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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怨大通
□ 陈 新

大通是我桑梓。
“维桑与梓，必恭敬止。”但大
通于我，情感的滋味却有苦有咸。
寂寥地横呈在川北的红丘陵
中，被贫瘠而鄙陋严严实实地包裹
着的大通，竟然有书院，这实在难
以想象。
我说的是始建于清雍正二年
（公元 1724 年） 的大通龙池书院。
其实，我是不喜欢龙池的。虽
然龙池跟我还有血缘的关联。因为
我二孃曾嫁到龙池杜家，后来不幸
患上风湿关节炎，因无钱医治，在
床上一躺 20 年，直到离世。
龙池的穷自此蒂固于我的心
中。它应该是大通最穷的地方吧？
然而，龙池院还是有些名气，
上世纪初出过一位当代国画大师，
赵完璧。他自幼酷爱艺术，16 岁进
张澜先生主办的南充旧制中学艺术
班 ， 1927 年 入 上 海 新 华 艺 术 大 学 ，
得潘天寿、诸闻韵、吴昌硕精心指
导。回川后曾任国立成都师范大学
艺术系教授、四川私立美专教授。
1938 年创办四川私立岷云艺专任校
长至解放。后为四川省政协五届委
员会委员、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张大千曾赞：“工笔山水，应推
蜀中赵完璧。”谓其大幅巨幛笔墨古
拙能扛鼎，山势险峻起伏，挺拔雄
伟；小幅手卷册页精工慎密严谨中
不失空灵。外师造化，内法心源，
艺术风格雄浑古朴。
这种艺术骨血，或许来自桑梓
大通的历史滋养。
大通镇僻居南充一隅，虽贫瘠
却清秀，曾是交通要道。
相传南宋淳祐年间，为抗击蒙
军入侵，兵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
使余玠在南充遍筑石头城，大通境
内也修筑了文武寨、天星寨等，大
通人随宋军一致抗元，坚固之守状
如铁桶。
然而顽强的抵抗终究挡不住蒙
军的步伐，大通最终失守，山头遍
插告示之旗“蒙军大通”。蒙古铁骑
由此浩荡通过，驰援元军 36 年未能
攻下的合川钓鱼城。大通由此得
名，且从此热闹繁盛起来。
“ 滚 滚 长 江 东 逝 水 ”， 人 物 如
此，古镇亦是。
现代社会已不再需要曲曲弯弯
的马踏古道，大通从此变得清静冷
幽起来。直到高速公路、动车铁路
从大通穿镇而过，大通才又中兴，
重复热闹。
我记忆中的大通平凡又潦倒。
在别人对家乡的时尚吟哦中，
大通这个土得掉渣的名字是那么说
不出口，但我却不会刻意地在别人

春天已至，春花妩媚，我却开始
思念雪花。
雪花是洁白的信笺，上面写着天
书。天气一冷，掌管信笺的上天便蓄
势待发，准备将雪花配发给人间。小
雪节气动静不够，只配一点零星的雪
屑，沉住气。大雪节气声势浩荡，是
时候让铺天盖地的大雪出场了。
天幕低垂，天地间的距离缩短。
光线由明转暗，有些暧昧的混沌气氛
浮动。新物登场，总是需要旧物的铺
垫和过渡，需要一种严密奇怪的衔
接。大雪穿着白裙子，适时地现身，
飘落而下。它酝酿已久，就等着这样
庄重的氛围衬托。缠绕着它的风有时
大，有时小。风大的时候，雪被吹得
摇摇晃晃，东倒西歪。风小的时候，
它就清楚地看到自己开放的六角花
朵，撑着一顶降落伞。
人只有等一朵雪花落下，才看得
清它的面貌，标致，蓬松，像白梨
花。小时候，我喜欢站在雪地里，仰
面等待雪花滑落唇间，品尝它的滋
味。舌尖有点凉，有点麻，萦绕淡淡
的清香。那种清香，与人间所有的草
木花香都不同。怎么会相同呢？地上
的草木都沾了尘世气息，而它没有。
它是天外之花，那么新颖，那么清
冽，不染凡尘。
雪花开呀开，北风吹呀吹。挤在
一起的雪花，队伍壮大，花片肥大，
更像飞落的仙鹤和天鹅，或者是一群
从天空迁徙而来的绵羊，毛茸茸的。
它有着自己认定的方向，与水类似，
从上而下。这种不思攀登的行动方
式，与人多么不同。人的一生，总在
算计着怎样从低处往高处走，总在谋

