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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相助决胜抗疫
建设银行在行动

生/ 活/ 随/ 笔

花灯幺妹儿
闹元宵

龚会

是夜，明艳如昼，街市花灯成片，风清
月明，人潮汹涌，显贵庶民，且歌且行，肆意
狂欢。苏味道的《正月十五夜》将元宵之景
描绘得别有一番风情韵致，这便是大唐时
的元宵节。更有辛弃疾的名篇《元夕》把宋
朝的元宵节渲染到了极致：“东风夜放花千
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
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一地一俗，传统习俗传递下来的节令，
除了官方还有民间。应该说，我们的民间
才是真正的节令习俗参与者。巴山蜀水之
间的元宵，与别处更为不同，那“闹”来源于

“耍”，源于“逗”。勇武耿介的巴渝民间语
言直截了当地表达闹元宵的节目：“耍龙

灯”“逗车幺妹”。
犹记年少时家乡的闹元宵，烟花爆

竹震耳聋，锣鼓唢呐喧天响。跟着一群
乡野伙伴跑到大街上，看那龙灯腾云驾
雾、飞旋穿行；看那戴着大脸壳的“喜
神”喜笑颜开手舞绣球，逗得“狮灯”左
翻右滚后跳前跃。快点闪开，来啦来
啦，车幺妹儿来啦。对了，说“车幺妹
儿”的“妹”时一定要有儿化尾音，才是
巴渝调调。哦，它还有一个名字叫“车
车灯儿”。来啦，人流像水一样自动分
出两股，腾出中间一条道来。只见得锣
鼓声声中拥出四个包着头巾的大汉，手
提大红灯笼，且说且舞、疾走如飞。

众人笑：“把幺妹儿逗出来。”
一瞬间四汉子变换身形，八字排开，一

个“三花脸”突然出场。只见他左脚一跺，
右手蒲扇一挽，腰杆一扭一跨，屁股一怂一
颠，疾步走向围观众人。众人推搡着，欢笑
着像水流涌上来退下去。三花脸右手蒲扇
呼啦一声掠过头顶，然后一路“走矮子”回
到场中央，踮起脚跟高喊一声：“幺妹子，快
来哟！”人潮里就涌出来一辆竹扎骨架、彩
绸围绕的车车。车顶大红彩绸覆盖，车身
四周挂满白菜、萝卜、南瓜、包谷、海椒形状
的花灯。那是农民最熟悉最亲切的意象，
也是他们祈求天官能赐予的土地丰收之

福。车板下围着拖地的彩绸，车里端坐一位

极其夸张地浓妆艳抹的“幺妹儿”。哈哈哈，
仔细瞧瞧，这幺妹咋那么粗壮呢？原来呀，
咱老百姓谁家会把亲亲的幺妹儿这样装扮
来娱人娱神？拉一个清瘦的小伙子来，戴上
发髻环佩，穿上红花上衣蓝彩绸裤，一双大
红绣花鞋套在大脚丫上。

故作娇羞忸怩作态的“车幺妹儿”出来
了，潮水的观众涌前涌后，放声大笑，孩子
们笑得前俯后仰，真幺妹们笑得花枝乱
颤。别忙，车幺妹儿的车车后还有一人，那
是推车的。头戴草帽，双手紧握车柄，与车
幺妹配合舞动。最喜剧的是那个三花脸，
时而车前时而车后，时而左边时而右边，摇
动蒲扇做着怪相与车幺妹儿调情逗趣。当
然还要唱山歌，一般都是对唱情歌。“正月
采茶正月正，采茶娘子去看灯。娘子看灯
是假意，好看情哥美郎君……”那车幺妹儿
就羞答答应，泼辣辣骂。三花脸又是耸肩
又是摇臀，挑逗幺妹儿，围观群众阵阵吆喝
阵阵欢笑，闹元宵之狂欢达到高潮。

好吧，元宵到了，吃过香甜软糯的“元宝”，
穿过火树银花的街市，来到流光溢彩的河边，临
水放一盏莲花灯，祈愿我的家国安康，民生祥和。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十万人家火烛光，门门开处见红妆。”正
月里，徜徉在被月色灯影包围的大街上，望着
孩童们小手牵拉大手，好奇地在各式花灯垂
挂、灯树丛生、人山灯海的广场上欢快地穿梭
嬉戏，儿时正月十五过大年玩灯笼的点滴趣事
再次涌入脑海。

