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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花红

松泉 书

《钻石之桥》 石佐扬 摄

我是一颗铆钉
静静地嵌在军工厂的车床上
岁月为我抹上黝黑的肤色
挺拔而坚毅
沉敛而笃实

曾有那么一刻
一个衣着光鲜的男子走近了我
满脸堆笑地说，铆钉啊，你真不错
下来吧，只要你下来
我就可以把你装上豪车的软座

我轻蔑不言、纹丝不动
等他丑态毕现
果然他收起了笑脸
亮出早已藏好的虎钳
那铜牙铁齿撕去了虚伪的遮掩

瞬间，无比的疼痛向我袭来
尖锐的利齿挫开我的皮肉
沉重的挤压啮噬我的筋骨
但我知道
我绝不能脱开

因为我是这军工厂的一部分呀
朝鬼子砍去的大刀刻下我的螺纹
江姐的鲜血浸润我的胸膛
核爆的惊雷给我壮胆
歼20的银辉增添我的光芒！

那虎钳夹得我皮开肉绽
我生了根似地扎在原地！
我岂能是他人可夺之物！
斑驳锈迹，抹不去我的本性
市井烟尘，盖不了我的光辉！

当我钉帽断裂的那一刻
断开闪耀的银色
是鲜红的血液
那便是我期待投入熔炉的那一刻
我将重新铸成车床上最坚定的一角

我就是千千万万铆钉中的一颗
这样地不屈不挠
静静地守望
直到永恒
为这工厂站岗放哨

如 歌 行 板——

一颗铆钉的自白
肖潇

每个人解压的方式各异。于我，年少是逃离，中年
是独处。

我的小学就在家门口，五六分钟的路程，小时候不
觉得家的好。读中学后，两个礼拜回一次家。第一次远
离父母，管理自己的生活和学习，有些不适应。一日情
绪低落，想家，编个理由向老师请了半天假。出了校园，
才发现风叫嚣地吼着，公路上空旷无人，我骑自行车逆
风回家的路程太艰辛了。临时改了注意，决定去学校附
近的堂姑姑家。只记得姑姑村子的名字，凭着一股子蛮
劲，居然到了姑姑的村庄，挨家打听到了姑姑家。

姑姑喜出望外，赶忙叫姑父去集市买了肉，我那时
也不知道谦让，任由姑父顶着大风出门，中午姑姑精心
给我做了粉条炖肉，这是过年过节才有的礼遇。庭院里
天寒地冻，厨房的老灶台却散发温暖的火光，时不时飘
出饭菜的香味。那顿饭吃得酣畅淋漓，让困惑中的我豁
然开朗。

几句家常，一顿饭，心头却飘过一丝朴素的温暖，仿
佛所有的不开心都被遗忘了，我瞬间满血复活。

吃过饭后，我立马就返校了。课间休息，听到有人
喊我的名字，抬头是姑姑。原来，她怕我冻坏，走了几里
路给我送棉鞋。

那一刻，这平常日子里的温情，使我眼泪涔涔。她
热情和慈祥的模样多少年来始终鲜活在我的记忆里。

我一下子给自己无处安放的烦闷找到了出口!
初三的时候，压力很大，一个班能考上重点高中的

也就两三人，而同桌又是那种争胜心很强的人，有时候，

觉得空气里都弥漫着压抑，偶尔，我晚课会请个假。其
实，只是换个学习环境，我在家依旧苦学，只不过，妈妈
会坐一旁一直陪着我。妈妈织毛衣，我做习题，静悄悄
的，只有钟表秒钟滴滴答答地走着。那时，我已经转回
离家很近的中学，外公退休之后做了那所学校的看门
人。每次不上晚课在校门口碰到外公，我含糊地告诉他
我不舒服，他总不放心，一路护送我，一老一少，寂静无
声，我心里却格外安稳。

