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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口 的 路

阴 谢美燕

闲情
山水

阴 孙才兴

穿越锅底凼
宽敞平坦的路袁缎带一般在脚下滑过袁完
全悬空的高架桥袁一半嵌入悬崖的栈道袁一会
儿在大山的隧洞穿行袁一会儿又在高空穿梭袁
大巴车在城万快速通道疾驶遥
大巴车上的人群欢笑着袁谈论着袁我却陷
入回忆袁心底一丝隐痛悄然浮现要要
要
从小到大袁我都没有走出过城口袁一则因
为自己读书就在县城袁外面也无亲戚袁实在没
有外出的必要遥但更多的原因袁是一直听闻城
口的路袁有多坎坷多险恶袁八台山又堵了多少
天袁翻了多少车袁死了多少人袁听得多了袁对这
一条城口与外界唯一的通道袁 便心怀了莫名
的恐惧遥
直到 19 岁那年袁 我才第一次走出城口遥
道路如何险恶袁至今已无多少具体的印象袁唯
独钻心的疼痛还刻在记忆深处遥 拥挤不堪的
客车袁像醉酒的汉子袁踉跄着步履袁颠颠簸簸袁
艰难前行遥我开始还带着几丝兴奋袁第一次走
出城口的兴奋遥到半山腰的时候袁车子竟然开
始跳跃式前进袁忽地跳起袁再忽地跌落袁眼看
车子就要倾覆下来袁冲下万丈悬崖遥我一声不
吭袁铆足了劲袁双手死死地攀住前座的把手遥
忽然袁车子猛地窜起再落下袁坐在最后一排的
我袁直直地被抛起来袁咚地一声袁头顶狠狠地
撞在车顶上袁眼前金星一冒袁钻心的痛瞬间从
头顶传来袁几乎让我窒息遥 使劲忍住眼泪袁我
腾出一只手摸摸头顶袁 赫然鼓起鸡蛋大小一
个包遥 后来袁我再也不敢坐实在了袁只好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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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点才睡袁可我并不觉得累遥满怀着希望和信
心的人袁是感觉不到累的遥
考试如约而至遥 教学任务极繁重的我袁好
不容易请了三天假袁提前一天出发了遥 那时袁已
经有了城口直达重庆的大巴车袁我选择这条路
线袁是觉得比走万源那边更稳妥遥 早上八点袁从
城口出发袁新的希望又在我心里膨胀起来遥 一
上车袁我就安安稳稳地睡觉袁以保存足够的精
力应付第二天的考试遥 迷迷糊糊的袁不知道过
了多久袁感觉车子停下来袁我从睡意中清醒遥 原
来是客车轮胎坏了袁需要补胎充气袁可附近又
没有修理店遥 没办法袁司机只好以龟速前进袁慢
慢磨袁慢慢挪袁终于到了开县郭家修车遥
轮胎补好出发的时候袁已是傍晚六点遥我
还不急袁算算路程袁总还可以赶到的袁大不了
今晚就在车上睡觉了遥可是袁走了不到一个小
时袁因为路太烂了袁客车再次罢工遥 司机只好
打电话向刚才的修理店求助袁 等到伙计赶来
修好车袁再次出发的时候袁已是晚上十点遥 我
心里开始着急袁 再仔细掐算时间袁 也还是够
的袁毕竟到了梁平可以走高速遥在我的默默祈
祷中袁客车后来果然没有再坏袁终于在凌晨一
点到了梁平高速路口遥
奇怪的是袁收费通道竟然全是红叉袁因为
大雾袁高速公路关闭遥 我这才真的慌了袁怎么
办钥 高速公路几点可以通行袁不得而知遥 我走
不了袁跑不了袁飞不了袁唯一的办法袁只有等袁
再等噎噎我焦灼不安袁不停地站起袁坐下袁再

