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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花红

1
早上 6点在街口等公交。卖早点的商贩早已经出摊

了，油条味儿、火烧味儿，“滋啦”着烟火气迎面扑来。
我站在粥摊旁候车，摊主是一位30多岁的女士，她一

边跺脚取暖一边和邻摊的大姐说：“火烧香味又飘过来了，
我昨天这个时候早开张了，但今天我都站这里挨了一个多
小时冻了，还没开张呢。等我开张了，卖出一份粥，我就去
买一个素火烧吃，若一下卖出两份，我就买一个肉火烧
吃。”

邻摊大姐说：“你傻呀，越不开张，越得吃饱，等忙起来
你还有时间吃呀？我和你打个赌，你现在去买个肉火烧，
不等吃完肯定开张。”

这时站我旁边一位等公交车的大哥，走到粥摊前，说：
“我买两份，你可以买一个肉火烧了。”

2
天气贼冷，北风发神经地吹，我步行去超市买菜。一

位环卫工大妈在清扫路面，她自制了一个收落叶“神器”，
用一个蛇皮袋，袋口用铁丝撑起来，再将落叶扫进蛇皮袋
里，这样既盛得多，又能防止落叶吹跑。我建议大妈：“天
这么冷，风又大，刚扫完又有落叶刮下来，别扫了，扫了路
上也看不出干净，今天歇一天，等明天停风了再扫。”

大妈说：“明天有明天的落叶，扫一点少一点。越冷越
得用力扫，这样身上才不冷。”

3
邻居老刘跟我吐槽：“如今饭店生意真难干，菜、油‘噌

噌’涨价，食材这么贵，已经薄利经营了，但很多人为了抢
客源，通过网络平台做各种优惠团购，花几十块钱就可以
团购到三人餐、四人餐，这样做还挣啥钱呀，就是挣个人
气。但难干也得干呀，我开饭店二三十年了，再转行干别
的也干不了了。”

老刘那天去鞋城和服装市场逛了一圈儿，回来感
慨：“疫情时期，啥行业也不好干，鞋城和服装市场上，
除了商户们来来往往，一天见不到几位顾客，大家都
说，人都哪里去了。其实人没少，就是大家钱都难赚
了，不舍得消费了。”

昨天刷短视频，刷到了一位卖早点的小网红，她在视
频里说：“老铁们都觉得我不容易，现在带你们看看这些干
早餐的同行们，炸油条的大姐炸油条 19年了，每天早上 3
点起床；卖煎饼果子的大姨干这行 16年了，每天早上 4点
出摊；卖豆腐的老伯卖了 25年豆腐了，每天凌晨 1点起来
忙碌。这个世界，难的不光我一个人，大家都不容易。但
难也不能躺平，还得热气腾腾地生活，咬着牙励志前行，说
不定哪天，熬过这个冬天，就一步跨入春天了。”

4
朋友老徐，是某供热公司的负责人，每到年底，对那些

还没交取暖费的用户，就开始催缴。一天，一位中年男人
找到老徐，说今年他手头太紧，希望取暖费可以缓段时间
再交。老徐通过了解，得知这位中年人所说属实，做生意
失败了，赔得血本无归，还欠了账，上有八十老母，下有读
大学的孩子。

老徐说：“这样吧，你欠我们公司两年的取暖费，让你
一次性缴纳肯定有些困难，你可以每月一交，1年内交完
就行，这样对你而言，压力小一点。”

老徐说，他看到眼前这位中年男人，就想起自己当年，
也是投资失败，背负了债务，取暖费交不上，供热公司不给
供暖，冬天单靠毅力抗寒根本扛不过去。一位朋友知道
后，帮他交了取暖费。雪中送炭的温暖，他经历过，所以他
理解这位中年人的无奈与窘迫。

老徐解释说，若是残疾或孤寡老人，无力缴纳取暖费
的用户，公司可以免收，但这位中年人的取暖费他必须要，
因为他有能力让自己生活得越来越好。分摊在12个月里
的取暖费，有善意也有鞭策。

中年男人对老徐谢了又谢，离开时，眼睛含泪。老徐
说，那种眼泪，他懂得。老徐喊住他，上前拍了拍他的肩
膀，说：“兄弟，我曾经也和你一样，咱是爷们，不能倒呀，一
切都会好起来的。”

日子一页页翻过，又到新的一年，躺平还是奋斗，一样
催人老。自己喊“难”时，看看身边人，其实每个人都在负
重前行。佩服那些一边喊“难”一边微笑向前的人，因为只
有努力坚持，好日子才会来临。

