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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去世时，我没有在她身边。接到母亲病危的
通知，我急忙赶回到家，路上虽然隐有不祥之感，但依
然期望见到母亲还是以前样子，能时常给我讲一些看
似没有文化、想想却很有哲理的话来。随着离家越来
越近，心里的预感和悲痛却愈加强烈，老远看见家门
口聚集的人群，我知道，母亲已永远离开我了。这几
年，母亲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眼前，总是在脑海里闪
现，我想，我是想我的母亲了。

记得小时候，我有几次高烧不退，母亲便将犁地
用的铁犁放在灶堂里烧红，一手拿犁一手拿醋，将醋
滴在发红的犁上，嘴里还念念有词，瞬间屋子里便充
满了醋的酸味，沁入心脾。长大了，才明白，我也许是
得了流感，而醋具有杀菌的作用，并不完全是迷信。
母亲有时会拿个碗放点水，拿三根筷子在碗中立起

来，口里念念有词，再用筷子沾点水洒在我头上，最
后，把水倒到门外。有时，母亲会在门口生团火，把我
抱起来在火上转几圈，这是用烈火驱走病魔吧！反正
遇见我生病，她能想的办法都用上了，直到我最后好
了。那时候穷，都是看不起病穷人家的方子，这些方
法现在看来有些有科学道理，有些是迷信，却体现了
母亲对我生病满满的爱和着急。她每次那样做，我大
点时都疑问，这有用吗？还不如弄点好吃的，其实，这
些办法都是在做了好吃的没效之后。

母亲是农村人，一辈子没上过几天学，却对上学
有着坚定的态度：必须好好上学，好好念书，不念书没
有出路！她时常这样对我要求，那时我却不懂得母亲
话中的期望，但也让我不至于对学习厌恶或者逃学。
果然，我还幸运地考上了我们县的重点中学——户县

二中，这是离家 20 多公里的地方。小学和初中在家
住的，意味着我平生要第一次离开家门，我的内心很
恐惧，上了一个礼拜，我便回家哭着闹着死活不去
了。母亲劝我说：“羞死人了！别人想上重点中学，考
不上没办法，而你考上了却不去上，还不被人笑死了，
丢人死了！你上也得上，不上也得上！由不得你！二
中不上，就别上了！”平日对我仁慈的母亲最后生气
了，说了狠话故意激我。

我母亲是一个心地善良、勤劳、乐于助人的人，她
没上过几天学，给我们讲不出什么大道理，但她用她
的行动教我们如何做事、如何做人。她话不多，很少
和人吵架，但她用行动告诉别人她是对的，通过做事
让别人改变看法。村里的老人愿和她闲谈，同龄人有
事愿意和她商量，她会时常提出好的建议。下一辈人

也很喜欢她，每次小辈来她都有好吃的给他们，常教
导孩子们好好学习、听大人话，别让老人生气。那时，
小辈们从外面回来，再忙也都要看他们的八婆、八娘、
八妈，那个时候也是母亲最开心快乐的，幸福溢满她
慢慢苍老的脸庞。

母亲去世时很安详，当我回到老家，看到躺在棺
材里的母亲，她就像完全睡着了，静静地平躺着。这
个时候，我仿佛明白了，她生前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
离开世界时的这份安详和坦然。她谁的忙都帮，除了
她朴实的品质，我想她是想用自己的付出，为我这个
地主成分的儿子在村里经营着一个好的生存环境。

在给母亲处理后事的过程中，我更加切身感受到
了乡里乡亲们对母亲的肯定、赞誉和褒奖，这足以告
慰母亲的在天之灵！

我 的 母 亲我 的 母 亲
□史登汝

漫川关是山阳的南大
门，边陲古镇，与湖北郧西接
壤。独特的地理环境，厚重
的历史文化，优美的山水，南
北交融的风韵，吸引了天南
海北的游人来此造访，给古
镇增添了无穷魅力。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
交通闭塞，漫川关犹如一个

“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小家碧
玉，不被世人所知。
那时我在山阳县卫
生防疫部门工作，曾
多次去漫川关防治
疟疾。因漫川关地
势低凹，境内水田纵
横，蚊子很多，疟疾
便猖狂传播。每年
春天我们都要去那
里搞防疫，挨家挨户
搞调查，给群众发放
预防疟疾的药品，而
且一定要亲自将药
片发到病人手中。