站起袁再坐下袁真与热锅上的蚂蚁无异遥
天亮了袁绿灯也亮了袁我们的客车奔驰在
高速路上袁我希望车子能快些再快些袁巴不得
飞起来才好遥到了汽车站袁只差几分钟就到九
点了遥我颓丧地坐在朝天门码头袁头脑一片空
白袁我不甘心袁真的不甘心袁我辛苦准备了整
整两年的考试袁我要走出大山的希望袁统统化
为乌有了遥不袁我不浴拦了一辆出租车袁我依然
如赶考一般赶往北碚的西南大学遥
当然袁我没能走进考场的大门遥坐在门前
的石阶上袁我茫然地盯着校门口的横幅院2003
年全国研究生入学考试第二考场遥注视良久袁
泪水涌出眼眶袁从脸颊滑落袁点点滴滴袁冰凉袁
冰凉遥 考试结束了袁考生拥了出来袁经过我的
身旁遥我坐在那儿袁如雕塑一般袁一动不动遥我
似乎麻木了袁没有知觉袁也没有思想了袁不知
道接下来该干什么袁不知道该往哪里去遥只是
失落袁只是绝望袁只有虚空袁无尽的虚空遥
两次痛失机会袁冥冥之中袁注定我与大学
的校门无缘遥 后来袁我没有再报考研究生遥 我
怨着袁恨着袁城口太偏远了袁城口怎么就没有
一条好路浴
野到了要要
要冶司机的提醒声把我从回忆中
惊醒遥我们已经到达重庆了遥以前数天的坎坷
崎岖袁而今化成了五个小时的坦途遥 我知道袁
城口人很快还将有自己的高速公路袁 有自己
的铁路和火车站袁而城口的子孙后代袁他们将
不再承受如我这般的殇遥

乡愁
悠悠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袁在乡村袁
特别是年少的时候袁 虽然物质生
活匮乏袁 但拥有属于自己的快乐
空间院爬山尧弹珠子尧打弹弓尧抽陀
螺尧 转铁箍噎噎这属于儿童天真
无邪的玩法袁 会让孩子们多少感
受到世界的可爱和有趣﹑慰籍乡
村孩子单调贫乏的心灵遥
夏天袁 庄 稼田 里 皆灌 着 水 袁
水滋养着新近插下去的秧苗遥 走
过田埂袁不时能见田埂两侧有小
洞露出遥 我和小 伙伴赤着脚袁一
条田埂一条田 埂巡视过去袁不时
停下袁手指伸进小洞探摸遥 若洞
口沿浑润袁 则黄鳝大都待在洞
中袁因为它们出洞觅食一般只在
晚上遥 午后的秧田袁水很烫脚袁头
戴破草帽的我们汗涔涔也能坚
持袁只为抓黄鳝的乐趣和必然收

向晚袁 我沿着诸葛寨森林公
园的小路散步袁 路旁那些叶子鲜
亮碧油袁莹翠似玉的槐树袁一串串
白色花瓣袁 像少女垂髫发辫上点
缀的细碎小花袁挨挨挤挤尧繁盛而
热闹遥 而婆娑老树虬黑的枝桠竟
呈现出耀眼而蓬勃的生 命力袁让
人不禁心生敬意遥 那沁人的香气袁
如丝如缕袁团团萦绕袁一触即化于
心袁但近鼻息又融于无形遥 旁逸斜
出的虬枝袁 拱手将花串送至行人
的头顶袁让人探手可及袁此情此景
将我引回那乡村五月的童年遥
父亲在 一个 小 山村 教书 袁母
亲辞掉民办教师的工作袁 侍弄几
亩薄地袁常常累得两头弓袁看着心
疼袁那时我八尧九岁袁成了她的帮
手遥 每天放学后潦草地做完作业袁
就去帮母亲干活遥 我那时候人小
心强袁是干活的好手袁砍柴喂鸡扯
猪草样样在行袁手脚也麻利遥 最喜
欢是槐花盛开的五月袁 房前屋后
沟沟坎坎到处都是槐树袁 槐花漫
山遍野袁竞相开放袁小小的村落便
置身花海袁蜂蝶点点袁追逐嬉闹袁
林鸟鸣唱袁孩提欢笑遥 小伙伴们或
背着背篼袁或扛着竹竿儿袁或腰间
捆根葛藤袁或斜挎着一柄弯刀袁各

