空，一场倾盆大雨从天而降。我们不禁拔
腿飞奔，旋风似地冲进小院大门，直奔后院
草坪。只见铁架上空无一物，原来所有的
衣物早在风起雷响时已集体转移到了遮风
避雨的铁丝上了。一场虚惊！杞人忧天。
忘了此处就是家呀。当我们晚餐提起这件
事时，在场的人都笑了。在家的工作人员
皆异口同声地说，何必要感谢谁呢，这种举
手之劳的事，任何人碰见都不会袖手旁观
的呵。谁叫我们是一家人呢。再说道谢的
话，就见外了。

在离别的时候，我忍不住再次回过头
来，望着这幢静静屹立在北高峰下翠绿的
茶园里，静静屹立在灵溪淙淙流水旁的白
墻黑瓦具有宋代传统风格的两层小楼，望
着镌刻着“中国作家协会杭州创作之家”的
石碑和门楣上“杭州西湖灵隐路白乐桥1
号”几个大字，久久不愿离去。虽然在此只
逗留了短短的10天，但10个难忘的白天，
10个难忘的夜晚，却给我留下了终生铭记
的印象。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想起外婆的豆花，心里就有种幸福的
感觉。

小时候跟着外婆住在渝黔交界的大山
深处（我们那里对外婆有一种叫法，叫“嘎
嘎”，亲切、自然）。外婆姓丁，裹了小脚，身
高1.5米，小巧玲珑样。外婆做得一手好
菜，好菜当中，当属豆花了。

每年七八月份是豆子收获季节，刚收
获的豆子呈青色状，外婆总要做一两顿豆
花给我们吃。这时节做的豆花清香、微甜、
绵实，豆味也浓。外婆做豆花很讲究，把摘
了的青豆剥了壳，入水到石磨边的小盆里，
待青豆泡胀到一定程度，就可以推豆花
了。石磨被“丁”字形的木架连着，“丁”字
的一横用绳系在屋梁上，二姨、三姨拉着木
架推着磨，外婆用勺舀着青豆不时往磨眼
里放。因外婆每次舀豆极少，从磨糟流入
桶里的粗豆浆，就像从石磨里挤出来一样，
推完一盆青豆要用很长时间，二姨、三姨就
嚷着要把青豆舀多一些，外婆才不呢，舀豆
多了，做成的豆花欠口味，不香甜。推完青
豆，青白色的粗豆浆满了一桶。把粗豆浆
煮沸，用纱布过滤分离，豆渣留在桶里，滤
后的豆浆倒入锅内。这时的外婆总要瞧灶
里的火苗，生怕灶火燃大了，当锅里的豆浆
冒了小泡、起了热烟，外婆就开始关键步
骤：点豆花。外婆点豆花要挽袖子，用勺舀
了胆水在锅里搅着转数圈，停一会，又去舀
胆水，又在锅里转数圈，如此往复。舀胆水
点豆花是个技术活，舀少了，生成的豆花太
嫩，舀多了，豆花太老，外婆点豆花却拿捏
得特别精当。看啦，豆花在锅里已经慢慢
生成了。这时，外婆就把筲箕放在锅里四
周挤压，豆花紧凑成了一大块，再用菜刀切
成小块放在碗里。

豆花摆上桌，豆香味就弥漫房屋，看着
白中带青的豆花，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喜
悦。我是急着爬上桌凳，拿着筷子夹了豆
花，蘸上辣子酱，只管往口里送。外婆看到
我满嘴是豆花，站在旁边就笑，外公、二姨、

三姨也笑了起来。
豆花吃完了，余下的豆花水一样有

豆香味，外婆就叫我们都喝一碗，喝了，
可清心明目。果然，我至今心地清静，眼
睛明亮。

豆渣，那也是美食，不像现在这样拿去
喂猪、喂鸡，更是不可拿来倒掉。在锅里放
入猪油，倒入豆渣用旺火翻炒，加葱花、蒜
粒等调料，立刻香味扑鼻。外婆就把它当
作下饭菜，吃饭下炒豆渣，饭量大增。

吃豆花不是常有的事，尤其是青豆
花。外婆每做完豆花，都要给邻里端上一
碗，青豆花要端两碗才是，不然，这在那里
的乡村，是不合礼数的。

豆子丰收了，外婆要储存一些。把收
获的青豆放在坝中暴晒，等到豆壳裂开，才
将壳和豆分离，这时的青豆就成了黄豆。
把黄豆装在陶罐中，用胶布蒙上，绳捆严，
石板盖上，以使它不漏气。有远方客人来、
逢年过节、二姨或三姨要过生，外婆才从陶
罐中取出黄豆，我们才能吃上盼望已久的
豆花。黄豆做出的豆花，也不是青白色的
了，而是全白色的，吃起来没有清香味，但
仍是菜中的上品。

所说的远方客人，无非就是山里、山外
的亲戚。我姨嘎（外婆的妹）就住在山对面
一个叫清溪沟的地方，平常走路串门，要用
半天时间。我就盼着姨嘎来，她来了，外婆
就高兴，就得推豆花。豆花吃了，姨嘎又得
赶路回去。我就在想，姨嘎要是不回去多
好，这样，天天就可吃上豆花了。

我入伍后，部队里的连长是家乡人。
有一年连长回老家探亲，顺道也去看望我
外婆，外婆就推豆花招待。连长回到部
队，当着全连的士兵夸我外婆做的豆花好
吃，又嫩又绵，豆花裹着辣子酱，下酒又下
饭。连长是边说边用手比划，讲到最后，
还命炊事班也要学会做豆花，让大家尝尝
豆花味。

（作者单位：四川省成都市公安局）

我是在劳动里生长的
（组诗）

屿夫

爱品不善饮
胡雁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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