那时交通极其
不便，山阳去漫川关
只有一条逼窄的黄
土公路（属省道），也
没有像样的车子，敞
篷 解 放 牌 卡 车 而
已。每天清早车站
发一趟车，旅客挨挨挤挤地站
在车箱内，一只手高高扬起，
牢牢抓住车箱上空的弓状铁
栏杆。车子在坑凹不平、弯
弯曲曲的黄土公路上像喝醉
了酒般摇晃前行。途中要翻
越几架山岭，特别是翻那架
高插云端陡峭的鹘岭，车子
大约要爬行一个多小时才能
到山巅。上山时，旅客站在车
箱内多数人眼睛紧闭，不敢向

外看，有的屏住呼吸，个个把
心提在嗓子眼，生怕车子有
个闪失，跌入深渊。好不容
易爬上山顶，司机关掉油门，
让车子缓缓下滑，几声悠长
的鸣笛，惊得幽谷公路两旁
树林子里的锦鸡四处乱飞，
间或有野猪、野兔、獾、香獐
在公路乱窜。车过僧道观，
翻箭岭、至法官庙、前店子，

眨 眼 就 到 漫 川 关
了。车子缓缓开进
漫川车站，旅人依序
扒住车沿跳下车，个
个成了灰人一般，有
晕车者顺便蹴在一
边哇天吐地的呕吐，
急于入厕者一手提
了裤子小跑着去车
站简易厕所……

看今朝，山变水
变世事变，山阳的交
通飞跃发展。去年

“国庆”节，我旧地重
游去了趟漫川关，坐
的是舒适豪华的大
巴，车内有冷气开
放，宽阔的公路一律
柏油铺面，路两旁绿
树成行，繁华似锦，
车过处尽是社会主

义新农村的美丽景象，让人
应接不暇。尤其是隧道的打
通便捷了路径，省了时间，更
可喜的是车子再不须翻越沟
岭了，于是大大提高了安全
系数。漫川关更是变化得几
乎让人认不出来，昔日冷清
荒凉的小镇，今日车水马龙，
旧貌换新颜，装扮得靓丽多
姿，成了闻名于世的省级重点
旅游古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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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你在蓝桥
□杨博

寻你
在魂牵梦绕的蓝桥
如一抹霞光
在我的世界
舞起羽衣霓裳

你
不就是我少年时梦中的红衣么
原来你就在这里
一直都没有走
为了那个诺言
在这空山土舍
把自己等待成
漂白的芦苇

我知道
你不是云英
我也不是裴航

但我依然会
上天入地
寻找可以娶你的玉杵臼

我宁愿是尾生
抱着你许诺的石柱
任狂风巨浪
吹打着
我撕心裂肺地嚎啕
依旧还要
苦苦地
等待你奇迹般的仙然而至
只为
深藏我书笺中的那一片红叶

那时
那桥
将不再是断魂的蓝桥

夏日时光 王来江 摄

每年三夏大忙过后，进入六月就到长
安各个村庄固定过会的节日了。过会集中
的月份也就是会月,通常为农历六七八这
三个月，大部分村庄多集中在六七月过会。

长安各个村庄的过会，是仅次于春节过
年的又一大节日。哪个村庄过会人气最旺，
每家每户的亲戚会从四面八方赶来聚会，男
女老少齐聚一起相互交流，主家忙前跑后全
身心做好招待，客人的任务就是吃喝玩乐。

千百年来，民间习俗以村子为单位，
设立固定的节日为会日，无特殊情况沿习
祖传定制。过会日期多以农历单日为主，
个别也有双日的。

过会是文明卫生新农村一道亮丽的
风景。过会村庄的人们会在前几天购买
或亲手赶制一家人的新衣服和鞋袜，打扫
庭院内外的卫生，清除垃圾污物、换洗衣
服、屋内灶房大扫除。

改革开放前，农村生活处于低潮，人
们吃不饱且饭菜质量差，常用瓜菜带、粗
粮填饱肚皮。昔日，过会待客上午吃凉
菜喝白酒、下臊子面；晌午饭主要有米饭
和蒸馍，凉菜有凉拌黄瓜、白糖拌西红
柿、绿豆芽、粉丝、豇豆等；热菜有粉条炒
肉、梅豆炒肉、肉炒大豆芽、炒洋芋丝、笋
瓜炒肉、洋葱炒肉等自家种的菜，大豆芽
和绿豆芽也是在过会前几天自己生的。