获遥 断定洞里有黄鳝袁我们会用
手指将洞口扒拉大袁然后双脚下
田袁尽量不踩着秧苗遥 一只脚伸
进洞口袁使劲袁让洞包牢袁然后来
回快捅遥 边捅边观察黄鳝出洞遥
黄鳝打洞袁 一般会贯穿田埂袁因
而你选择在这一侧捅袁眼盯着田
埂的那一侧即可遥 一般袁运动几
个来回袁黄鳝就熬不住袁哧溜而
出袁但也有的能盘在洞里顶住压
力遥 继续加快速度袁一会儿袁鳝头

从另一个洞口探探而出了遥 我就
用手抓它的颈脖袁硬是将它从洞
内整个拖出遥 但有时因为它头部
出来不多袁又十分滑腻袁很快 缩
了进去袁 我就用手指捅进去袁继
续捅个不停遥 但有时黄鳝不知道
为何袁会死赖洞中袁并且大概 感
觉出洞的威胁袁它们聪明地选择
野中间道路冶瞎钻袁你会发现它从
田埂的中间或沿水田的两洞间袁
伸出一段尾巴有时是头来遥 这时

我手脚并用袁甚至用随身带的一
把小铲子袁从中间挖进去袁生生
开天窗将它们抓出遥
有时候袁 我也跟在大一点的
娃娃后面袁 一个田坎接着一个田
坎袁捉小鱼螃蟹鱼鳅袁当然最擅长
的还是抓黄鳝袁小时候不懂袁刚抓
到时袁 看到外形与水蛇一般的黄
色家伙袁内心有一点小害怕袁但少
年儿童的无知无畏 和勇敢好奇袁
很快打消了畏惧遥 外公外婆家门

前有一小水塘袁非常小也非常浅袁
因为泥软而肥袁 多有长而壮的黄
鳝遥 一年夏天袁外婆带着隔壁表亲
开始用铁铲尧铁耙将小塘内部尧周
边清理一遍袁不曾想袁竟野清理冶出
了好多条我们难以想象的大黄
鳝遥 嘿袁后来到乡场上赶集时还卖
出几个钱遥 而今袁捉黄鳝的日子远
去了遥 现实中袁每次回乡袁一睹水
田袁沟塘袁说是想带城里长大的孩
子抓一回黄鳝袁只能当是笑话遥 它
们的踪迹已很少见了遥
其实袁在我内心袁野黄鳝冶没有
远离袁 它们还常年游弋在我的记
忆里遥 一条条袁 一篓篓袁 长的短
的 袁瘦的壮的袁金黄色的袁黑褐色
的噎噎而且袁它们都是野生的袁与
我们这些乡间长大的孩子一般
野野生冶遥

童年的槐花
阴刘

自去占领某棵槐树袁跟猴儿似的袁
最先爬到树顶端的便是冠军遥 不
会爬树的孩子只有眼巴巴在树下
仰望的份袁 树上的人找好一处稳
当的枝桠坐定袁 随手捋一把近旁
的槐花喂进嘴里袁以快朵颐袁一边
用竹竿瞅准繁密的槐花袁 轻轻一
夹袁嫩枝脆声落地袁正巧落在树下
孩子的头顶袁 霎时像得了顶遮阴
的帽子袁乐呵呵直笑遥 树上的人不
停地采摘着槐花袁 树下的人不停
地将槐花连同树叶摘下来放进背
篼袁树上树下配合默契遥 待几个背
篼里都装满的时候袁 孩子们也已
然满嘴生香袁胃饱肚圆遥 当炊烟升
起袁蚂蚁搬着夕阳回家的时辰袁我
们也满载花香晃晃悠悠走上回家
的路遥
槐花袁有许多的功效与作用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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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花的河流
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花遥
花株都很小袁长长的茎袁宽大的叶片袁零丁地开着
几朵小花袁卑微地散在草丛中遥
这不起眼的花们袁很少有人问起它的名字袁即使有
人说袁也懒洋洋的口气袁野瞧袁那儿有点野花遥 冶
可在这山坡上袁白色的袁紫色的袁黄色的各样小花忽
略了自身渺小的个体袁热烈地绽放着大山八月的心境遥
一朵袁一片袁一种色袁两种色袁在这里失去了彼此的
界限遥 金色的阳光下袁只是流淌着一条浅浅的河流袁一
阵风袁就漾起连片涟漪遥
这里边没有名贵的花遥
这里边更没有挖空心思的培植遥
可这里分明开得这么蓬勃袁这么热烈袁这么宏大遥
这里才是花们真正的王国遥
临离去时袁放牛的老大爷指着其中的一种紫色小花
告诉我院它能随太阳的暴烈程度自由开合袁神奇着呢遥
我分明看见河流正窜上另外一个山坡遥