洋洋得意地炫耀桑梓之时，努力且
尴尬地寻找风雅。
我不否认我已是城里人，可我
执着地以自己曾是农民而骄傲。不
仅如此，我觉得自己的根一直扎在
大通这片落满泪水与汗水、时运不
济的贫瘠的红壤里。在别人讴歌家
乡雄浑与婉约的词藻中，我虽落
寞，却愿意又爱又恨又痛又念地，
亲昵地挽着它羸弱地前行。
苔痕铺垫如厚重历史线装书的
石板路，像鱼鳞似的青黑瓦盖顶的
木屋，玉带似的绕来绕去一尘不染
的小河，还有春夏秋冬都会此起彼
伏接踵开放的野花……这些如梦如
幻般掩映在随丘陵地形而起起伏伏
的翠绿之中的景致，也算独特旖旎。
大通不需要漂亮的衣服。我喜
欢它这无华朴实的风景。

我喜欢故乡的绿色植物，即使
它是一丛芭茅。
在故乡，我时常深情地注视絮
飞的芭茅花，它多像从故乡出去求
学、打工的乡亲啊，无足轻重地随
风浪迹的命运，如我之情感漂流与
飘零。
慈祥与贫瘠无关，与爱有关。
多少时候，我都想在光鲜的人丛中
大喊一声母亲，你这只会生养红苕
苞谷的故乡。
我能嫌弃母亲？当然不能！
春风醺醉，煦阳灿烂，蝉蜩嗞
鸣，鸟雀啁啾……梦境中的我时常
在故乡青翠的质朴中穿行。依稀，
我听见了不染铅华的植物们在清风
中悦耳歌唱的声音。让我联想到隔
着时空，从古诗词里走来的袅娜的
身姿，和美目流转的倩影。

苞谷，这从拉丁美洲远渡重
洋而来，在中国扎根的农作物，
其实也是白求恩，为了如大通般
的乡乡镇镇的温饱，它繁衍生
息，姿态温暖、乳汁涓涓……
我爱的，还有故乡的母亲。
她就像一株吸风饮露、清清
幽幽的苞谷，年轮里刻录着被人
称道的美好和辽阔的善良。
母亲毕业于四川财经学院，
因爱上我曾为军医的父亲，且随
父亲转业回乡，从此变成了一个
普普通通的村妇，变成了五个孩
子的母亲，匀称的身材伴随家庭
与幸福的成长而日益干瘪。
一朵生长于城市的娇花移栽
至乡村，窈窕的身姿被烟尘浸
染，变得陋鄙粗粝；锦衣霓裳被
布衣粗服取代；食不厌精的生活

过渡为食不裹腹；满头青丝变为一
蓬衰草；那一手曾在宣纸上恣意挥
洒隽秀飘逸的毛笔字，也成了写在
箩篼底部让人鄙弃的贫穷小气的物
主记号……
母亲生于殷实之家，祖上有田
地、工厂，她曾经的生活富贵而美
好。抗日战争爆发后，不忍日寇涂
炭生灵，同胞痛失家园，骨子里有
着坚定爱国传统的外公，激愤地变
卖商产，买飞机支援前方将士抗
日，自此家道中落。
即便如此，母亲依然是小家碧
玉，直到为了爱情，追随父亲到了
四川省南充县大通乡下一个叫楼子
沟的地方，开枝散叶。
大通，别无特色，除了一望无
际的红壤丘陵。
这些丘陵，就像遍地的乳房，