酒足饭饱后，主人收拾完桌上碗筷，
端来茶水、烟和桃、苹果、沙果、葡萄等水
果供客人享用。人们打扑克、下象棋或者
拉家常、叙旧等。出嫁女相互走动、交流
各自成家立业等信息。

夜晚，客人陆续要回家，主人挽留不
住，女主人会给亲戚盛礼的竹篮内放入枣
山、蛋蛋馍和苹果、沙果等回门礼物；关系
亲密者还会盛碗菜和馍，供没能出门者享

用。返回家的亲戚走到巷口或十字，揭开
毛巾看花馍的手艺和礼兴轻重，给亲戚回
门馍篮内没有礼物，表明主人心不诚或不
懂乡土民俗、缺乏教养。

改革开放四十年，人民生活大改变。
过会乡俗世代传，一年更比一年强。

如今，农村生活大变样。村道街巷卫
生有人扫，院舍干净整洁空气好。土坯房
被楼房取代，土地面变成水泥或地砖，就

连橱卫的墙面也贴上了瓷片，光洁如新。
衣服鞋袜经常购置，喜欢什么就买什么，
既要实用还要时髦洋气赶潮流。

压面、生豆芽菜已成为历史，各家不再
发面蒸馍（烙馍）。哪个村过会，做生意的
最清楚。卖菜卖肉卖食品饮料的、卖衣服
卖鞋卖玩具吃货的、卖腊肉牛肉牛蹄下水
的……天不亮就进了村。“割豆腐”“卖馍”

“面条”“卖青菜”“卖肉来”“卖海鲜”的吆

喝声此起彼伏、一声高过一声。过会待客
所需要的各种东西应有尽有，任你挑选。
待客用的拼盘凉菜也上了档次，热菜随炒
随吃，人们再也不用拉风箱烧柴禾冒黑烟
了，电饭锅、电磁炉、煤气灶的火焰要多高
有多高、阀门可随大随小。灶房有抽油烟
机，无烟气滞留。饮料喝高档的、红酒和
白酒也一样要名牌，啤酒整箱购；大口吃
肉、大碗喝酒；诸多海鲜、应有尽有；人人

高兴、宾客欢喜。住房宽畅明亮，台扇、落
地扇和吊扇已被空调取代，宾客吃得好也
舒畅。烟茶也上名牌，宁穷一年、不穷一
节，好面子的主人会把好烟好茶放到桌
上、供客人享用。打扑克、下象棋、狼吃娃
等游戏变成上网、看手机，或者打麻将、跑
三代等。围观者不语，参与者赌心眼、赌手
气。老人和女人拉家常，孩童上网看电视
或结伴玩耍……“过会过会、我有体会。”
姨说：“改革开放政策就是好，幸福生活是
奋斗出来的，但没有好政策、没有改革开
放取得的成果，哪有吃香喝辣的好日
子。”姨夫说：“如今的过会如同做梦、要啥
有啥，明年过会更美好！”

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物质文明在过
会中得到很大体现。私家车、电动车、摩
托、电动三轮取代了步行、骑自行车、乘公
交等落后交通工具。高档多功能手机取
代了传呼机、小灵通等，人们在手机上购
物、发信息、上网……

原来走亲戚用竹篮盛放礼馍和食品，
如今大盒小箱袋内放满即可，返回时两
手空空，也不用回枣山、花馍和水果，也
不用放碗食物返回。来时手提礼物，回
时“两袖清风”。

我相信：今朝的过会是明朝的缩影，
未来过会更美好！

过过 会会
□每小平

老父亲患病后被接到我在
镇上的家里，这样既方便治疗，
又便于照顾。自从我搬进新
家，父亲从来没有来过夜的，每
次都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去。
如果这次没有生病，也不会在
我家里待十多天。

“客居”的父亲渐渐淡化
了初来时的拘谨，这让我颇感
意外。原以为他还是极不适
应“新居”的。平素里轻易不
给别人添麻烦的父亲，总觉得
住在儿子家里，给儿媳造成了
莫大的负担。妻贤惠孝顺，对
老人比我还用心，根据父亲的
口味把一日三餐调配得花样
翻新，保证了饭菜的色香味。父亲内心挺满意，病
痛的灰暗心情也逐渐明朗起来。看得出，他对我
这“陌生”的地方感觉还算良好。

