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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一座城市生活，有一些人影
影绰绰，有一些人又缓缓进入我的瞳
孔，沉淀到了心的底层去。

在一座城市生活，一个人其实犹
如一尾鱼，游弋在川流不息的生活里。

不过这些鱼的活法也各有不同，
庞大身躯的鲨鱼，在水里一个翻身就
会掀起惊涛骇浪，这样的鱼，我们很容
易想象成那些喧哗高调狂妄的人。有
的鱼在水里游得很慢，吃点水藻植物，偶尔浮上水来冒个泡，
转瞬又沉入水里安然泅游波澜不惊，这样的鱼，让我们浮想起
那些活得低调安静逍遥的人。

我在一座城的浩淼之水里，也如一尾鱼，与一些“鱼”在
水里碰头，相互友好致意，尔后消失在生活的江湖。这些
人，他们凭着一身谋生的本事在默默讨着生活，或者靠自身
精神的分泌喂养着灵魂。

老鲁在这个城市，摆一个水果摊就养活了全家老少，儿
子还是研究生毕业。这让我觉得，一个人一辈子活下去，也
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平时，像老鲁这样的人，挤在熙熙攘
攘的人流里，你根本不会发现他这人有啥不平凡的地方，更
不知道他有绝技在身。其实，老鲁也没啥绝技，他有口技在
身。有天，老鲁邀我上山，他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开始模仿
马叫，马在奔跑、受惊、交配、疲惫时的不同叫声，简直惟妙
惟肖，让我叫绝。老鲁还会模仿黑熊、狗、鸡鸭、鸟雀等动物
的声音。我问老鲁，你为啥不去《星光大道》表演？老鲁嘿
嘿一笑说，没啥意思没啥意思，我也就是找个乐。自从我知
道老鲁有这手绝活儿后，我家的水果，差不多都是在他那个
水果摊上买，我算是以实际行动给他的一种支持。有时在
他的水果摊边，他对我嘀咕说，你要想听听喜鹊叫，明早来
小区那个公园里找我。

老柏是一个诗人，早年，他大量的诗歌像蘑菇云一样腾
起。但过了六十岁，他已惜墨如金，一般一年也就能写出十多
首诗歌。但他那些简洁凝练的句子，都是在大水烈火里滚煮
过，是老神仙的自言自语。每个句子，都能打开人的胸腔。你
看有一年坐火车回东北过年，他这样写道：“一列列车，又是一
列列车，一年总是盼望这最后几天，石头，睁开了眼睛……故
乡啊，谁谁就要回来了，山山岭岭都在准备，我的内心有多少
穿不完的隧道，列车呼啸而来，又呼啸而去，一个梦被运到更
远的梦中。”还有某年秋天黄昏，他一个人在巫峡，秋风呼号
中，满山红叶如霞，他在诗里这样诉说：“黄昏时那热烈的峡
谷，像一个被布置了的巨大洞房……”我看见平时的老柏，
大多是紧闭嘴唇，有时刚一张开嘴巴，又迅速合上了，让你感
觉是早期无声黑白电影里的一个人物。我与老柏的交往，很
是轻松，他是前辈，但从不摆啥架子，人显得谦卑，有时与他在
一起不说话也不尴尬，散发的气场是柔和的。

老朱，我在城里认识的一个能在米粒上刻字的人。他
用一把小钳子夹住一粒大米，用一支缝衣针大小的特制刻
字笔雕刻着，几分钟后字就刻在了米粒上，当然，要用放大
镜看。老朱是十多年前练就这个绝活的。有年夏天他去乡
下，看见一个老农匍匐在经历了风雹的稻田里伤心抽泣，让
他明白了一粒米的艰辛。回来后，他就练起这门绝活。后
来，他在一粒米上刻下了五个字：“粒粒皆辛苦。”但老朱从
没把这门绝活拿去挣钱，他对我说，在米粒上刻字可以养
心。我曾经想找他学学，但我刚把一粒米接过来，就把米掉
在了地上，满地找也没找见。老朱摆摆手逗我说，算了算
了，你这个毛躁性格，不行的。

