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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打杵子
□ 杜阳林（成都）

家乡那条小河
□ 刘安龙（自贡）

“寻找最美家乡河湖”获奖征文

父亲去世时，我刚满四岁。
现在想来，记忆是模糊的，仿佛睁

大眼睛，看颜色沉沉暗黄的老电影，不
管多用力，只能捕捉到一点影影绰绰，
一些悲郁哭声。唯一清晰记得的，是母
亲在父亲葬礼上哭天抢地，哭得声嘶力
竭，一头栽倒在地。一岁多的七弟路还
走不太稳，他看见母亲哭，也张大嘴巴
大声嚎哭，重心不稳，随即摔了一嘴的
泥巴。

父亲一世人，连一张照片都没留
下。我在想念自己生命来处时，只能去
照照镜子，看镜中那个四十多岁的男
人，是否长着一张和父亲相似的脸？是
否有着父亲的眉眼轮廓？父亲去世时，
只比现在的我大几岁，他留下了一个悲
痛万分的妻子，七个儿女，他是怎么硬
下心肠下黄泉路的？我曾因为这个问题
耿耿于怀，随着年岁渐长，我释然了：不
是父亲心狠，他当时身患肺结核，病痛
已折磨了他好几年。若换在如今，医疗
技术发达，农村居民都加入了“新农
合”，父亲这病真算不上什么绝症。但在
1976年的南部县偏僻农村，肺结核足以
要了他的性命。父亲再不舍又能怎么样
呢？对人世有再多挂牵又能怎样呢？他
扭不过命运的强悍武断，解不开死神紧
实的枷锁。

父亲走了，他唯一留下的遗物，是
“打杵子”。我的家乡地处山区，山势险
峻，沟壑纵横，道路崎岖。上个世纪，这
里交通极不发达，村民们采购货物、运
输粮食，全靠人力搬运，这便诞生了村
民搬运货物的三件宝物：背篓、背架子
和打杵子。

背架子一般是男人用来背负体积

较大较重的物品，比如捆扎背负玉米
杆、麦草稻草、柴禾或者背箱柜。一根长
长的指头粗的麻绳系在中间，没有背东
西时，拉上去盘绕在背架子的顶端。背
这么沉重的东西翻山越岭，中途不敢随
便歇脚，如果偷懒歇一歇，待到要起身
时，没有人拉你一把，你连站都站不起
来。于是聪明的山里人，发明了“打杵
子”。打杵子是一种木头做的类似拐杖
的东西，呈T字形，背东西时，抱在怀里
或提在手中，它的作用主要有两个：村
民在用夹背或背架子背运货物、沿着崎
岖山路爬行时，打杵子可以当拐杖使
用，这对背负重物的人来说，等于多了
一条腿，多了一个保持平衡的支点；另
一个作用，和它的造型有关——打杵子
形似拐杖，但“横木”比拐杖的“握手横
木”要长许多。当背负重物的人行走得
疲累，需要停下来歇歇脚时，他们不必
将背负的货物放在地上，就把打杵子支
到背架子下面，这样便可以让双肩得到
缓解，人也可以得到歇息。休息好了，不
必别人帮忙，又能继续前行。

父亲走了，走上了一条永不归家的
路。他留下的打杵子，静静地靠在墙角，
我有时走过去，会偷偷摸一摸。这是被
父亲用旧的打杵子，拂去灰尘，木头纹
理泛起了一层釉光，仿佛父亲长着老茧
的手刚刚才握过它，上面还留有余温。
我经常摸一摸，再摸一摸，我现在才明
白，当初摸的，其实是一直说不清楚的
一种念想。

四岁的孩子，能有什么心事呢？对
于一个生于贫寒之家的孩子来说，人生
苦难的一课，从我四岁就正式拉开了序
幕。父亲葬礼上，我懵懵懂懂，甚至不记

得自己在弟弟摔得满嘴是泥后，是什么
样的心情。我不记得这些细枝末节，只记
得我在对死亡毫无概念时，已经这么近
这么近地被迫接受了死亡。父亲再也回
不来了，屋里不再传来父亲一声接一声
的咳嗽，再也听不到他越来越滞重的脚
步声，至于他留下的打杵子，那上面压根
不会有什么余温。当我慢慢接受这个事
实时，我仿佛一夜之间长大了，再看打杵
子，我刻意扭过脸，不想去看它，仿佛它
是一件不祥之物，值得我再三赌气。