父亲爱花，简陋的小院子养着花花草草，虽然
不是名贵花卉，也养得绿肥红瘦，把弹丸之地装点
得活活泼泼，生意盎然。每次回家看望父亲，都少
不了凑近那些花木，欣赏玩味不已。父亲养了一
盆吊兰，绿叶葳蕤，超凡脱俗，很是喜人，我也深深
地爱着。老年人爱花养花，具有花的情怀，实在值
得称道。在我陋室里，到处都有花的影子。做教
职的妻子具有如水的情怀，娴静内敛，她喜欢养
花，视花草为知己。窗台、客厅、阳台、角落，高处
低处都有绿植的影子，好几个品种，多数是兰花
系，君子兰、墨兰、吊兰、金边、心形……都好养，盆
栽、水养，皆可。它对水肥的要求极低，丝毫不费
多少力气。有时候，仿佛忘记了兰花的存在，但它
又真真切切地与人形影不离。花蕾米粒般大小，
开出的花，细细碎碎的，静静地开，悄悄地谢，周而
复始。兰花的存在，让屋子静寂中生出了诸多灵
动。随意地开放，自在地凋谢，从容开枝散叶，不
会随便惊扰他人，兰花的静如同主人的性情。

父亲抱病，深居简出。离开老宅日久，总会念
叨他那些花草，小孩子会不会弄坏？会不会渴死？
其实我会隔三差五去给那些花浇水，顺便嘱咐邻居
们帮着照看着。茶余饭后，父亲下意识地靠近一
盆盆花，仔细端详着，若有所思的样子。松松土，
整理散乱的叶片，也拣出枯萎的烂叶，浇浇水。对
他的病，我们讳莫如深语焉不详，聪明绝顶的父亲
心明如镜，谈及那个无法回避的话题，似乎前所未
有的轻松。他心里静如止水，简单朴素如兰花。
我心里默默地说道：父亲啊，你一生清清白白，为
教育乡土子弟殚精竭虑，也算劳苦功高、桃李满
园，休管生前身后名了。尽管好人多沧桑，但能被
那么多同事乡亲称作好人，你一辈子真的无悔了。

风从窗户悄悄溜进来，满室生香，兰韵悠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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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层河位于岚皋县西南部，卧踞陕、渝
交界的大巴山北坡，离县城 60 公里，总面
积 7333 公顷，最高海拔 2520 米，最低海拔
1230 米，以横溪河、千层河、神仙河、秀水
河四条河水为主体，集潭、池、瀑、河流、森
林等各种动、静态的水景于一体，步移景
换，层出不穷，层层有洞天。千层河山清水
秀、鸟语花香，原始自然风光优美，就像藏
在深山中的清纯少女。自从被人们发现，
就有“小九寨”之美称，也被喻为“九寨幺
妹”，我一直被她的秀美所吸引。

高处不胜寒，海拔高空气果然更清新，
难怪千层河被誉为陕南的“避暑胜地”。炎
炎烈日丝毫不会影响千层河静谧的气氛，
一路沿着步道欣赏美景，清香扑鼻，满眼景
色迷人。千层河山上林木繁茂、云雾缭绕，
郁郁葱葱的树林焕发出勃勃生机，是岚皋
风光的典型代表，是体验岚皋风情、亲近山

水自然、走进绿色森林、享受天然氧吧的美
妙绝伦之境。走进神秘千层河，就能领略
大自然的神韵，看古树参天，赏花鸟同春，
听山泉潺潺，觅绿野仙踪。

美水出岫河千层，千层流韵盼知音。
你看，千层层层是音阶，你听，流水潺潺传
琴音。树色山衣尽斑斓，黄红紫绿画长卷；
山如屏风水如镜，至清至纯水镜面；难得千
层梦千层，等待闲时数千层……置身丛林
中，一边潺潺流水，时而闷响、时而细流，其
水千姿百态，含珠吐玉，色彩斑斓，三步一

潭、五步一瀑。晴日溪流涓涓，雨后飞瀑片
片。晨雾弥漫，跌水击潭潭不见，拧雾为水
水难辨；一边漫山绚烂、层峦叠翠。一步一
步细细踩在湿润饱满的石阶上，听偶尔的
一声鸟鸣，千层河四季景色各异，不仅是动
植物繁衍生息的园地，更是游客旅游度假
的胜地。

