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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快 轻松贷
建行快贷 一触即贷

乌镇是我梦里千百回想去看看的地方。
那天是4月的一天，上午从上海坐高铁去

苏州，中午在苏州小歇后便乘船去了乌镇。
太阳不大，被薄云柔软了的阳光披在身上，暖
暖地。下午4时许，我们一行人到了乌镇。

乌镇真的古香古色。街边的小店卖着传
统的小吃，典型的中国青花布做成的衣衫，张
扬地从各家店内摇曳着，晃人眼球。青花布做
成的布鞋，长相各异的紫砂壶以及各种花布陶
瓷做成的花花绿绿小玩意儿，散放在地摊上。
街边餐馆门边的大石磨，两个小二摇着推磨，
乳白色的豆浆就随着石磨的摇动漫了出来。

沿着青石板砌成的路漫无边际地走，不
时窜进道两旁的小商铺，看看、摸摸，和老板
聊上几句心不在焉的龙门阵；守在大烤炉旁，
吃刚出炉的烧饼；用脚步考量着青石板留下
的中华文明，将耳朵贴上破败的墙壁，仿佛还
能听到当年的那些小城故事……

街边的茶馆，客人不多，茶馆小二提着长
鼻子的茶壶不时为客人续水，木桌椅，铜茶
壶，三三两两的茶客，都让人仿佛置身于民国
时期的商业街市中。

路边是爬满青藤的墙，抚摸斑驳的墙面，
傻傻地想：一个小时就能走完的乌镇，能有多
少生命秘密藏在小巷间？还有多少小镇人家
的故事，随着这条河流，淌进了城市的现代文
明之中？

现代人往来的脚步，有意无意地改变着
这里人们的生活，古老和现代文明在这里悄

无声息地交织，使这个多少染上现代文明的
古镇多了几分延续历史的色彩。

乌镇，一直，正在，还将持久地延续着中华
民族的生活习俗，为来自世界各地“来看看”的
人们，演绎展现古往今来的民间生活风貌。

一阵欢快的唢呐声，凭桥眺望，一行披红
挂绿的小船驶过，一对新人喜坐船头，难道，
迎婚嫁娶，乌镇还是旧时风采？

乌镇的水很绿，款款流过河岸边一间一
间的吊脚木楼，轻轻穿过长满青苔的弓形石
桥，又绕着小镇边的沟渠流回来。从哪朝哪代
起，小镇里一拨一拨长大了的少年，娶了少女
的青年，急急匆匆走出古镇，在不再思归的日
子里，将古镇的音容旧貌忘却于繁华的都市喧
嚣之中。独独苦了那些盼郎归来的闺中少妇，
她们是怎样地在这水边的望夫石梯上呆坐
着，望穿河水，消耗着一年又一年的青春！

岁月静静地流淌，我猜想那些逝去的岁
月，多少往事可以重怀？多少情怀可以重
来？蓦然惊觉：那些撕心裂肺的断肠故事，那
些不死不休的缠缠绵绵，会不会并没远去，会
不会就依然藏在小镇的灯火阑珊处？

入夜，喧闹的游者离开了乌镇，下榻于水
边的酒店，在吊脚楼的房间内走动，老旧的木
地板发出轻微的“吱吱”声。

夜深了，河水潺潺，卷走了白日的喧哗。
推窗望水，眺望远景。

河中有摇橹小船慢过，船上吊着形似马
灯的电灯，随着摇橹声晃晃荡荡。没了人声

的小镇，安静得能听到心跳的声音，心也随着
轻轻的摇橹声晃动起来。胡乱地想：那摇橹
的船家为何夜深还不归家？是为了妻儿的生
计，还是牵挂着远方的情人？

许久没有在这么安静的夜里入睡了，静
悄悄地，就这么胡乱想着，将本该有好梦的
夜，弄得睡不安稳，竟至迷迷糊糊地，听流水
款款地走了一夜……

早上起来逛街，依然是那些景，慢慢地，
有些无趣了……

忽然地，好像明白了一个道理：新鲜，乃
是维持生命激情的源泉。古镇的原住民年轻
人越来越少，为什么？——古镇太安静了，那
勃勃的生命，怎耐得住这静悄悄的寂寞？！

便泡一壶“大红袍”，坐在酒店吊脚临河
的阳台上，望楼下悄然急逝而去的流水，它会
流向哪里，这么急匆匆地不回头。是流向城
外的大江大河，汇入滚滚洪流，还是绕城而
还，围着这经年不变的城墙老根周而复始？