世 象 众 生

新年新生活
马海霞

大雪时节，都匀市作家协会的成员，响应文化助力乡
村振兴的号召，于2021年12月10日驱车从都匀市区前往
凤啭河景区进行采风。

凤啭河峡谷距市区 54公里，与独山、平塘两县相邻，
为三县市交界处。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来到了

“墨冲镇马蹄岩旅游康养建设项目点”马蹄岩（凤啭河下游
景点）。站在公路上，俯瞰马蹄岩，一个不大的小村落，星
罗棋布的民居点缀在山水田园间，偶尔炊烟袅袅升起，别
有一番滋味。下到景区，碧绿的河水安安静静地流淌着，
马蹄岩村中的保寨树——一棵200多年的枫香，依然昂首
挺胸屹立在寨子中央。枫香树高达 30米左右，两个成年
人都合抱不了，是马蹄岩村的地标性植物。

走进凤啭河峡谷，沿途路边潺潺流水不断，山麓间林
木丰茂，初冬的寒气，也没能让这个绿色世界枯萎萧瑟，上
千株古树遮天蔽日，低矮灌木依然生机盎然，山峦叠翠，崖
如斧削，峰似剑立，百态千姿。在没有泥土的石缝里，树根
拥抱着石崖，千百年来顽强地生长着。藤蔓长长地从崖上
牵挂下来，长得洋洋洒洒，装点着山崖，打扮着季节。山清
自然水秀，这里的水，清澈见底，却不是“至清则无鱼”，反
倒盛产甲鱼、娃娃鱼、角鱼、麻滚鱼、青鱼、花鱼等二十多种
鱼类，河里还有颜值特靓的彩色海螺，美轮美奂。

俯瞰凤啭河峡谷，山似青螺，水如碧玉，风光旖旎，泛
舟其间，美不胜收。凤啭河上游拉甲都电站至金沙滩4公
里河段，可乘船游，船行水面，水波荡漾。站在船头，可饱
览秀丽的水光山色，感受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心旷神怡。下
游从凤栖洲至马蹄岩，开始了起伏跌宕的漂流河段，峡谷
全程长约 9公里，有 7弯 9滩 28道冲浪险滩，峰回路转之
间，时而激流勇进、时而浪漫抒情，有惊无险的刺激一个接
着一个，扑朔迷离的诱惑没完没了，让人心惊肉跳又大呼

过瘾。来此漂流探险，绝对让你欲罢不能。
结束了凤啭河的漂流，我们又驱车来到峡谷风光游览

区。步入景区，全程30公里的路上，有世外仙苑、拉亚洞、
笔锋山、金枝玉叶、刀背岩、小观亭、双山并立等10个主要
景点。景区有晶莹剔透的泉水，喝上一点，甘冽爽口，回味
悠长。高峡险峻的峰丛，在此呈现出“雄、秀、幽、奇”的自
然特色。整个景区幽而不闭、深而不险；河床白砂铺陈，沙
滩一尘不染；水中鳌蟹结队，鱼虾自由遨游；两岸悬壁藤
蔓，古树临空舒展，曲径通幽，云蒸霞蔚，亦真亦幻，犹如步
入仙境。进入拉亚大洞，只见千奇百怪的钟乳石，变幻出
惟妙惟肖的各种造型，让人叹为观止。山洞幽深狭长，习
习微风扑面而来，让人生出“洞中一天，世上千年”的感受
来 。

来到一个农家小院，鸡犬之声相闻，四周蔬菜郁郁
葱葱。主人殷勤邀请，大伙落座，主人沏茶，招待来
宾。茶香弥漫，众人交口称赞。有人好奇地问：“为何如
此清香？”主人答：“此乃聚日月精华的天时，集天地山
川的地利，又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好政策的人和，才
成就此茶也。”

夕阳西下，余辉中主人家已经忙碌了好久，堂屋中香
飘四溢，主人为我们做好一桌菜饭：清水煮河鱼，清炒土豆
丝、清炒豆腐渣、鱼鳅辣椒、腌泡萝卜丝、新摘蔬菜、手搓辣
椒蘸水……都是寻常不过的农家饭菜，却让人吃得酣畅淋
漓。康养基地的老板过来敬酒，大伙的酒兴被激发出来，
有人就端起酒杯唱起酒歌：“脱贫攻坚在路上，上下一心使
劲忙。乡村振兴好政策，共同富裕奔小康。”接着又有人唱
起《好花红》：“好花开在刺藜蓬，哪朵向阳哪朵红”。歌声
余音绕梁，让人仿佛看到了“墨冲马蹄岩民宿康养建设项
目”的落户建成，源源不断地为乡村振兴注入不竭动力。