又像遍地的馒头。
不要以为起伏丰满的便是可以
奶人的乳房，或是可填饱肚子的馒
头。其实红丘陵是一望无际拥挤的
贫瘠。大通人祖祖辈辈厚重的希
望，喝着红苕稀饭和玉米糊糊疯
长，未来不过是芭茅花絮般的轻飘。
红丘陵的大通一直吟哦着苦涩
的坚强。
岁月剥蚀青春容颜之时，水土
之异，粗茶淡饭，拖儿带女，扶老
携幼，也让母亲落下了幽门梗阻这
个胃疾，命悬一线时，被迫做了胃
部部分切除手术。
九死一生从鬼门关回来之后，
母亲不再能胜任重体力劳动。自
此，一家七口人，只有父亲一人挣
工分。生活的艰难，自此无处不在。
那年春节前，回大通祭祖。我

在搜寻儿时老屋藏在旮旮旯旯里的
记忆之时，陈年的积尘中，一个突
然出现的物件顿时让我泪流满面。
那是一个紫红色、皮质已经破
败、拉链已经无法使用的手提袋。
这个手提袋让我一下子触碰到了遥
远且模糊的成长岁月，触碰到了饮
苦茹酸的疤痕，以及温情和忧伤。
这个手提袋是母亲在贫苦岁月
里去赶场时总是拎在手上的物件，
它曾经装过贫穷家境里可怜的零食
及十分无奈的母爱。
每当母亲慈爱且愧疚地从场上
气喘吁吁地返回，皱纹堆砌、笑颜
如花地出现在屋后的小路上时，她
的儿女们便馋涎欲滴地望着她的手
提袋来。
一个锅盔分成九瓣——小家七
个人再加公公、婆婆一人一瓣。我

不过只能分得如手指宽那么一绺；
又或者母亲所买的炒花生，一人只
能分得一粒，甚至是半粒；所买的
香蕉糖一人只能分得一颗……我却
依然幸福满盈。
母亲的健康每况愈下。终于，
她身体差得再不能赶场了，就连在
屋后小路上走走也得拄一根棍子才
勉强能行。
我时常觉得，母亲像一株红
苕，根扎在贫瘠的苦海，身形羸
弱，意志葳蕤，汗如雨下却绽放出
丰润的慈祥，直到生命被这方异乡
的土地埋葬……
是的，大通，就是如此令我又
爱又痛。
冬天的淡阳里，我再次回到我
的大通。
乡音依旧，草木依旧，泥土依
旧……但往事如烟，天伦不在，我
已如路人。
不过在生我养我的大通，在我
从未去过、印象中最穷的大通龙
池，我尝到了最美味的柑子，而且
这些柑子的品种有好几种，有皮薄
纯甜的爱瑷，有性格鲜明的血橙，
还有貌拙质美的丑柑……这是相关
企业在对龙池院村的部分土地流转
之后结出的硕果。
而在龙池院村，还有一家名叫
伊甸园的乡村咖啡吧。
伊甸园的名字是否恰当暂不讨
论，但这个名字代表着大通人思想
意识的大通。而且，大通的果蔬销
售渠道，也主要是新潮的网络渠道。
离开故园经年，又回大通，有
惊喜，有哀伤，有回忆，有思念，
有憧憬，有迷惘……
大通。大道至简，通仁天下。
两个小时之内，穿越大通，匆
匆来去埋葬我童年少年，埋葬我父
母、祖父母的这方土地，如鸿雁掠
过，我怅然于心，百感交集。
摇摇晃晃的车中，我写下了一
首描述心境的小诗：
我在人丛中孤独打望
复杂的心情起伏颠簸
远去的穷困成长
和生我养我的父母
流泪流汗酸甜悲欢
被时间长眠于这方水土
爱恨交织
疼痛的执念和泪而流
我是否应该在心中跪拜
曾经努力展翅离开的岁月
犬牙交错的故乡
擦肩而过
抛弃不能的是记忆的茫然
或许，这也是种回不去的乡愁。