时光如水，缓缓又流过几年，我从
一个四岁孩童，渐渐长成一个肤色黝黑
的小学生。家里劳力少，姐姐们相继出
嫁，唯一的哥哥又在外面学手艺，母亲
一个人做不完田间地里这么多农活，还
没长到大人肋骨高的小学生，也得分担
重活。第一次挑粪，面对那么深那么大
的粪桶，我脑子嗡的一声，眼前金星炸
裂。可又有什么办法呢？农家子弟，就算
是小学生，也不能成为懒汉，何况我家
这种境况！

别的壮汉，两边肩膀互换着挑。我
人小个矮，左肩承不了力，刚将扁担放
在左肩，粪桶一歪，差点“折腰”，和泥巴
地来个亲密接触，我只能用右肩挑粪。
一直用右肩，沉甸甸的粪桶像两坨铁，
将扁担狠狠往下压，往下压，直压到我
肉里去。疼痛是一跳一跳袭上右肩的，
每走一步，都像有恶毒的监工，手握钢
鞭，冲着我的右肩，一鞭紧接一鞭地抽
打。汗水铺天盖地而来，从头皮渗出，从
额角渗出，一粒一粒聚成黄豆大，往下
速速滑落。随着汗水流下的，还有泪水。
我跟在一群挑粪的壮汉中间，我们排成
一行走路，没人看到我脸上纵横的泪

水，我哭得无声无息，哭得沉沉默默。疼
痛和重担，砍削着一个孩子尚未发育成
长的身体，却砍削出他越来越坚强不屈
的心志。

晚上，终于能上床睡觉了。我发现
一个大问题：衣服脱不下来了，发蛮劲
去撕扯，带起了一块粘连的皮肉，肩膀
顿时血肉模糊，疼得我呲牙咧嘴。我扭
头，泪光闪闪地看着自己红肿流血的右
肩，和皮肉完好的左肩相比，一个像是
饱经折磨的乞儿，一个像是高高在上的
王子。在我身体之上，竟奇妙地出现了
这样两重天地！蘸了一点唾沫在指头
上，我小心翼翼去呵护自己的右肩，疼
痛如同火焰灼烧。压着“王子左肩”睡
下，半夜不小心翻个身，扯着伤处，疼痛
如惊雷将我唤醒，满头冷汗地从梦中醒
来，窗外几颗寒星，还未鸡鸣。我吸吸鼻
子，又再度躺下，等待这忽然触碰到伤
口的疼痛，能如潮水般稍稍消退。

第二天挑粪，我特意带上了父亲的
打杵子。按理说，这并不是“黄金组合”，
是我率先发明的“配套使用”，但我管不
了这么多了。古希腊著名科学家阿基米
德说过：“如果给我一个支点，我将撬动
整个地球。”那时我还未与这句伟大的
话谋面，不晓得阿基米德是何方神圣，
但我也需要一个“支点”，否则今天这粪
桶都休想担得起来。我用打杵子当拐
杖，将满满两桶粪肥，压上了血肉模糊
的右肩。疼痛变本加厉而来，比昨日更
为强烈和尖锐，但神奇的是，我内心一
下子安定下来，仿佛幼时臆想的，打杵
子上父亲手掌的余温，它真实地存在
着，不但存在，还传递给儿子悠长而千
钧的力量。

我一步一步往前走，如同大地上行
走的一个小蚂蚁，身上背负着沉重的生
活负担，唯一能让我感到安慰的，竟是
手中这柄打杵子。黄豆大的汗珠，依旧
迅速凝聚到下巴，再往路上砸落，我望
着地面的影子，仿佛在我小小的影子上
方，多出了一个高大的成年男人的身
影，那个男人令我感到熟悉又陌生，他
含泪望着我，望着他第六个孩子，小小
年纪，就得以蚂蚁的姿态，匍匐在大地
上，搬运生命中的苦楚。影子也有目光
吗？有的。他将目光轻轻落在打杵子上，
落在汗津津的“横木”之上，他用目光和
我交流，鼓励我：儿子，再坚持一会就到
了，你可以的！

我真的可以的。父亲留下的打杵
子，不再只是一件遗物，一个摆设，它成
为我的“支点”，我的“仰仗”。我凭借父
亲遗留给儿子的勇气，一步一步向前，
不管身上压着多重的担子，始终没有畏
怯过，退缩过，放弃过。