梁园虽好，终不能久留呀！
或许，可能，一定。此去终有一天，我们

还会因了被喧嚣的城市累了，烦了，伤了而回
到这静悄悄的老城，坐回这吊脚的阳台，泡一
壶老茶，听流水款款的走，洗走心内的伤悲，抖
掉征战的疲惫，将生活的酸甜苦辣和着茶饮，
将那些烦恼和欣喜变成明天“过去的故事”。

让心灵歇一歇，这才是古城永恒的魅力
吧？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

人生在世，总有一种声音
你无处逃避 比如蝉与蛙
这对天然分工的兄弟
或者姐妹 用永不间断的吟唱
守护或者占领 夏日的昼夜
这两幕人间戏剧的背景音乐

蝉声稠密 太阳更亮
天更高更蓝 林子更静
日子也更绵长
往往有树叶顺着汗珠
应声而落
地上的身影一个激灵
发出无可奈何的呻吟

蛙鸣 却是一阵阵的
像有人不厌其烦地指挥着
高低起伏，波浪一般的声线
把夜幕拉得更紧 更低
群山，像观众一样围过来
不管有水无水 有这蛙鸣
夜晚就有些潮湿
多年不听的歌声
单曲循环 漫过窗棂

蛙鸣与蝉声
就这样无所顾忌地缝补着日子
这夏日里唯一丰满的声音
公正而纯粹 无论贫穷与富贵
都无法拒绝 也无法打开
这无边无际的网页
封面就是封底
一如人生或者命运

这样的事实显而易见——
无论都市还是乡村
一到夏天 总是布满这两种声音
只要你愿意 就可以顺着它走
走回童年 或者走到乡下
去看禾苗轻轻摇动
去看露珠晶莹剔透
去看一双双干净的眼睛

而后 日子在声音中发出香味
顺着风飘过来 陌生的谷香
像是诉说 像是呼唤 像是安慰
或者警醒着什么

汗流浃背的季节
我深情地爱着蝉声与蛙鸣
这实在是
天底下最美好的声音

（作者供职于西南大学工会）

夏日的
蝉声与蛙鸣

郑劲松

童年的记忆中，母亲是严厉的。
父亲在县城机关上班，外婆、母亲和我们

四兄妹住在乡下。那时周末只有一天，交通
不方便，父亲只有在节日或农忙时请假回家，
虽说“半工半农，辈子不穷”，但家里的女主人
是最辛苦的。

母亲高大、能干，记忆里，白天几乎没休
息过，忙完了责任田的庄稼，又去自留地种
菜。夜晚，母亲缝补衣服、纳鞋底，收拾家
务。母亲再忙，也不疏忽对我们的教育，除了
说服，棍棒也是免不了的。

记得一年暑假，我在午睡，迷迷糊糊中听见
有小朋友大喊大叫，瞌睡也醒了，原来是我两个
哥哥在村头打架。外婆知道了，二话没说，不顾
三寸金莲的不便，一路小跑，向村头赶去。外
婆可是个厉害的角儿，无理都要说得有理，把
对方家长吵得甘拜下风，领着我们回家，一路
上叮嘱我们要保密，千万不要让妈妈知道。

晚上母亲回来，脸上有阴云，肯定是有人
告状。我们小心翼翼，生怕惹恼了母亲。晚饭
后，母亲把两个哥哥喊进了里屋，叫他们跪在地
上，严厉地询问了事情的经过，原来是二哥先闯
祸，大哥又去帮忙，俩兄弟还把别人打了。母亲
越说越生气，拿出一根小拇指粗的水竹棍，家法
侍候。那棍子打在屁股上，可疼了，小时候我们
叫“竹笋炒坐墩肉”。见妈妈拿了竹棍，我吓得
赶快跑到灶房去告诉外婆，正在灶房忙活的
外婆，立马放下碗筷，急忙来护驾。

外婆倚老卖老，干脆去抢母亲手里的棍
子。母亲更是生气，一边大声嚷，一边推开外
婆，“妈，你就别来掺和了，都是你惯着他们，
现在越长胆子越大了，他爸爸不在家，我这当
妈的不管哪个管，怕是以后要翻天了，走开
……走开……”

