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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奖征文

那蛙声，不是来自于稻花香，却也有芦
苇、睡莲、美人蕉、鸢尾、红蓼……在湖里，
在湖畔，在朦胧的夜色中，荡漾着若隐若
现、如真似幻的草木芬芳。

那蛙声，是中气十足的“呱儿，呱儿”，
是响亮明快的“呱儿，呱儿”，是饱含了水
分，湿漉漉、水灵灵的“呱儿，呱儿”，而不
是，干沙沙挫牙似的“嘎嘎咕”，或者羞怯的
嘟囔“咕咕咕”，或者伤风感冒了，捂着嘴巴

“咳咳咳”。引吭高歌的蛙小子，穿的是顺
滑的翠绿衣衫子，而不是，一身灰扑扑的麻
衣裳，镶满了大大小小的疙瘩子。

青蛙是直面黑夜的歌手，万物都在休
憩的时候，它们用饱满而圆润的音色、通透
而明亮的音质，为夜晚献歌。声囊是它们
随身携带的话筒，音量和热情，都被那话筒
最大限度地扩张。歌手们的精力份外充
沛，从入夜到天明，唱呀唱，唱个不停，也不
觉得累，嗓子也不见沙哑。

那面湖，被石板小桥和曲里拐弯的木
制回廊分成了几个部分，蛙声也因此成为
几个阵营。

赛歌会是必不可少的。几个阵营的歌
手，你一句，我一句，你不让我，我也不让

你，看谁的中气最足，嗓子最
亮，看谁的音域最宽广。

大合唱也经常举行。夜
空中的指挥棒一扬，众蛙气
沉丹田，放声歌唱，歌唱怒放
的生命，歌唱不死的爱情。

蛙们的居住地叫做鹿鼎
湖，潺潺于潼南生态公园内，生态
公园在我楼下，在人境中，释放清新而安静
的山野气息。蛙声夜夜穿过我的梦境，仍
会隔不了几天就去湖边走走，听一听蛙声，
听一听夏夜里，沸腾的激情和幽远的宁静。

多年以前，曾经两次走在夏夜的稻田
边，不为听蛙声，那样的年纪，生不出那样
的念头。皆为捕蛙而去。

一次是小学，暑假去乡下，天刚擦黑，
我就和叔爷、堂弟一道，拿着手电和扫把，

潜入了青蛙的地盘。电筒是让青蛙发愣
的，扫把是让青蛙喊痛的。叔爷说，喀猫儿
的眼睛只要被手电筒一照，就不得动了，一
扫把打下去，就跑不脱了。我弓着背，猫着
腰，蹑手蹑脚地行进在田坎上，像极了一个
贼。叔爷的电筒总能逢着挡路的青蛙，可
我的电筒却一直畅通无阻。夜越来越深，
黑黢黢的稻田，会不会有什么鬼怪突然
从水里冒出来？越走越怕，叔爷就让
堂弟送我回去。

一次是初中，生物老师给我们下
达了任务，每人准备一只青蛙，用于明
天的实验课。除了去田里抓没有别的

办法，可这无疑是个艰巨的任务，好在那
时候，乡村距小城很近，从学校的一个侧门
出去，双臂一展，就是满怀的稻花香。晚自
习后，一群同学闹哄哄向稻田出发。

稻花香，蛙声嘹亮，一踏上田坎，立刻
回到了几年前，手里拿着的，也是扫把，也
是手电，黑夜里前行的人，也是
弓着背，弯着腰，蹑手蹑
脚。不同之处在于，
我觉得我已不再像
贼，而是像一个杀

手。尽管都各自将嗓门压低，可是一二十
支手电筒的恣意乱舞，仍让蛙声戛然而
止。青蛙是黑夜的驻唱歌手，只为夜晚的
安宁和静谧而献歌，面对一束束白光的粗
暴骚扰，它们惟有集体噤声，退避三舍。那
个晚上，完成了任务的同学只是少数。

听上去，鹿鼎湖的蛙声与稻田的蛙声
没什么区别，都那么饱满圆润，都那么通
透明亮，也都那么湿漉漉、水灵灵。却也
并非没什么区别，鹿鼎湖的
蛙声，似乎更随性，更肆
无忌惮。

蛙声一片，枕着这
属于田园的声音，我在
位于12楼的一间青
瓦房，细嗅遥远的稻
花香。
（作者单位：潼南
区发改委）

我家抽屉里收藏着一瓶2007年生
产的飞天茅台酒。质朴的外盒，是最
平常不过的茅台酒的模样。

11年了，这瓶酒几乎放在原
位从未挪动，过年过节亲人朋友
聚会，我也没舍得拿出来，只因它
是我最重要的一位亲人相赠。那
就是我最敬爱的四公。在他去世后，
这瓶酒更成为他留给我的一个念想。