时光之河滚滚向前，转眼又过去了
许多年。我经过学习和努力，已经是大
都市的一名记者了，有次去山区跑个采
访，忽然听到粗犷而悠扬的歌声：“背上
背的背架子，手里提着打杵子，脚上穿
的偏耳子，腰里插的扇把子，口里衔的
烟锅子，肩上搭的汗帕子，歇气休息唱
山歌子。挑担靠铁肩，踩稳风雨天，未晚
先投宿，鸡鸣早看天。小哥挑担二百三，
磨烂肩头和衣衫。磨烂衣衫谁来补？磨
烂肩头谁心酸？”

这是背二哥在唱《背二歌》。我心头
一热，鼻子发酸。我只想痛痛快快流一
会儿眼泪，为父亲永远的打杵子，为过
往生活给予我的苦难和财富。

今年中秋的一个傍晚，接到老三
一个电话。那时，我们几个正在县城沱
江边上的“滨江大酒店”喝酒。说是大
酒店，其实就一苍蝇馆子，不过，我们
喜欢在周五下班之后来这里抖落一周
的疲惫。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
就是我们的酒桌可以摆在江岸这如盖
的绿树下。想想吧，仲秋的傍晚，江风
徐来，沱江两岸鳞次栉比的高楼灯火
闪烁，倒映在清澈如镜的江中。哥几个
有时高谈阔论，有时默不作声，不讨好
谁，不劝酒，不伪装，全凭自己的心情。
应该算是神仙日子吧。

老三是我堂弟，大伯的三个儿子
中最小的儿子，在老家简溪村当村主
任，老百姓习惯称村长。老三比我小四
五岁，小时候，他喜欢跟在我们几个大
孩子屁股后头转，是出名的“跟屁虫”。
大概是我在镇中上初二的时候，他还
在简溪村小读小学，一个夏天暑期的
中午，我们照例先在简溪河里疯玩够
了再割牛草。可是，那天出事了。我们
做危险动作时忘了先制止他，结果他
跳入水中时距离不够，落在一坨潜伏
在水中的石头上，落下终身残疾。因为
走路略跛，他没有加入到南下打工的
行列，一门心思在老家营务，日积月
累，成了老家一代屈指可数的人物。

老三的发家致富说到底，是沾了
简溪河的光。新世纪初，网箱养鱼技术
的出现，使淡水养殖迈上了一个新台
阶。当时，简溪河水质的改善，合适的
河宽、水深，正好有利于发展网箱养
殖，因此，几乎在一夜之间，沿河投放
了数不清的网箱，老三和他的村民们

因此喜笑颜开。开初，老三他们为了节
约成本多赚钱，自己雇车把鱼拉到城
里卖，顺便也送两条到我们家，说是简
溪河水质好，水又流动，鱼好吃。那时，
村民们的网箱养鱼产业化还处于初步
阶段，也舍不得投入饲料催肥，确实有
些生态鱼的意思。

后来，镇上组织老三他们养鱼户
外出学习经验，才知道自己的“老土”
和“老实”，回来后开始大量喂饲料。为
了催肥，有的村民甚至往网箱里浇粪，
简溪河水质受到污染。而网箱养鱼的
弊端也逐渐显现出来，网箱使水流速
度减缓，加快破坏水质。

强行取缔网箱养鱼是七八年前的
事，我印象十分深刻。当时，我们报社
的记者每天都要下乡追踪报道，报纸
还开了栏目，把有任务的各乡镇的进
度比较出来，让领导和群众一目了然。
老三当时也十分抵触，嘟哝道，当初，
喊我们发展网箱养鱼走上致富路的是
上面，现在，要强行取缔的还是上面。
我还专程回老家劝过老三，政策也有
失误的时候，现在我们明白了，河流是
我们赖以生存的重要环境，况且，简溪
河还要注入镇溪河，那是包括县城在
内的30万人口的饮用水源地！

后来，老三作为村干部，带头拆了
网箱，处理了成鱼，得到了国家政策性
的补偿，村民们才愉快地配合了这项
工作。

老三来电话的意思是让我回去一
趟，有关他二妈（我母亲）土地的事情，
需要签字。母亲进城与我们一起生活
已经十年有余，她老人家在简溪河边

那块地最先是无偿给了老三一家耕
种。那时，老三有时进城办事，经常给
我们带上一口袋大米、几斤黄豆，或者
一兜红薯什么的。后来，村上引进一个
老板流转土地搞甜橙产业，把母亲那
块地也流转进去了。老三有时在电话
里抱怨说，这个老板处于创业初期，村
民的流转费经常拖欠。我在电话里劝
老三，我们从来就没有指望那块地有
什么收益，人家出来搞事业也不容易，
欠着就欠着吧，只要地在就行。