溪 群
站在山梁上袁就能偷听到溪流与大山细碎的情话遥
寻觅袁哗哗啦啦的声音越来越响袁溪流冷不丁地就
从一丛灌木的后面扎了出来遥
它小巧地扭动腰身袁 顺着山沟往下流动袁 一路珠
花袁一路欢歌遥
偶起的野叮咚冶袁是掉入了水潭的梦境袁由此开始一
段短暂的休憩遥
就这样袁走走停停袁石头上袁草叶上袁枯木上袁溪水
一路留下湿漉漉的吻痕遥
这羡煞了苔藓袁成片地附上石头或枯木的头皮袁急
不可待地翘首遥
于是袁石头绿了袁溪水绿了遥

当锅底凼的炊烟在暮色中袅袅升起袁 放马的老头
说院山那边的马儿要来了遥
而睡意在帐篷中刚刚饱胀袁野得得冶 的声音就掀动
地皮袁迅疾驰来遥
继起的是一声嘹亮的嘶鸣遥
几十匹马团团围住帐篷袁大声打响鼻袁大声嘶鸣袁
野得得冶地不停走动遥
我从帐篷里钻出来袁高高地跃起遥
群马四散奔逃袁蹄声密集得像鼓点遥
原野里袁马悠闲地伫立袁无数只眼睛在手电光下闪
着狡黠的光遥
果然袁刚进帐篷袁外边又响起了粗重的响鼻声遥
放马的老头说院安心睡吧遥

芳

那些全开的花朵袁待香气散尽袁就
拿去熏陶猪圈里面的猪仔曰 那些
欲开还闭的花朵儿袁 放在清水里
淘洗一下袁放进蒸笼袁中火清蒸三
五分钟袁在竹筛上摊开晾干袁再在
阳光下翻几个滚儿袁便可食用了遥
这花食因是半合袁香气也被裹住袁
沁香经久不散袁可以存放许久遥 妈
妈像勤劳蜜蜂一样整天在地里劳
作袁 教书的爸爸回家就变着法子
做好吃的勾引一家人胃里的馋
虫遥 他把槐花与韭菜连同肉星当
成馅包进饺子皮里袁 吃来一股子
清香袁味道虽淡袁却很爽口曰做玉
米糊糊时候放些槐花进去袁 莹白
黄亮袁还泛着淡淡浅绿遥 他还用槐
花蒸饭尧槐花拌汤尧槐花煮粥噎噎
色香味俱全袁吃后唇齿留香遥
糖是稀罕物袁也是奢侈品袁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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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老林的传说
爸便 在屋檐下 安放了 三个大 蜂
箱袁招来了许多的蜜蜂遥 每到槐花
盛开时节袁 蜂儿便在檐下进进出
出地忙碌袁它们唱着歌儿袁亲吻一
朵朵槐花袁 然后衔着花粉回到蜂
巢遥 这一切都是美的袁但最美的还
是取出蜂蜜的时刻遥 那新取出的
清亮亮的槐花蜜成为诱饵袁 一大
群小伙伴围过来袁 我用手指头蘸
一点袁 蜜糖牵着丝顺着他们流口
水的眼神送进我的嘴里袁 再 野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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嗞冶地吮着指头袁那甜蜜的瞬间也
会溢满爸爸的心房遥
后来袁 我的小山村发现了锰
矿袁 漫山遍野黑色矿洞代替了满
山遍野的槐花遥 后来袁我们离也开
了小山村遥 如今袁爸爸的头发已被
当年的槐花染白袁 每当槐花开放
的季节袁 他偶尔也会去采撷一些
槐花回来袁做成槐花饭尧槐花粥袁
但却再也吃不出童年的味道袁儿
时的香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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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我剑包从杂竹在竹
滚的指围后草笋地根
而苍老之檐和冒坝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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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说袁黑老林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遥
可分明又有人看见了野人和熊瞎子遥
黑老林至少是原始森林遥
掀开一片蔽目的树叶袁 就有一棵参天的巨木惊骇
地跳出来遥
偶尔袁还是红豆杉遥
还有卧着的袁 已枯朽得不见树形袁 表面已爬满苔
藓袁树干已被掏空袁成为某种不知名动物的栖身场所遥
可我始终未见着野人袁连熊瞎子也未出现遥
倒是老林边上庄户人家桌子上的一盘野蕨菜袁升
腾起了黑老林久远的传说遥