在一座城里，我认识一位大胡子，他胡子茂盛，喜欢读古
诗词，不为花花世界所动。有天同他在老酒馆里喝酒到微醺，
大胡子说，这个城市最靠谱的生活，最一往情深的生活，还是
在老馆子吃卤猪头肉炒酸海椒，回家后坐在窗前听着轮船一
声一声鸣笛，再一页一页诵读古诗词。在城里卖卤猪头肉的
老隆，他喜欢摄影。老隆说，他有一个想法，就是把他拍摄的
城里人物景物，出一本影集，就印刷五百本，全免费送给他认
识的人和陌生的人。还有邹毛在小巷子里卖的酸辣粉，每当
我从外地风尘仆仆归来，便成为我与这座城市接头的暗号。
邹毛用的粉条，是乡下地道的红薯粉，挂在竹架上风干，我吃
得出来阳光的味道。更抚慰我饥肠的是邹毛用的酸水，是取
自他老奶奶泡了四十多年的泡菜坛子，古董一样的坛子摆在
屋子里，本身就是一种庄重的气势。他店里的斑驳老墙，是烟
熏火燎过后，浸透了漫漫岁月里堆积起的包浆气味。

在城里，还有我认识的在墙边倒立悬空的刘三、纺棉花
的吴大爷、做传统老秤的张胡子、在屋顶上顶一锅盖唱京剧
的宋二宝、收集民国以来老报纸的卢大爷、默默收藏农具的
孙老大……他们在城里，如一尾尾与世无争的鱼缓缓游动，
平时都很少显山露水，更没有风生水起过。

我把这些慢慢凝视的人，归入于城市隐者，苍穹下，清
风里，如水自流，如鱼慢游。静水深处，水气氤氲处，或许才
有着平凡生活的真谛，涌动着人间烟火的亲切气息。

（作者单位：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

去年六月，在一次常规体检
中，医生发现我的血脂偏高，且有
冠状动脉粥样化问题，三令五申
让我必须戒酒。医生的话绝对是
权威，我听了。可是在席桌上，见
着朋友们酣畅淋漓地觥筹交错，
心里那个感觉，真的说得上是翻
江倒海。

尽管我现在滴酒不沾，但对
酒的怀想从来没有停止过。

听母亲说少时我一场高烧，差点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而医生最后用了一种当时是非常珍贵的药叫“盘尼西
林”，才幸好挽回了我的生命。不过也落下了体质孱弱的
毛病。在二三十年里，为了不感冒我总要比别人多穿点
衣服才行。别人穿短袖衬衣时，我必须穿长袖衬衣；别人
穿长袖衬衣时，我已经穿外套了；别人穿外套时我已经穿
毛衣了。记得在重庆第二师范学院读书时，我的被子有
别的同学两床那么厚。

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一个合川的医生告诉我，“要
改善体质，你喝一点酒试试，先从啤酒开始。”于是，我
就和酒结下了缘分。从开始一次喝一杯啤酒，到后来
用一打计算，我竟在朋友圈收获了一个“漏斗”的绰号。

我不得不承认是酒改善了我特别畏寒的体质，所
以在许多人写下感谢生活，感谢音乐之类的闲适文章
时，我忽然想到：感谢，酒。

这是一位后辈学子讲的事儿。他说他有本事考上
清华大学，却没有能耐劝父亲戒掉酒。他的父亲嗜酒
如命，常是在酒桌上趁着别人不注意自个儿偷偷喝上
几口的那种人，所以逢酒必醉。当听说有人喝酒死于
非命后，这位清华学子就决计要劝父亲戒酒了。但回
到家乡见着父亲为给他筹集一年的学费，每天挑着担
子奔波于田间小道，做点卖麸醋酱油日用品的小生意，
直到天黑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喝一碗劣质酒，吃几
颗花生倒头便睡，第二天天不亮又再次出发的情景，为
儿的发出感叹：自己有什么权利不让为他劳累了一生
的父亲，享受这并不奢侈的快乐呢？

这段不长的文字曾强烈地打动过我的心。这是一
种何等悲壮的理解。我无意评说酒的功过，但我知道
只有喝酒的人，才懂得品酒“到位”时的快意，那种忘忧
之乐，“不足为外人道也。”

在繁忙的工作生活中，一个“累”字怎了得。记得
有一次我在北京采访一个著名作家，闲话聊晚了，出
于礼貌也请他题上一个什么词的。他问写什么？
我说就写最能表达你生活感受的吧。他接过笔写
下的竟是“都不轻松”几个字。

这位在当时文坛如日中天的青年作家，竟也有这
样的负重感，是我始没料到的。这种人生之累在他的
小说里均有淋漓尽致的展现。末了，他竟对我说出“只
有酒会使我们得以片刻的解脱，能够放下沉重的身心
负荷，在短暂的自我放松中去感受活着的美丽”之话
来，让我吃惊不小。