外公去世八年了，我时常梦到他，在幽幽的暮色里，
默默跟在我身后，打着手电筒，为我照亮前方的路。

年少时，每一次逃离，都有人接住我的悲伤，穿越寒
冬来拥抱我，让敏感青春期的我倍感温暖。

而现在，很少再有这样撒娇的时刻!兵荒马乱的中
年，一睁眼，都是依赖我的人。父母渐老，儿女尚小，既
要父母安心，又要做好儿女的榜样。

但我学会了转场休息，自己疗伤。
如今，短暂逃离时不再粘人，也不忍心打乱别人有

序的生活，我学会了独处。独处成了我的一个出口，缓
解我工作和家庭的压力，让我有个喘息的机会。

一个人看场电影，泡泡图书馆，即便公园里晒晒太
阳，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瞬间。

岁月面前，哪个人不是喜忧交加呢？
“我有一壶酒，足以慰风尘!”
独处就是我的“一壶酒”，虽然被生活不停地踉踉跄

跄往前赶，终归学会了一个人修复自己的心情。

生 活 笔 记——

自我成长的路
李晓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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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腊八，年味越来越浓，母亲又做了清香可口的桐子
粑，让我又一次梦回童年——“漫山坡头桐子花，叶儿包起
清香粑；烧把枯柴炊烟起，忙完晌午才归家”。儿时跟随父
母在老家蜜蜂冲劳作时，总是带着几个桐子粑，烧起野草枯
柴烤熟后吃了继续干活。

记忆中，蜜蜂冲总是一坡接一坡的桐子树。当时有人
收购桐籽来提炼桐油，乡亲们就在耕种的土地边沿种上桐
子树，家家就有了灯油盐巴钱。蜜蜂冲几十亩耕地平躺在
那里，四周的坡头一个接着一个，每当春暖花开，山头的桐
子树便争相开放，把山乡装扮得如诗如画。桐子花有五个
花瓣，花瓣上半部分洁白无瑕，朝内的下部镶嵌粉红，花瓣
中间的花蕊呈金黄，丝丝缕缕、粉粉嫩嫩，再高明的画家都
调不出如此温润的色泽。

桐子花开，一朵朵、一簇簇，慢慢盛开，静静绽放，拥簇
着花朵的桐子叶比人的手掌还大，卵状心形，绿色有光泽，
中医记载可食为中药，有补肝保肺、祛风除湿、治疗痈疮肿
毒等功效。当然，对于我母亲来说，最适用的就是用来做桐
子粑。

母亲背上背篓，拿上镰刀去蜜蜂冲干活，回来时除了压
弯腰的猪草，围腰里总是兜着整整齐齐的青绿桐子叶。她
一手搂着围腰里的桐子叶，一手撑着岩石慢慢走下山坡，深
一脚浅一脚地走过蜜蜂冲，经过小冲关，还要路过长约1公
里的老水渠。有一次，母亲背着农具在老水渠休息时，不小
心把桐子叶撒到了山脚，我却闹着要吃桐子粑，她到家时天
都擦黑了，为了满足儿子的口福，只好又去坡上摘桐子叶。

吃过晚饭，母亲挑选好金黄色的上好包谷米，架上大石
磨的“磨搭钩”，喊上哥哥一起推磨，比我大的姐姐则在一旁
用木瓢一瓢一瓢地往石磨窝舀包谷米，磨完已是晚上十来
点钟。我们打起瞌睡来，母亲先招呼我们上床睡觉，然后用
竹筛一遍遍筛包谷面，直到获得爽身粉一样嫩嫩的面粉，便
是桐子粑的主料。

母亲把摘来的桐子叶洗干净，用温水浸泡至软，躺在床
上快要入睡的我们闻见桐子叶那股清香，以为桐子粑做好
了，嚷嚷着要吃，她只好一边用毛巾擦干桐子叶上的水珠，
一边跟我们讲起老变婆的故事哄我们入睡。迷迷糊糊中馋
着嘴巴入睡后，母亲拿出从邻居家得来的酵母（寨子里经常
有人做粑粑，每家的木桶都留有），把细嫩的包谷面和上温
开水，混合搅拌至棉絮状直至充分揉和，加上白砂糖，一同
放进厚实的大木桶，用白纱布盖住再压上大木棍，捂上一夜
就可完成做桐子粑的大半工序。