记得20世纪80年代末，我刚来到现在居
住的城市时，春节过后，常常还有皑皑白雪固
守着冬的执着，给每一条街巷里或大红或五彩
或走马或水晶的灯笼统统戴上了雪绒帽。而
随风起舞的雪花时不时地从屋顶、树梢上打着
旋儿飘落到踏雪赏灯的大人额头，沾挂在挑着
灯笼嬉笑打闹的孩童嘴角。瞬间让这些孩子
浸入正月十五那宛如美丽童话般的仙境。

记忆里，在城区的闹市地段，从腊月开始，
街边便有了卖灯笼的摊点。挨到正月十五，满
街更是红彤彤一片。那是倒春寒的嗖嗖冷风
吹红的一张张笑脸，那是随风摇摆如迪斯科的
宫灯、花灯、走马灯的喜悦。街道上，隔一两天
还会有一位卖灯笼的小贩，推着满满一排子车
的各式灯笼，走街串巷地叫卖。曾听老人讲，
这些小贩都是从附近来的艺人，每一盏灯笼都
是以竹为支架的传统手工制作，从削竹篾、扎
竹架、糊砂纸、画图案到上色，步骤相当复杂，

没有点真功夫是扎不出像样的灯笼的。
印象深刻的还有正月十五晚上，一帮孩子

挑着各自的灯笼去“赛灯”。据母亲说，“赛灯”
的意思是在正月十六那天，孩子睡觉前引燃自
己灯笼的同时，许下新年的愿望就一定会实
现。那时候的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只把“赛
灯”作为显摆和比拼输赢的游戏。一边雄赳赳
气昂昂地显摆着自己的灯笼如何如何漂亮精
致，一边用各自的灯笼作为武器相互碰灯，目
的是要把对方的灯笼碰得燃起来。因为灯笼
大多是纸质裱糊，里面点着小蜡烛，一经碰撞
便很容易引燃。一时间，你碰我，我碰你，追逐
躲闪，大呼小叫，别提有多快乐了。

时光荏苒，岁月悠悠，如今的正月，满城
尽是霓虹争彩、花灯斗艳，像流动的彩虹漂
浮在平坦宽阔的街巷里，整个城区都沉浸在
一片祥和繁华的喧闹欢腾中。置身于这片
幸福安详的欢乐海洋，终于懂了老人们曾说
过的“每个灯笼都是有生命”那句话的意思，
那灯笼里燃起的火红烛芯，正是一代代质朴
可爱、造就美满生活的人们的灵魂。这样的
灯笼高挂在心间，生生世世都燃烧不尽，永
远照亮前方。

（作者单位：万盛经开区文化旅游局）

“打我有记忆起，妈妈就是个中年妇女的
样子，所以我总忘记，妈妈曾经也是个花季
少女。”这是春节贺岁片《你好，李焕英》结尾
时字幕上的一句耐人回味的话。这部由喜
剧女演员贾玲导演的处女作，能获得良好口
碑，不同于简单的贺岁片，它会让你悲喜交
加。在欢喜后泪目，在泪目后犹记得留在时
光深处的美好。

故事情节一直在虚构与现实之间穿梭，通
过“穿越时空”把观众带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
代，带到了李焕英的花季少女时代。李焕英的
青春时代如花儿般绽放，每一个微笑的瞬间都
让我们看到她眼里的神采奕奕。这样的笑具
有那一个时代的特征——单纯率真。或许，此
时我们会扪心自问，我们见过母亲青春时的模
样吗？我们知道母亲年轻时的诗与远方吗？
我们只看见她们整日为家庭操劳，在生活的油
盐米茶醋里衰老了容颜；为了陪伴儿女成长，
她们逐渐放弃了人生理想，把自己的花样年华
都留在了时光的深处。

贾晓玲的一次时空穿越带着她对母亲深
深的愧疚，也是贾玲想弥合她心中多年的伤。
贾晓玲是一个很特别的孩子，从出生就没有让
母亲高兴过一天，她常常犯下错误，可母亲都
能包容；当她16岁考上大学，幻想着要给母亲

幸福生活的时候，一场车祸却降临，让母亲昏
迷不醒。影片在这里巧妙地进行了时空穿越，
让贾晓玲来到了李焕英青春活力的时代。贾
晓玲遇到李焕英时的第一句话是：“我来，你高
兴吗？”于是，她千方百计地让李焕英高兴，她
甚至想改变李焕英的命运，让她的人生大富大
贵，让李焕英拥有一个乖巧懂事的孩子。贾晓
玲喝醉酒时，对李焕英说的话是：“下辈子，我
们还做母女，但是我换做母亲。”因为，这一生
母亲为儿女披荆斩棘，母亲为儿女遮风挡雨，
母亲为儿女倾其所有。