确实，“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经过短促的“充电”，我们又去迎接每日奔波劳顿的轮
回。人有时像一只狼，为了觅食，受伤了自己趴下来舔拭
一下伤口，再奔突叫啸于空旷的原野中。“有时男人更需
要关怀”，而杯中物有时则最能够抚慰男人之心。

在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现代社会，我们发现人的
生存空间越来越大了。一张机票就能不再仅仅是“坐
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但诧异的是生活好
了，出行的交通工具越来越发达了，可是人的心里空间
却越来越狭小起来。隔壁邻居，楼上楼下，从不往来成
了常态。

激烈的竞争，身体健康的透支，我们已经把自己包
裹了一层又一层。在各自为政的生活中，酒却是一种
尚好的感情勾兑物和“无我”的净化剂。它往往还能缩
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酒过几巡，那种人为的设防就
会悄然消失，“酒后吐真言”，展现的是一个自然和真实
的自我，让你感觉到束缚自我身心的绳索只要轻轻一
抖就断开了，其实人与人也是不难接近的。无论是宾
客应酬的豪华酒宴，高朋满座，还是朋友的居家小聚，
只要把盏饮酒，气氛与感觉就是不一样了。抛开世俗
的功利性，于凡人，酒就是沟通人与人感情沟壑的桥
梁，特别是对于男人。

怀想酒，
特别怀念那难
得轻松愉快的
喝酒气氛。

（作者系
中国散文学
会会员）

我喜欢在黄昏里沉思，最好再下
点小雨。这时的色调有些暗沉，气氛
也有些怀旧。怀旧使人心绪安宁。

前两天路过一个书店，门口竖着
五个大字：“端午读屈原”，我并没有停
留，因为那似乎与我无关。在这条街
上，读完过《离骚》的只怕是屈指可数，
能读懂屈原的，更是凤毛麟角了。我
也不懂，但我佩服那老板的机智，因为
那字的旁边还支着张小桌子，上面摆着一堆推销粽子的画
册，倒也算没有辜负了屈原。

少年时读《白蛇传》，读到法海怂恿着许仙，让他家娘子
在端午喝雄黄酒，白蛇显了原形，许仙自己把自己吓死了，
这是端午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后来又听老师说，端午是为
了纪念屈原。从此，这个节日便给我一种蒙太奇式的感
觉。雄黄酒里酿着凄美的爱情与和尚的心机，粽叶里却包
裹着一个诗人的魂魄。这种繁复显得这个日子十分特别，
至少，端午对我来说，绝不是一个粽子那么单薄。

端午与清明，都是以怀念为主，但又各自不同。有时候
想，法海在棒打鸳鸯的时候其实是充满正义感的，就像雨打
落花。雨一定觉得自己是好意，他只是不知道那些花会因
为他的好意而凋落。法海比雨稍微好些，至少他造成了这
段凄美，换个角度，也算是一种成全。但无论怎样，我的这
些理解都是些小情小爱，偶尔想想也就罢了。

我研究过端午的来历，其实纪念屈原是后来的事，起先
是上古先民为了祭祀龙祖而兴起的节日。有次听人家讲易
经，说书中提到，此时龙星中正，处于大吉之位。原来这个
节日竟然如此厚重，以至于涵盖了古老的星象文化。肃然
起敬。关于屈原，我听过一个很有趣的传说。相传在他写
《天问》的时候，曾仰首望天，连连发问。一时间，夜空中星
辰璀璨，大放异彩，汇成了一幅天蝎的图案。这倒不是说屈
原就是天蝎座，毕竟他在《离骚》中有“惟庚寅吾以降”的句
子，所以更多的人认为他是双鱼座。但无论如何，星辰绘出
了他的个性，爱憎分明，他把自己活成了一个象征。

其实爱情与抱负同样高远得难以实现，它们都在朝着
远处飞翔，它们都会经历茫然和痛苦，最终实现坠落与升
华，有人记得便是最好的结局了。

每年的端午我都会提醒自己，这个节日有着悠久的历
史文化意义。可又见不得雄黄酒，每一入口，便会陷入了那
个旖旎的传说。就这样，我在自己的小情小爱和巨大的传
统内涵中纠结了很多年，最后我得出定义，其实这就是一个
不断修正自己的过程。

（作者单位：重庆凯赢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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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里的烟火气息

李晓

十里不同天，百里不同俗。
我的家乡在川东北的大巴山中，就今

天的交通来看，距离重庆并不算太远，走高
速公路只有三四个小时的车程，但是，当地
的很多风俗和重庆却有着不小的差异。

小时候，家乡的端午节不叫端午节，而
叫端阳节。后来通过阅读一些资料才知
道，端阳节其实就是端午节，只是在不同地
方有着不同的称呼而已。在西方国家，中
国的端午节被翻译成“龙舟节”，抓住了端
午节赛龙舟这样一个典型的节日内容。