2008年暮春，我的父亲患了重病。远
在四川雅安的四公天天打电话来问候，陪
他说话，为他解闷。那时四公已是83岁高
龄的老人了，无法到父亲的病床前来探望，
他自责不已。可是，再多的祈祷和泪水也
没能挽留父亲匆匆离开的脚步。父亲去世
后几天，四公寄来一封信，写道：“我是多么

希望上天能保佑这个一生多灾多难的好人，
又是多么希望现代医学的奇迹能重现在他
身上，更希望能长期在电话中听到熟悉的声
音，我和你们一样伤心，只有暗中流泪。今
后，我将更加孤独更加无奈。你们失去了一
位伟大的父亲，我痛失了一个受人敬重的侄
儿。”那种感同身受让我顿时泪雨滂沱。

当年暑假，我带着儿子，坐了七八个小
时的长途汽车去雅安看他。他感动又感
激，不知怎么做才能表示出对我的好。那
段日子，失去父亲这个我自小与之相依为
命的亲人，我终日内心凄惶，无法与人言
说。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只有在雅安，这个
秀美的江城，只有在疼爱我的四公那里，才
能寻得一丝心灵的慰藉。和家族的亲人们

呆在一起，我的内心，才能拥有一种
真正的归属感。

四公八十多岁的老人了，为
了照顾我们，还亲自跑菜市场，
买回好吃的叫婶婶做给我们
吃。吃饭时，他会斟上两小杯
酒，并不喝，只是望着它们发

呆。他一定是想起了叔侄俩每回
见面时对酌的美好时光。后来，在我

离开雅安时，他硬把家里最好的一瓶酒塞
在我包里。他说，这辈子，他再也不会喝酒
了。说完回到房间关上门，并没有送我到
门口。他转身的一瞬，我瞥到他眼角隐隐
有泪光闪动。

四公和父亲的深情厚谊源自父亲小时
候。2005年，四婆去世后，他写下整整七本回

忆录，从中我了解到了家族更多的的往事。
我的老家在四川泸县立石镇一个俗称

“下马沟”的地方，家族有史记载于嘉庆年
间。父亲的爷爷当过秀才，算是书香人
家。虽然家道殷实，但人丁并不兴旺。奶
奶在父亲三岁时过世。仅过几年，爷爷、大
伯也相继患病去世。父亲不到十岁，就失
去三个最重要的亲人，身边只有一位七十
多岁的奶奶相伴。四公其实是爷爷的堂
弟，和大伯同年，比父亲大十二三岁。父亲
小时聪明伶俐，因为身世可怜，和大伯交好
的四公便对他多有照顾。解放后，父亲辗
转来到重庆，和家乡的亲人渐渐断了联系。

我念初一那年，一个从未谋面的姑姑突
然出现在家里，令我十分惊奇。她通过各种
方式打听到父亲的联络方式。从此，通过
她，父亲和四公重新取得了联系。1982年，
我跟着父亲第一次回乡，那时的我还小，固
然不明白此中的曲折，但四公清透爽朗的笑
声，四婆温和爱怜的目光，让人觉得无比亲
切。此后，两家互来互往，父亲和四公更是
书信不绝，名为叔侄，实是最好的朋友。

上世纪80年代，四公四婆退休了，经
常四处游玩，尽管交通不便，他们只要出
门，便会绕道来探望我们。四公和父亲相
聚时，总会端起酒杯轻尝浅酌。两人一提起
旧日的人事，就不由自主地说上半天。这时
候的他们不胜酒力，双颊微酡，谈笑风生。
后来，失去四婆的四公整日陷于忧思之中，
我们每年去看他。每次与父亲在桌上端起
酒杯，他却一改悲戚之态，回复到壮年时的

豪爽与开朗。我想，他们彼此都已成为对方
的情感支撑。唯愿岁月长好，人长久。

四公在一次闲谈中，向我口述了他半
生多舛的命运。我根据这些素材，写成《难
言别离情》一文。四公将之打印多份，寄给
各位亲朋。从此，他对我另眼相看，疼爱有
加，把我当成了最贴心的孙女。

四公在父亲走后，每周必打来一个电
话，关心我们的家庭，孩子的成长。我的生
日，他每年记得清清楚楚，送来祝福，执意
给我汇款。可敬的老人，正是需要用钱保
养身体的时候，他想到的总是别人。他说，
老了，再多的钱留来也没用，何不用在儿孙
们身上来得值。他还资助了两个贫困大学
生至毕业。四公的形象在我眼中一直是那
么高大。每次听到电话里传来酷似父亲的
口音，我瞬间会生出错觉，以为父亲尚存人
世。有四公的日子，我常常身处被关怀被
惦记的温暖之中。

可是，时光的车轮不会为谁停留。
2015年，我们去雅安参加四公的九十寿
筵。他看着环围四周的后辈儿孙们为他端
起祝福之酒，虽然耳聋眼花，但脸上是幸福
满足的笑容。第二年，他就辞别了人世，享
年91岁。葬礼上，小叔拉着我恳切地说：

“你四公去了，我们戴家人绝不能散，记住，
雅安，永远是你的家！”