天空鸟儿飞来伴唱，山间流水急忙合
奏，大树将身子一抖就成了环绕立体音
箱。一半是净心的音乐，一半是养心的
负离子，这才叫心旷神怡，这才叫清静世

界。我不得不感叹，尘世的包袱真的就
轻了一半，留下的只有无尽的暇想，这正
应了那句“在人间寻找天堂，在天堂遗忘
人间”的俗话。千层河的美景正是因为
她不仅有秀丽的山、晶莹的水，还有那红
得娇艳、黄得明丽、绿得柔和的色彩，溪
流、飞瀑还有深不可测的深潭相映成趣，
才成就了她特有的自然景观，在这里，感
受到的是一种返璞归真的从容和悠闲。

走过了阳光、走过了树林，看过了溪
水。“九寨幺妹”终于显露了胸怀，婀娜多
姿、妖饶美丽，赏心悦目、风景如画。

我不停地拍着沿途的风景，意犹未尽
中 2500米的栈道走完了，眼前一根仿树干
的水泥桥横卧在河面上，连接着对面的公
路，行程即将结束，而我却没有一丝困意，
我的心里盛满了那远
古的清泉。

□□廖霖廖霖

千层河里千重景千层河里千重景

屐痕处处

沿着汉江岸边的公路行驶，坐在小车前排座
位，可以很好地看江上的风景。

突然看到一只白鹭凌空而起，沿着汉江开始
向上游飞行，和我们的行车方向平行一致。白鹭
保持着一种不急不躁的飞翔姿势，既不忽上忽
下，也不左拐右拐，而且似乎眼睛只看着前方，一
个劲只顾向前飞。

这只白鹭的飞行姿势就这样保持着，我们的
小车走了几分钟，它也在江面上二三十米高的空
中向前飞了几分钟，总之这几分钟内，它几乎是
和我们同向平行飞行，这当然就可以理解为是一
种匀速飞行。于是，我突生一念，想估计一下白
鹭的飞行速度。我问司机，刚才那一阵你开车的
速度是多少，司机回答我：四十码。原来，白鹭这
种姿势的飞行速度大约每小时四十公里。

白鹭的飞行看上去优雅、闲适、自我，十分美丽。
入秋以后，有天正午，在临江大道散步，就看

到十几米高的江堤下，一群野鸭在汉江上游弋、
捕食。我数了数野鸭的数量，有十三只。这一群
鸭子虽然看上去是一个集体，但并不完全集中在
一起，其中五只老是在一起，而其它的鸭子就在
这五只鸭子的后面或者附近。

汉江十分清澈，碧绿如镜，岸边的水可以见
底。野鸭游弋的岸边水潭，是一大片整体石崖延
伸到江里，石崖被江流一年四季洗刷，成为一些
不规则的圆弧状石体。如果用望远镜观看野鸭，
会发现野鸭身上的羽毛是花斑状的，十分漂亮，
但是就这样远远地看，只是看到它是黑褐色的。
野鸭很机灵，灵动不已，它捕食的方式是潜水捕
食。看，一只野鸭一个猛子扎进水中，过了许久，
这只野鸭才从另一个较远的水面钻出来。野鸭
在水中潜入的时间令人屏住呼吸，让人联想到那
些扎猛子的游泳者潜入水中久而不起时的担
心。那么，野鸭到底在水中潜入了多长时间？当
又一只野鸭潜入水中时，我在心中数数，数到二
十的时候，这只野鸭才钻出水面。

突然，有三只野鸭纵身而起，扑棱棱地飞向
空中，向江中心的沙洲飞去。野鸭没有白鹭那样
优雅，一惊一乍，就像开快车的人，忽快忽慢。

这个季节也是冬泳队开始试水的日子。在
离野鸭群几百米的下游一个平缓的江面，十几个
冬泳者在江里游泳。这个季节，水并不太冷，秋
日的太阳也是暖洋洋的，也没有夏季的酷热，是
冬泳者最舒服的日子，他们悠闲的姿势，亲热地
交谈，似乎都在说明这种舒适。

然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个季节的水温之
凉依然承受不了。只有这些冬泳者能够这样舒服
地在水中游弋，保持人类少有的一些原生态。

秋日的游弋秋日的游弋
□□胡树勇胡树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