行 吟 黔 南

凤啭河印象
高小平

巴金在《海上日出》中描述道：“太阳慢慢透出重围，出
现在天空，把一片片云染成了紫色或者红色。这时候，不
仅是太阳、云和海水，连我自己也成了光亮的了。”一年四
季，春华秋实，阳光和风雨，始终伴随着岁月的脚步如期前
行。还来不及向2021年挥手道别，不知不觉中，历史的年
轮已到2022年。

放眼东方一望无际的地平线，从大海的那一端，新年
正踏着轻盈的脚步，唱着快乐的歌谣，向我们款款走来，新
年的曙光把大地染红，把崭新的黎明照亮。岁月匆匆如流
水，每每此时，难免让人感怀万千。回首这一年来的历程，
尽管有着几多艰辛、几多磨难、几多坎坷，但我们奋斗过，
努力过，付出过，尽力了，无怨无悔。数数一年的收获，那
曾经有过的喜悦，那曾经有过的幸福，那曾经有过的鲜花，
那曾经有过的掌声，也都成了无比美好的记忆。因为过去
的毕竟是过去，生命是一个过程，年轮只是人生时段中的
一个驿站。

新年来了，万象更新，新的阳光升起，新的希望萌
芽。新年是吉祥快乐的日子，呈现给我们的将是新的生
活、新的征程、新的蓝图、新的追求，让我们每个人都
可以全新开始，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信心满满，重整
行装再出发。我喜欢新年，也更愿意在这辞旧迎新之际
回眸过去，畅想未来，奋进新征程。其实在过去的几十
年光阴里，我一直平平淡淡，并没有留下多少值得骄傲
或让人刻骨铭心的往事，因此每年的岁尾也就无须把自己
的人生履历去做一番整理和总结。相反，我认为最重要的
是要卸掉所有心情的包袱，立足当下，不留遗憾，从容走进
人生又一个征程。

眺望着新年的阳光，新年总会给人太多的憧憬，太多
的期待。新年真好，它总是给勤奋者带来希冀和丰硕，给
创造者带来神奇和力量，给成长者带来阳光和雨露。鲁迅
先生说得好：“伟大的成绩和辛勤的劳动是成正比例的，有
一份劳动就有一份收获，日积月累，从少到多，奇迹就可以
创造出来。”这世上没有不劳而获、一劳永逸的事情，我们
有理由相信，时光不会辜负有心人。特别是那些不甘心失
败，积极向上的人。谁挥洒的汗水多，谁付出的心血多，谁
采撷的果实就越甜美。新年燃烧激情，谁能够驾驭，谁就
能够收获坚强和从容。新年的脚步铿锵有力，它如同奋进
的号角，激励着我们用饱含激情的热血朝前奔跑，奋力迈
向崭新的生活。

新的一年里，我们每个人心中一定都有一个美好的新
年愿景。有的人希冀新的一年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有
的人祈盼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阖家团圆；有的人期待
能有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一张好的成绩单……经历新冠
肺炎疫情那样的劫难，如今我对生活又有了更深一层的理
解，金钱名利都是淡淡的，只要平安健康快乐就好！新的
一年，我祝福每一个人都心想事成，祝福每一个人的新年
都吉祥如意。

啊，2022年的朝阳从东方冉冉升起来了，灿烂辉煌，
无私慷慨，大地正在积聚磅礴的力量，万物正在传递暖春
的讯息。让我们张开双臂，打开心灵之门，用一种锐意进
取的姿态来迎接这一神圣的时刻；让我们满怀激情，推开
新年的窗户，在簇新的阳光中，用人生的画笔描绘出最精
彩的生命篇章。新年，你好！你好，新年！新年快乐，虎虎
生威。

非 常 体 验

拥抱2022
钟芳

这是一帧精美的图片：秋冬时节，一棵高出屋脊的
柿树，把粗细不一的褚色枝桠，散布在深蓝色的天幕
上，枝桠上均匀地缀挂着一个个土红色的柿子。在阳光
的照射下，这些晶莹剔透的柿子，令人舌底生津，浮想
联翩……