在我的家乡，端阳节不算很重大的节
日，但人们每年都记着，而且要热热闹闹地
过一回。那时候的农村，很多人都没有离
开家乡，而是守着乡村那片土地，日出而
作，日落而栖，过着典型的农耕生活。因
此，每年端阳节的时候，过节的气氛还是比
较浓郁的。当时没有端午放假的说法，那
时的农民本来也没有放假的概念，不过，即
使在集体劳动的时候，有些亲戚之间的串
门、拜节还是必不可少的，比如那些处了对
象的，都要去女方家拜节，女婿也要去丈人
家拜节，送上节日礼物。

山里人不关注具体风俗的来龙去脉，
他们只是按照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方式，
延续着一些风俗和文化。在他们身上，文
化和人是一体的。作为孩子，我只知道有
端阳节这样一个节日，始终没有弄清楚它
究竟是怎么来的，又具有怎样的内涵。

端阳节的有些风俗好像在很多地方差
不多，比如在我小时候，端阳节一大早，爷爷
就会到山里去采艾草、枫叶，到小溪里去采
菖蒲，然后把它们挂在门框边的缝隙里，有
时一挂就是一年，说是为了避邪。后来才听
说，用这些东西熬水洗澡，可以祛除风湿。
比如赛龙舟，我的老家在山里，没有河流，最
初只是听说过端阳节有赛龙舟的风俗，后来
有一次，当地的镇上要在端阳节举行龙舟
赛，十里八乡的乡亲都赶到恩阳河边，河两
岸站满了看热闹的人。几条龙舟在锣鼓声、
口号声中你争我夺，甚是热闹。赛龙舟的时
候，还有一个抢鸭子的环节，当几只鸭子被
放进河里，船上的人一个个跳进河里追赶，
谁抓住就是谁的。这样的风俗和活动，我后
来在其他地方的端午节上见到过，应该属于
比较普遍的节日内容。

但是，也有一些节日内容存在很大的
差别。在我的记忆中，家乡的端阳节是要
喝雄黄酒的。也不知道爷爷怎么把端午节
和白蛇、许仙的故事联系在一起了，可能是
从祖辈那里延续下来的吧。我当时还小，
根本不喝酒，但在端阳节的时候，怎么都得
喝上几口雄黄酒，甚至连我的几个妹妹也
必须喝一点。不过，那么多年过去了，我最
终没有见到现出原形的蛇妖。喝完酒之
后，大人会把泡过酒的雄黄敷在孩子们的
额头、太阳穴。在很久之后，我才知道，这
其实是一种防虫的方式。

在每年的端午节前夕，很多地方的商

场、超市都会摆出各种各样的粽子。粽子
可能是端午节当天的通用食品，甚至有人
要把粽子抛进河里，据说是为了祭奠诗人
屈原。而在离开家乡之前，我根本没有听
说过粽子，更没有吃过。在我的家乡，端阳
节没有吃粽子的习惯，家家户户吃的都是
包子。每年端阳节，每家每户都会包包子，
有蔬菜馅的，有梅干菜馅的，有时还有白糖
红糖馅的，这些包子里面一般都会放上一
些切得很细的腊肉丝或者腊肉颗粒。在当
时，人们很少能够吃到糖包子、肉包子，因
此在本能上就对端阳节的到来怀着一份期
待。端阳节的中午，家家户户的厨房里都
会飘出蒸包子的香味，引得我们这些孩子
不断在口里吞咽着口水，还时不时跑到门
口去看看包子是不是出锅了。只要出锅
了，大人一般都会让我们先吃上一个。现
在回想起来，那味道还是那么让人想念。
我有时在想，节日或者文化的传承，在很大
程度上是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比如
过节有好吃的，而平常是吃不到的，人们自
然就会期盼节日的到来。而现在，人们几
乎不会担心填饱肚子的问题了，甚至还出
现了营养过剩的情形，因此，一些节日在很
大程度上已经变成了一种记忆、一种仪式。

我一直不知道家乡人在端阳节吃包子
这个习惯是怎么来的。一方水土养一方
人，一个地方的风俗习惯应该和当地的地
理、物产有很大的关系。我的家乡属于山
区，山多田少，尤其是缺水。当时水稻种植
面积很少，产量也低，遇到干旱的年份，有
些稻田甚至没有什么收成，而小麦的产量
相对稳定一些。五月是小麦收获的季节，
人们趁着过端阳节，用新产的面粉蒸包子，
既是对传统文化的延续，也体现出对丰收
的庆祝，还利用了当地的物产。于是，这个
习惯就慢慢传承下来了。当然，这只是我
个人的猜测，希望有心之人能够进行更深
入的调研。