我开始思念雪花
□ 胡容尔

划着征服一个又一个高度。雪花不，
它的眼里只有低处的事物，与低眉俯
瞰众生的佛菩萨相似。就算被风吹
疼，保持倾斜的姿势，但它仍然是下
沉的，换个角度落下而已。但凡大地
上的一山一水、一房一舍、一草一
木、一路一径，所有低处的事物，哪
怕微小的尘埃，都是它亲近的目标，
离哪里近就落在哪里。一片一片的信
笺，渐渐连接成一整块一整块的宣
纸，很大，很白。没结冰的深邃的大
海，是流动的墨水，飞奔着变化莫
测、多姿多彩的线条。人也是墨水，
很小的一滴墨。在无垠的披着洁白盛
装的大雪面前，人只是一滴淡墨，微
不足道。
一场大雪的到来，掩埋了大地上
辽阔的枯萎和绝望，一切回到了清白
的原点，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上。在原
野上，白色的火焰，不动声色地点燃
新的希望。
在我们当地，有时也会下暴雪，
雪流湍急，瀑布一样倾泄而下，大地
被迅速淹没。到处弥漫着燃放鞭炮一
样迸裂开来的白色烟雾，迷人眼。人
们敬畏地躲进温室，劳作，或者喝
茶，闲聊，把舞台留给雪。这天地间

唯一的舞者，穿着古老的舞鞋，载歌
载舞，衣袂飘飘。
江河湖泊结冰了，手脚冻得紧缩
在一起，伸不开，但它们体内的血管
潜伏在冰层下面，并没有停止流淌。
那些涌动的暗流，明显感到冰层肌肤
在惊喜地颤动，一层温暖的厚厚的白
雪，覆盖了它们的身体；高处与低处的
草木，长青的枯败的，挺拔的匍匐的，
在雪中变换着琼枝的姿态。雪有些
重，压得枝条下垂，甚至断裂。但这是
甜蜜的负担，它们更喜欢被雪滋养的
感觉。它们借此在白色的信笺上画下
自己的形状，写上一些深情的话语。
飞鸟呢，大部分藏到安全的巢里
去了，从缝隙间露出个小脑袋，赏
雪。偶尔低头啄一下羽毛，再啄一
下。只有喜鹊依然欢呼雀跃，我常在
大雪时看到两只或三只喜鹊穿着黑白
相间的衣服，喳喳叫着，掠过我十七
楼高的窗口。它们经过时，快如一道
闪电，我只来得及看清它们白净的肚
腹，像雪那么白。我不知道，喜鹊为
什么要费力地穿越风雪，觅食，还是
只为展示一种力量？生命的力量。
我外婆是这样形容大雪的：雪直
堆直堆地下。没有“燕山雪花大如

席”之类的比喻，很朴素，却很形象。
想一想，雪大了自然就成堆了，成堆的
径直落下的雪，当然就是大雪。
外婆说这话时，我年纪还小。记
忆中那时的大雪，似乎都是在晚上蹑
手蹑脚潜来的，选个月黑风高夜。但
我能敏锐捕捉到它们行走时细小微弱
的声响，沙沙，簌簌。过一阵子，树
枝、房顶和院落就都白了头，发出强
烈的银白的光，反射入屋，使熄灭灯
火的屋内亮如白昼。我和小弟，通常
会坐在热炕头上，借着白雪赐予的比
月光更亮堂的光线，玩手影游戏。白
墙成了幕布，我们的十指弯曲和直
立、合拢和拆分，变化出狗、兔、
鹰、象、狼、羊等多种动物影像。我
们为我们丰富的创造力，兴奋不已。
一夜大雪过后，乡村被深深地埋
藏，静寂而深沉。打破这种静寂和深
沉、唤醒一座村庄的，先是鸡叫，接
着是狗吠。醒来的狗，在雪地上团团
转，拓下五瓣梅花蹄印。它饿了。可
主人的家门已被积雪封堵，狗用爪子
东一下西一下胡乱地刨着，连滚带爬
地蹭过去，索性直起身子将冰凉柔软
的蹄子搭上门板，上上下下地抓挠
着。然后人的声音响起，好像一张充