这帧图片，拍摄于瓮安县平定营镇高枧坡“黔中雄杰
舒葆初”烈士的故居。

据舒葆初烈士的侄子舒庆禄讲，这棵柿树，是烈士的
母亲所栽，迄今已有100多年的树龄。

一百多年的风风雨雨，铸就了这棵柿树硕大坚实的树
干，开枝散叶的茂盛，春华秋实的美丽。

曾经的高枧坡，是一个山清水秀的自然村寨。舒葆初
堂弟的外孙女，贵定师范的教师周红梅在《故乡的老碾房》
一文中回忆道：

“从我记事起，夏天高大的梓木让我们尽享阴凉，高高
低低的绿叶簇拥的树枝就是白鹤斑鸠们安家之所。每当
日暮倦鸟归巢之时，如果你在河对岸眺望，你会欣赏到一
幅生动的画面：绿树掩映下的青瓦房，炊烟袅袅，茂密的树
冠上，白鹤翻飞，此起彼伏;时不时还会传来谁家大人站在
沟坎上，扯着嗓子喊娃回家吃晚饭的声音。

而深秋初冬之时，一树红红的柿子，又让我们充满希
望：在物资匮乏的年代，用坛子泡过的青黄柿子，甜脆可
口；而那熟透了的红红软软甜蜜蜜的柿子，不仅可以让我
们解馋，还可以在外公外婆的带领下，拿到街上去卖，换回
一些日用品和一些家里没有的零食小嘴。”

今天的高枧坡，青山依旧，绿水更丰。
辽阔的蓝天下，远山如涛涌。青黛色的高枧坡，矗立

在田畴和农舍之间，西北面是平定营镇的地标——“高贞
观”，东南面是波光粼粼的“胜土水库”。

清光绪年间举人朱勋(1861 一 1916)在《重建高贞观
序》中写道：

“平定营处万山中，众山环列如城，而独阙其东，溪水
出焉。当其余平田旷野中突兀起小峰，端凝静止，若置钟
然，晨术者以为乡之望而惜其卑也，父老乃创高贞观于其
上，阁其巅，历所年矣。”

咸丰末年，高贞观被反叛头目之一赵款焚毁。光绪庚
寅年重建。

高贞观重建后，“绝云霓，临溪涧。环视百里之内，灵
秀飞相，咸聚于此，此不能，焉已也。将来人文之胜，风会
之兴，无亦可俟也耶，归之天，归之人，吾不得而知也”（《重
建高贞观序》）。

朱勋可能不知道，“黔中雄杰舒葆初”就诞生在平定营
高贞观之东侧，高枧坡一户普通农民家里。

舒葆初(1906 一 1932)，又名舒忠元，1923 年毕业于
瓮安简易师范讲习班，先后在梭罗小学、岩坑小学当教
员。1925 年初参加黔军李燊部，后考入该部军官讲习
所，同年考入陆军经理法规研究所，1931年考入中央军
校补习班。在南京学习期间，与同乡冷少农(中共地下党
员)往来密切。经冷少农考核、培养，介绍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1932年初毕业后，受党派遣，利用在黔军中的人
际关系，到湖北崇阳原李燊部 85师教导大队一中队任上
尉区队长，党员职务为长江局鄂南支部书记。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舒葆初先后介绍黄克勤(遵义
人)、宋应达、沈朴仲、李光庭等多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建立
了党的地下组织，加紧策动教导大队官兵起义，配合附近
红16军开展武装斗争。

当一切安排就绪之际，原培训的积极分子郭少凡(特
务长)贪生怕死，叛变告密，9名共产党员被捕。李光庭和

喻雷因事在外，闻讯逃匿到湖南洪口，免遭毒手。之后，敌
人夜以继日，轮番审讯这9名共产党员，但他们不为高官厚
禄所动，遭酷刑拷打不屈。舒葆初还抓住审讯机会，与敌
师长谢彬(贵州人)展开激烈辩论，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揭露
国民党反动派镇压革命，屠杀共产党人的罪行。谢彬理屈
词穷，竟下令割下舒葆初的舌头。当天深夜，9名共产党员
被押送到崇阳城外杀害，这就是当时震惊全国的“崇阳惨
案”。

历史翻过了沉重的一页。2021年 11月 14日，全省第
二个村居民组文联在平定营镇高枧坡成立；27日，瓮安县

美术家协会创作采风活动走进舒葆初烈士故居。12月 5
日，黔南州摄影家协会到平定营镇高坝坡授挂“黔南州摄
影家创作基地”扁牌。

每次活动，参加者都用相机拍下舒葆初烈士故居那棵
百年柿树。

瓮安县文联副主席周敏给她拍摄的柿树图片取名为
“柿柿如意”——多好的命名啊！是烈士为之浴血奋斗的
革命理想得以实现，是今天老百姓的小康生活得以落实，
同时也寄托了瞻仰烈士故居者的美好愿望！

信 马 由 缰

“柿柿”如意
刘忠信

柿柿如意 王慧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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