斟起一杯岁月的酒，里面五味杂陈，却
饱含情意。四公留给我的茅台酒，一直还静
静地放在抽屉里，散发出永远的岁月沉香。
（作者供职于万盛经开区党工委统战部）

金佛山，福南川，佑庙坝。藏在金佛山
大山深处的小山村，并没有因为她的小众
多姿和待字闺中而隐没芳华，恰恰有朋自
远方来，庙坝村迎来了一批重要的客人
——几十位步入古稀之年的老专家、老学
者、老教授。

五十年前，这些风华正茂的学子们怀
揣着理想与激情奔赴全国各地，他们用澎
湃的热血创造出毕生的梦想，他们用纯真
的情感演绎着世纪的乐章。然而时间一
晃，竟然过去了半个世纪。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69届
高校大学生毕业50周年纪念。情谊难得，
相约期盼已久，在双庆大喜之际，一批老专
家、老学者、老教授们从川渝等地赶来南川

山王坪镇庙坝村，为的
就是参加一场

非常有纪

念意义的活动——西南师范学院
（现西南大学）汉语言文学系69
届二班毕业50周年同学聚会。

初夏的庙坝村，凉爽而静
谧，中午时分，他们的到来一下子
为小山村增添了不少欢声笑语，每
个人脸上都洋溢着久别重逢的激动与
喜悦。毕业50年后的今天，他们儿孙满
堂、桃李满天下……遥想当年，这批新中国
成立前后出生的“天之骄子”，历十年寒窗
苦读，通过高考的遴选，迈进高校的大门是
何等的荣耀。那时他们正意气风发、志存
高远。之后，在特殊时期，他们又滞留学校
待分配，又继续劳动锻炼一年。

1970年秋，西师69届各系
学生被混编成三个学生

连队，分别开赴襄渝线铁道兵60团工地和
军垦农场，汉语言文学系69届二班作为学
生一连驻扎铁道兵60团工地。此后，他们
头枕巴山夜月，脚踩陕南大地，翻山越岭送
军粮、趟水过河运物资。当时的环境艰苦

不觉苦，再苦再累无怨言。
他们曾因山洪暴发被困石洞

遭遇毒蛇、曾因饮水污染感染病
毒性痢疾生命垂危。巾帼不让须
眉，每当提起襄渝线，其中有位阿
姨感慨万千。当年她是全班年龄
最小的学生，尽管身板娇小，依然

背上几十斤的物资与男同学们一道
往返。有一天，军车行驶在山坡上，一

个急颠簸将车厢内的钢板弹起，直接砸在了
她右脚踝骨外侧。钢板当场将她砸晕，差点
砍断了脚筋，缝了18针，从此阿姨的右脚便
落下了残疾。尽管他们毕业前就遭遇了那
么多曲折与艰辛，但铁道兵榜样的力量是无
穷的，他们在铁道兵部队这座大熔炉里坚定
了信念，铸造了意志。昔日的困苦都已变为
奋斗的记忆，又转化成无穷的力量，教育并
感染着一代又一代人。

毕业后，他们大部分后来成为教授或
高级教师，有些投身交通、建设等战线成为
骨干，有些倾情“三农”工作成为专家。光
阴荏苒，当年的少男少女，今日的古稀老者
带着半个世纪的情感与沧桑风尘仆仆地会

聚庙坝村，他们在一起有说不完的知心话，
每一个人都是一部讲不完的励志书。人生
一路，苦与乐相依、难与易相伴，个中滋味
他们最知，座谈会时有些人一度哽咽。

庙坝村四面环山，郁郁葱葱，放眼望去，
丛林叠翠，云蒸霞蔚。天山坪大峡谷穿村而
去，白颊黑叶猴嬉戏其间，憨态可掬，红腹锦
鸡拖着色彩斑斓的尾巴时不时和你不期而
遇。诚然，庙坝村是绿色的，也是生态的，而
这些老同学们的到来，又为庙坝村渲染上几
分人文色彩。如今的庙坝村正朝着打赢脱
贫攻坚战的目标而努力往前跑着，昔日的小
山村渐渐蜕变成养生纳凉的避暑胜地。来
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摄影爱好者与老同学们
一起成了村里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他们
或架起镜头瞄准珍禽捕捉最美的瞬间，或促
膝长谈畅聊这半个世纪以来奋斗的人生，每
一种选择都是幸福和快乐的。

路迷青霭外，云起翠微中。老同学们此
行赏阅了庙坝村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和日
新月异的乡村景色，体会了庙坝人与贫困斗
争的勇气和吃苦耐劳的朴实。在篝火晚会
中，他们齐声高歌，仿佛也唱响了庙坝村美
好未来的序曲，他们一生的奋斗故事和半个
世纪的深情缘分温暖了每个庙坝人的心。

（作者简介：宋建峰，1982年生，高级
工程师，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现为重庆市
南川区山王坪镇庙坝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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蛙声一片
杨莙

斟一杯
岁月的酒

戴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