父母在重庆跟我们一起生活了十多
年，在每年端午节的时候已经习惯了吃粽
子。最近几年，他们回到了家乡，又习惯了
家乡的风俗。去年端午节，我打电话给他
们，问他们吃的什么，母亲马上告诉我：“蒸
的包子！”我的脑子里突然就浮现出小时候
吃包子的场景。端午节前夕，我又见到很
多商场摆满了粽子，想着父母在端阳节吃
的是包子，好像闻到了家里的包子香。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西南
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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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子飘香过端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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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快 轻松贷
建行快贷 一触即贷

夏日的一个早
晨，我跟着上班的
高峰走上街头，这
一刻意味着我已经
踏入红尘，大千世
界扑面而来。“甲壳
虫”式的汽车填满
了公路，也嘈杂了
不少。而往来的人
群，则像蚂蚁一般把自己搬来搬去，从
A点到B点，又从B点到A点的周而复
始，不知道这些匆忙的车和人的终点在
哪里，更不知道他们在追逐什么。在不
少大城市里，我看到了类似的场景。我
不由想起那句：“我们是谁，从哪里来，
到哪里去”的人生终极叩问！

红尘熙攘，凡人难得脱俗。功成名
就的人忙碌，是为了获取更大的名利和
成就；普通人忙碌，是为了基本生存和
摆脱困境。于是，我敏锐而又多愁善感
地捕捉到了文章开始的片段。是啊，众
生或为荣华，或为生存，不自觉当中放
弃了恬静本态。“诗意地栖居”也成为

“镜中花，水中月”，难以实现。如此一
来，红尘这个“万花筒”的确让古今的人
欲罢不能，难以割舍。

同学缙嘉自从子承父业，坐上合资
公司董事长位置后，就没有好好歇过一
口气。天天应酬，一天是签不完的合
约、赴不完的会。周末也不清闲，刚准
备陪家人出去旅游一下，办公室打来电
话告之，有重要客户来企业视察，老同
学无奈只得又一次丢下家小，匆匆赶回
工厂。妻子则欲哭无泪。久而久之，家
人也麻木了，都是各忙各的了。最近再
碰见老同学，又是陪其他老总吃饭。刚
五十岁的人，头发全白完了。见我们一
家人其乐融融吃饭，他过来敬酒说：“还
是你们好哦。”

四十多岁的老卢夫妇，国营工厂的
普通工人，同事和邻居看到他们的时
候，夫妻俩脸上总是挂满幸福的笑容。
平时夫妻成双成对买菜做饭，照顾家里
老人和小孩，周末在街头，经常能看到
他们散步的身影。感觉好像谁发了财，
哪家人中了彩票啊，都离他们很远，他
们过着自己普通而从容的生活。

我固执地保持着自己的本性生活
态度。节假日，我总是到或近或远的地
方行走和旅游，避开红尘的喧嚣。有的
时候，我会彻底地放纵自己，漫无目标
地搭乘一列火车，然后在任意的一个小
站下车，欣赏车途中的道道风景。我一
直期待这样的旅行，拨开生活的琐事和
迷雾，深入那些天空中的蓝。最近，我
去了鄂尔多斯的康巴什，在康巴什的山
水中，我仿佛回到了童年。我把时间暂
时停留在了那里。在康巴什的每一个住
宅小区，可见当地居民惬意的笑颜，慢慢
悠悠的举手投足，似乎找到了“日出而
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状态。在康巴
什的日子，我一步一步用心丈量着那一
条条青石块铺就的路，感受她的花草、绿
树、独特建筑、水的气息……今生的世
俗与烦事，被一汪清泉，一一滤过。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友人阿
竹生性静雅，虽然事业繁忙但淡定从
容，不为世象红尘纷扰，工作之余坚守
在自己喜爱的灵性文章中。素常的日
子里，我会收到她的诗歌与心灵感悟，

“秋风悄声问/何处有归宿/我只想藏进
书房/读几册书”。有这样的友人参照，
我明白了“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的
哲理。

入夜时分，推窗看红尘，灯火辉煌中
的人们依然忙碌。手机声此起彼伏，我
努力使自己安静下来，拿起笔来开始在
纸上涂鸦，把一颗心安放在红尘之外。

（作者单位：重庆北碚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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