留然把可把他没走
给后紧能院把搬的
老 踪实 路 子 地 走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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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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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脚林
去锅底凼袁首先得穿越一大片亮脚林遥
各色乔木积蓄了一身的力量争高直指袁 用蓬勃的
树冠向天空宣示着自己的主权袁而雾就打成一个结袁挽
在最高的树冠上遥
就这样袁林子上方的天空被笼了个严严实实袁林子
下方反成了生命凋零的空间遥
有多少树袁就亮出了多少树干袁像一只只光脚杆袁
站立成一个寂寞的巨大集群遥
偶尔可见袁一两株喜阴的植物成为林子稀缺的点缀遥
在这里袁苔藓反成了色调的主角袁放肆地沿着湿漉
漉的树干攀登袁每到一处袁就把它泛绿或泛黄的心事热
烈表达遥
一滴太阳从树冠中漏了下来袁 瞬间惊醒了林子的
眼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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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蹲半靠的姿势袁一直坚持到万源遥下车的时
候袁双腿麻得失去了知觉袁一瘸一拐袁走路飘
得厉害遥
头上的肿块一个星期就消散了袁 那份疼
痛却永远留在心底遥我暗暗发誓袁一定要走出
大山袁逃离这条难于上青天的城口路遥我相信
知识可以改变命运袁从此袁我踏上了另一条拼
命读书奋力考试的路遥 我自学完成了汉语言
文学专科本科的学业袁 又打算参加研究生入
学考试遥初中毕业考入师范学校袁没有读过高
中袁英语基础几乎为零的我袁要跟全国几百万
在校大学生竞争袁难度可想而知遥
2001 年袁从 5 月份开始袁我就为研究生
考试作准备袁买来几十本英语辅导教材袁背了
整本英语词典袁做了几百套模拟试卷袁工作之
余的时间全部投入了复习遥 11 月袁我再一次
走城万公路袁去重庆报考研究生入学考试遥坐
了一夜的火车袁早早来到学校袁带着梦想袁带
着期盼袁递上自己报考的所有材料遥 结果袁因
为毕业证书的身份证编号是旧的袁 跟自己新
身份证的编号不吻合袁 要回城口自考办开具
证明才行遥 回去一天一夜袁过来又一天一夜袁
加起来三天时间袁 还要运气特别好不堵车才
行遥 可报考时间只剩了两天遥 无奈至极袁我不
得不黯然转身袁带着遗憾和失望离开遥
第二年袁终于如愿以偿袁顺利报考了遥 我
更加努力地准备考试袁几乎拼尽了全力遥走路
背单词袁吃饭背政治袁早上天不亮起床袁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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