瞬间，空气似乎要凝固，我从来没有见母
亲对外婆那样凶。母亲把外婆推到外屋，然后
把里屋的门闩上，关起门来教育。我们住的是
个四合院，哪家有点动静，大家都知晓，看热闹
的邻居小伙伴们来了。我既害怕又担心，趴在
门上，顺着门缝往里看，心都提到嗓子眼了。
哥俩跪在地上，妈问一句，打一下，竹棍落在屁
股上，哥俩发出一声声“唉哟，唉哟”的惨叫声，
而妈妈的眼里也噙着泪水。俗话说：打在孩子
身上，疼在母亲心里。一阵打骂，母亲的怒气
渐渐平息，给他们讲道理，直到哥俩心服口服，
认错悔改。当晚，母亲带着哥俩去道歉，回家
后又悄悄叫外婆去安抚孩子。

母亲用最朴实的道理，用最传统的方式
教育我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担当，
什么是责任，堂堂正正做人。

母亲是大队的妇女主任，乐善好施。我
们村里的五保户陈大爷，腿脚残疾，母亲经常
把才摘回来的蔬菜，还有刚买回家的副食品，
叫我们送一些给陈大爷。哪家邻居有困难，
母亲总是站出来，力所能及地帮忙。母亲的
潜移默化，让善良深深地根植于我们内心。

除了教育我们做人，母亲对我们的学习
也十分重视。她常常给我们讲她小时候因家
穷而中途辍学，是一生的遗憾。母亲无论多
忙，都要在睡觉前要看看我们的作业。只要
有机会，母亲就会去学校见见老师，了解我们
在学校的情况。

我们同龄的很多孩子因为各种原因中途辍
学，小小年纪就干农活、做家务，或者外出打
工。母亲再苦再累，也坚持让我们上学，从来不
耽误我们。我们四兄妹都至少高中毕业，那个
年代，在我们村是仅此一家。有几年，我们兄妹
四人同时上学，那是一段快乐而难忘的时光！

尊师重教是我们家的传统。每到新鲜农
产品出来，妈妈总是叫我们带一些给老师。
遇到有老师来家访，妈妈十分热情，无论农活
多忙，她都停下手中的活回家。家访结束，妈
妈一定要留老师吃饭，实在留不住，那至少得
煮一碗糖开水荷包蛋。多年以后，我去拜望
我的老师，老师还谈起当年家访时我妈妈的
热情，还记得我们家的荷包蛋好吃呢。

母亲总是想方设法让我们吃好。记
得我和姐姐读中学住校时，妈妈算好
时间，在我们放学时刚好能吃到香喷
喷的饭菜，冬天气温低，妈妈用盅盅装
好饭菜，外面用毛巾和小棉袄裹了一
层又一层，等到我吃的时候，饭菜还是
热的。平时母亲舍不得吃好的，到了周末
放假，家里总是打牙祭，有肉吃，一家人和和
睦睦，那就是最幸福的。

我们长大了，母亲老了。母亲的严厉渐
渐消失，慈爱愈来愈多，像极了记忆中的外
婆。每每想起妈妈的对我们的教育和关爱，
心里总是溢满着无限的温暖、感激与敬重。

（作者供职于万盛经开区旅发委）

乌镇随想
陈薇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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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教育 宋六梅

傩城印象

认识傩这个字
必须要到傩城去

在傩城庄严、隆重的开门仪式中肃立
那些唢呐声、锣鼓声、呐喊声交织在一起
而祈福人口中的念念有词，你听得最清
只有在这时
你才知道傩这个字的准确发音

从傩神的眼神

和那些表情各异的脸谱
从福、禄、寿、喜广场到三幺台的佳肴

和歌舞
从傩城周围那些耸立的山和傩城永远

流动着的水里
你才理解傩这个字的真正含义

到中国傩城

你会念着这个傩
字来

然后，你会念着
这个傩字去

来时，傩城在你
的前方

离去时，傩城已在你的心中

九天母石

远看我把它看成一座山
因为它离天最近

走近一看，才发现它是石头
它跟水很亲近

一座山是谁的肩膀
白云也可以在上面依偎

石头的表情
只有心诚的人才能看懂

而静静的洪渡河
可以装下整个天空
（作者供职于重庆市江津区政协）

黔北行 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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