贾晓玲一定想如果有来世，她会把同样
无私的母爱给李焕英，她会同样守护在李焕
英身边。

剧情可以穿越，可是人生不能。一片绿叶
从李焕英病房的窗边飘落，李焕英还是走了。
当剧情又回到现实，观众已经泪水决堤。我
想，我们都希望结局不要那么残忍！当女儿懂
得母亲的爱多么深情，当女儿想用努力换得母
亲开怀一笑时，李焕英，你可以等一等吗？

《你好，李焕英》通过电影手法将儿女对母
亲的怀念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那些留在时
光深处的美好，是每一位母亲留在心中的芳
华。希望我们能陪着她们捡拾起珍藏的记忆。

（作者系重庆新诗学会会员）

正月十五灯笼红 罗昭伦

心/ 香/ 一/ 瓣

留在时光深处的美好
——观电影《你好，李焕英》有感 林夕

纸上飞奔的马
我就是你的笔
你的大脑
你的纸上飞奔的马

大树繁茂之前
晦涩的叶子晦涩
多余的枝丫真的多余
它逼近泥土
是为了颠覆无用的理论
让心灵抵达心灵
还有那些花草
牡丹红、梨花白、野草绿
怎样点亮你的脸
只有我、我们
还有那些生动的鸟
躲藏在大树深处
夜夜熬更鸣叫的声音
直达你想要的高度

纸上飞奔的马
忘记鸟们树们花们草们的马
其实是大脑长在笔和纸上的马
当它一声长鸣
谁看见了万里外的烟尘

一匹马的想象
一匹马看见树杈上的窝
它就看见了鸟
那窝里其实没有鸟
鸟已经飞走

发觉鸟已经飞走了
它就飞上了天空
其实它根本没有翅膀
飞只是它的想象

一匹马很利索地爬上树

然后变成一只很小很小的鸟

鸟窝里有几只鸟蛋
其实鸟窝里根本没有蛋
蛋也是它的想象
因为它看见自己孵蛋的模样

脱缰的马
今天我就是脱缰的马
将忙碌的鬃毛抛弃
让嘴唇初开
浅浅的皱纹含苞欲放

野草长势轻松
此刻，春天一望无涯

大树的高傲节节败退
一条河流的浪花朵朵饮恨
那些远山的寺庙
没有了木鱼声

今天我放开缰绳
把毫无征兆的幸福
郑重写在白鹤的翅膀上

一匹马在江湖
在江湖的路上行走
雨后的草地暗藏带刺的玫瑰
一地繁花下
陷阱的竹尖插满阴谋
深夜的月亮蓄满忧伤

我注定走在孤独的路上
眼睛离开八面玲珑的蝴蝶
只热爱高高在上的鸟巢
我知道前面的路没有尽头
即使死亡也微不足道

但必须像桃花在春天里埋葬
即使肉身腐烂为泥
剩下的骨头
也会成为远方的马头琴
在草原的每个静夜浅吟低唱
（作者供职于垫江县沙坪镇党委）

诗/ 绪/ 纷/ 飞

一匹马的想象（组诗）

吴定飞

辛丑元宵节江津滨江路行吟 刘云霞

十里长堤柳映幽，
红裙紫髻步轻柔。
年来多事潮潮长，
无见蹙眉在此洲。

可以测量元宵节的汤圆吗？

今天，这样的日子
又端起杯老酒
灶台上的汤圆已在沸水之间翻滚
还是白，还是甜
如此细腻又软糯了我心

我们的第一次相遇
你的高光时刻，妈妈手握着
开一朵红梅的勺子
卧其中圆圆胖胖的讨喜的一颗
早餐，问，吃点什么
煮碗汤圆吧，妈妈味道的担当
以后啊，读懂元宵故事
才明白母爱的深长和厚意

诗的兴致，父母的歌
辛勤而甜蜜
清晨，沿粉墙黛瓦
青石小巷，走进石磨房
全家殷殷期待的汤圆粉子呵
流进阳光的波影，为家庭吟唱
一首好看的诗的诞生

此刻，真的想将汤圆的圆
做精确的测量，团圆有多么美
用纯朴的亲情和光阴来测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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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