签字？你是说那块地又有什么变
化吗？我在电话这头没搞明白。

是啊！又要变化了。这次是回租给
国家。

回租给国家？我彻底搞不明白了。
难道要在简溪河边搞房地产开发？

不是修房子，是种草植树！到河边
一百米以内的房屋全部搬迁，彻底斩
断生活污水、农业面源污染，全部种草
植树，国家每年给农户补助。老三在电
话那头兴奋地说。要签字，还要到银行
开户，便于往卡里打钱。

这回我弄明白了。
这是一件大好事啊！早就该这么

干啦！我也兴奋地大叫大喊起来。近两
年来的河长制，确实取得了明显的效
果，上半年我回老家，老三说他也是一
个小河长，全村 3.2公里的简溪河段由
他负责。

朋友们还在喝酒聊天。正是秋天
大自然最美的时候，晚霞铺在沱江河
面上，鲜红的颜色，像浓浓的血，不声
不响地缓缓流动，荡起细碎的波浪。

我的简溪河呢？我儿时的乐园呢？
我仿佛看见她静静地躺在春天的原野
上，似一位朴实的村姑，不施粉黛，却
让人心生爱意，装点她的是农舍、竹
丛、刚刚长出嫩叶的杨树以及漫山金
黄的油菜花。她静如处子，波澜不兴。
如黛的远山和两岸的竹丛好像从河底
长出，修长苗条的杨树在河中挺拔笔
直，让人不忍心扔下哪怕是一颗小小
的石粒。

我想，作为三十多万人饮用水源
的注入水域，我的简溪河不应该只是
人类赖以生存之地，她也应该是我们
共同生活在地球上其他生物的栖息之
所，河里还应该有白鹭、绿头鸭、红嘴
鸥什么的。人与多种生物共用一水，相
互依存，互相关照，既文明又安全。

政府的举措，让本已日渐清澈的
简溪河将更加美好。简溪河上肥鱼欢
跳、百鸟翩飞、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
丽画卷离我们不远了。

（作者单位：《富顺宣传》杂志社。
作品获二等奖。）

刘道平诗三首

崇明岛观海

近看扬波远看平，
长天卧听浪花声。
海风拂面银丝乱，
岂碍诗心游子情！

散步

绿摇孤鸟啼，
一望暮烟稀。
取直才圆梦，
拐弯又遇岐。
脚知鞋大小，
云辨月高低。
莫道幽闲早，
山花满杏篱。

又上青城

足濯清流山半腰，
碧藏仙署鹤如潮。
纵然身在群峰立，
犹问珠峰几许高。

杨吉成诗三首

暑天游宽窄巷子留吟

炎夏安闲观旧识，
熟门前路盼新知。
乐天知命珍奇遇，
鹤趣童心纪应时。
忆昔公余频造访，
目今私会逞幽思。
心随物意身从众，
旅痕行迹是归期。

夜雨

浊混气未收，
夜雨真清洗。
心静少蒙尘，
恩宽多吃米。

三道堰古镇赏心

街头古堰赏花朝，
重碧春江赭石桥，
柳色三分堪悦目，
清流浮景更逍遥。

有音乐的日子，就像阳光在心底
开满了春天的艳丽，人常常被一种幸
福透明，浮游其中，可以感到，一切美
妙的灵动都闪烁在你的生命里。

……感谢音乐，那些纷纷扬扬、
摄魂夺魄、历久弥新的音符，被艺术
家用心灵、用激情溶解之后，注入了
我的血液，日子因此而明朗，而恬静，
而美丽。

在音乐中思考，想象如田园牧歌
般悠远，并与某种闲适的古典情韵融
合在一起，构成了弥漫于空间那种久
远了的况味；在音乐中思友，梦中的身
影和淡淡的惆怅就会被拉得很长很
长，为之牵挂的，是久久不能忘怀的熨
帖；在音乐中读书，思想的河流便酣畅
地流淌，注入心田的是歌乐的恣肆和
忧惫的微响；在音乐中写作，心像一对
凌空的翅膀，在海阔天空寻觅灵感，文
字就会变成连绵不尽的慰藉……