满生气的大网，荡来荡去，罩在村子
的上空。柴火烧旺，炊烟升起，烟火
让村庄在皑皑白雪中抬起头，重新热
气腾腾起来。甜得流油的地瓜、金黄
的玉米饼子和大白菜、萝卜条被端上
了炕桌，这是冬日养人的农家饭。
雪霁天晴，明亮的阳光在田野上
奔流。雪消融成润物无声的雨水，为
丰收埋下伏笔。贴近地面，你会听到
葱绿的麦苗根部强健的奔跑声，但人
们忘了表达对雪的感激。
雪，是固态的雨，与雾、雹、
露、霜等，同属雨族成员。《说文解
字》 曰：“雪，凝雨说物者。从雨，
彗 声 。” 意 思 是 说 ： 雪 ， 乃 凝 结 雨
水，带给天下万物喜悦的美丽冰晶。
带给天下万物喜悦，我喜爱这种
对雪的赞美。冬若失雪，犹如花无蝶、
山无泉、石无苔、水无藻、人无癖，未免
单调无趣，少了活泼的兴味。
从雪的字源可辨出，先人造字充
满智慧。甲骨文的雪，字形是“羽”
的中间和两边有四滴水环绕，这水滴
应是雨点的象征。羽和水的组合，代
表雨变成的飘落而下的纷纷扬扬的羽
状物。金文的雪，是上雨和下彗的组
合，表示雪是可以清扫的凝固的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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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永远是苦辣酸
甜咸五味俱全。当那些
苦甜成为过去，就凝成
了 深 沉 的 情 感 。《爱 怨
大通》 把对故乡和母亲
的情感融二为一，只留
下抛不掉的记忆、回不
去的乡愁。周洁茹的
《香 菇 脆 鳝》 一 如 既 往
地简洁，读来唇齿留
香，蕴藉无尽，成长是
奇妙的过程。
《我开始思
念雪花》细腻清透，让人
沉浸在小时候下雪天的
氛 围 里 ，温 暖 、憧 憬 。
——编者按

食话

香菇脆鳝
□ 周洁茹
家乡有一道名菜，脆鳝，也就是
油爆鳝鱼，重油赤酱，搭酒的小菜，
也可以是汤面上的浇头。还有一道响
油鳝丝，宴席上总会有，我其实讨
厌，粘粘糊糊，好像鳝鱼还是生的。
鳝鱼我是从来不愿意吃的，还有
甲鱼和蛇，总觉得是不应该吃的东
西。我母亲就用香菇来做，肥厚花
菇，泡水，再挤去水份，沿着边剪成
长条，调好味滚了淀粉，入锅炸。
我母亲做的香菇脆鳝，我可以吃
一大盘。
我小时候最讨厌香菇，闻到香菇
的味道都喊恶心。有一天，突然就吃
起香菇来了。所以啊，人生真的好神
奇。我也曾经讨厌茶，也有一天，突
然就喝起茶来了。
我的儿子小时候不会吃瓜子，又
很向往瓜子的味道，中国城买的一桶
酱油西瓜子，抓起一把放入口中嚼，
成为我们家经常提起的笑料。有一
天，我发现他竟然会嗑葵瓜子了，一
颗，一颗，比我都要快，我又没有教
过他。
我女儿还不会吃瓜子，总是问我
哥哥为什么会吃？我说不知道啊，将
来有一天你也会的。
哪一天呢？女儿执著地问。
有一天，我答。
就是长大的那一天吧，我想。
儿女们长大的那一天，也就是父
母衰老的那一天吧。但是人生就是这
样，即使是越来越老，我都觉得是越
来越奇妙。

晶。篆文继承了金文字形，笔画摇
曳，具有雪花飘逸的美感。
我想，雪来自一个奇妙的世界。
那个世界，我们虽无法涉足，但可以
凭借想象，假设它就是高高在上的天
界，远远高出我们头顶的上天。雪是
上天派来送鸡毛信鹅毛信羊毛信的信
使，上天那些高尚的神们，他们通过
这种形式来表明善意和悲悯，来接济
冬日贫瘠灰暗的人间，指派雪代替雨
行使职权，恩赐大地 ——纯洁，润
泽，收获，安详。
下雪时，喜欢煮杯热茶捧在手
心。茶是经年发酵过的熟普洱，汤色
深红，味道醇厚，有岁月沉积的芳
香。我的心中，也会悄然盛开清悠悠
的雪花，一朵，两朵，三朵……它们
让我在世俗的热情里，保持着必要的
洁净、清醒和冷静。

（本版图片均选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