音乐负载着一切，生命因之成
长、丰富。少年时，第一次听到钢琴曲

《少女的祈祷》，稚嫩的心被深深地震
撼，那熔铸了少女无限遐思和款款深
情的旋律，简直就是无数个舞着金色
魔棒的小精灵，她们用魔棒撩起了罩
着我浅浅羞涩和隐隐渴望的心幕，让
我的心在浅吟低唱中欲哭不能、欲诉
无声。青年时，最让我痴迷的是小提
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草桥结
拜的欢快舒畅，十八相送的缠绵悱
恻，英台抗婚的哀婉决绝，坟前哭灵
的悲伤怨情，双双化蝶的轻盈和谐
……那段惊世骇俗、感天动地的爱
情，经过作曲家的演绎，让许多不谙
音乐的人为之感慨，为之赞叹。很长
一段时间，我都在它所带来的无边优
美、无尽情怀里感怀，好多个夜晚，都
有两只美艳、凄绝、执着的蝴蝶在梦
中翩然起舞。

音乐是如此让日子充满了感动和
思想。贝多芬的雄浑，舒伯特的淡静，
施特劳斯的浪漫，柴可夫斯基的悲壮
……这些无不给我以心灵的震撼，无
不激发我奋力提高生存质量的情感。

聆听《命运》，感受到争取“自由、
平等、博爱”的伟大悲剧和历史的回
响；拥有《况思》，使我静伫于窗前，凝
聚于心的是待发的情感；《圣母颂》，
仿佛走进庄严肃穆的教堂，目视虔诚
美丽的少女，静默在圣母玛利亚面
前，合掌祈祷，那闪动的双眸如闪电
击落花瓣般令人怦然心动，暗含着对
人类美好生活的祈求和向往；品味

《孤独》，思想如一条刻着车辙的蜿蜒
曲折的小路，在万籁俱寂的星空下，
无垠的原野上，感受痛苦和快乐是怎
样的合二为一。

置身音乐的过程，是净化心灵的
过程。当美轮美奂的音乐飘起，心便
会充盈灵魂的本质，在喧嚣与燥热的
包围中静坐，外界的一切化成了想
象，起伏荡漾的旋律凝聚成小天地里
的一份渴望、一份向往，并伴你在情
的最真处淹留。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进
入形而上的境界呢？它跨越了时间和
空间，充满或超脱了现实的精华和色
彩，点染着不同时代、不同种族的人
对生命与生活的激情。

这天晚上，妻子在看旧日的影
集，我在灯前静默，音响里正放着尼
古拉·德·安捷罗斯的吉他曲，《金色
的旋律》《鸽子》《我的太阳》……这闲
适、宁静的场景感动着我，让我觉得
自己里里外外都被纯净、圣洁、美丽
的东西荡涤，心灵空盈，像拥着一泓
醉人的水。在这样细腻、湿润、微颤的
感动中，我情不自禁地走过去，把妻
子拥在怀里。

真想就这么度过一生。

音乐相随
□ 许永强（成都）

齐鸿 摄

茶山行
——写在雅安苗溪大坪山茶场

□龙郁（成都）

世界，早安

黎明，推开窗
向世界，道一声：早安
其实，我只是对着
刚刚绽苞的一枚小小嫩芽呢喃
佛主说：一叶一菩提
而环宇因为太广大而太缥缈空洞
我的眸光只能聚焦一点

现在，我就在叶尖漫步
介于迷路和流连忘返……

茶山寻根

我本茶叶世家
父亲，曾伺弄了茶叶一辈子
但对茶道我一窍不通
更不认识陆羽……

访茶场算是寻根吧
引出了一段历史
听说，有文豪曾在这儿滞留
并非研习学问……
而人们关心的只是茶叶的嫩芽
没有人在乎树的根系

我在茶园中荡漾
在茶垄中，寻找前人的足迹
茶有根，文化也有根呀
二者已合而为一
然而，今天我一点也品不出茶香
心底只泛起一个“苦”字

催眠

不是春风邀杨柳共舞
非流水携落花私奔
有佳人约我共赴大坪山苗溪茶园
能不想入非非——
可同行的，除了一些影子外
更兼风风雨雨……

而隐在云雾中的茶山
已迫不及待开屏
这就让我，不得不施展催眠术
让茶妞在烘焙中进入梦境
待我回到蜗居的书房
再将沉睡的诗情一一唤醒

（组诗）

富顺沱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