次日醒来，母亲早已在土灶旁忙前忙后了。揭开大木
桶，包谷面团已发酵好，柔软如金胖娃娃的脸蛋，母亲把一
张张桐子叶铺在簸箕里，用手搓好一坨坨包谷面团，放进桐
子叶中间，围拢叶面，拇指轻压，包裹成扁圆状，带着桐子叶
柄，像一个一个可爱的小松鼠，又像襁褓包裹的婴儿。她往
锅里倒进井水，架上锅架，放上洗干净的竹制馏笆，铺上笼
布，把桐子粑整齐地码在馏笆上，再盖上竹锅盖，锅底大火
烧开。估摸 30分钟，灶面便热气腾腾开来，一股扑鼻香味
随之弥漫四周，惹得我们直流口水。开锅一看，桐子叶变成
了淡黄色，迫不及待地拿起一个，剥去桐子叶，叶绿素已渗
透入粑体，紫红色的桐子粑弹性十足、光滑亮泽，软糯甘甜，
携带着春天的味道，直接把幸福打包装进我心底，成为我终
身难忘的甜美记忆。

如今回到老家，我依然嚷着要吃桐子粑，母亲说早就准
备好了。虽然磨面工具与时俱进变成了电动的，但母亲对
孩子的爱永远不变，桐子粑永远是我童年的味道！我拿着
桐子粑跑到蜜蜂冲，山坡上的桐子树依旧郁郁葱葱，我似乎
看到了春天那漫山遍野的桐子花，美得让人心醉神驰。

寻 觅 乡 愁——

清香桐子粑
俊兮

元旦次日，新年的钟声余音未了，带着迎新的喜悦心
情，我与几位同事借假日的空闲深入水维调研，欲了解当
地的自然条件、社会情况和民族资源，听听村民振兴家乡
的思考与愿望。

水维位于茘波县的东北角，地处月亮山南麓脚下。
这里与黔东南的从江县山连山，与广西的环江县水连
水。上世纪 90年代初以前，水维是一个乡，后并入佳荣
镇，现在是一个行政村。得益于月亮山莽莽原林的滋养，
水维的水格外丰沛，可谓谷谷成溪、沟沟见水，造就了千
亩平畴良田，赐予了四季分明气候，成全了宜居宜农家
园。顾名思义，水维，真是水围、水为、水维——以水维系
之地也！

水维是一处多民族合居的地方。作为本土的布依族
人，先后接纳了远道迁来的自称同属蚩尤后裔的红苗和
黑苗族人、自称是远古走来的贵族后裔水族人、自称祖宗
从江西或湖广迁来的汉族人和少数的壮族人。虽然各自
的先祖来历不同，但他们的后裔均在这里生息繁衍了说
不清道不明的年月与代际。

和谐，是水维的主旋律。在农村人争先进城安家的
当下，水维小集镇依然热热闹闹，巷道两旁新旧并存的民
居，既镶嵌着乡愁记忆，又散发出时尚的气息。闲走在赶
集的人群中，服饰奇异的各族妇女是这里最惹眼的风
景。村支书告诉我，当地各族之间的语言相互均可交流、
互相通婚已是常态、一个寨子甚至一个家庭有几个民族
也是常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融合，润物无声地
维系着这方山水的多彩生活。

寨名与居民姓氏无关，是水维片区的一个奇怪现
象。李家红苗寨都不姓李而是姓龙和姓麻，郭家红苗、黑
苗寨都不姓郭而是姓龙姓潘姓麻，代家黑苗寨都不姓代
而是姓蒙姓杨姓韦姓梁姓潘，谢家水族、黑苗寨都不姓谢

而是姓石姓潘，朱家红苗、黑苗、水族和汉族寨主要姓韦
姓卢姓莫姓龙等，唯独有偶两家姓朱。这一怪象是当地
人至今百思不得其解的饭后话题，在外人看来，的确是一
门惹人好奇的乡土趣事。

地处在水维小集镇边的朱家寨里，有一口村民自古
称为“汪埃”的古井，其意是龙王潜居的圣池。这口井泉
从深长的石隙间溢出，时多时少，时浑时清，时急时缓，时
冷时暖，从学术上讲，实属于潮井。相比我看过的“长顺
潮井”，水维的这口“潮井”要小一些，但它的特别之处在
于临近民居，潮起潮退随即可见，村民不仅四季享用，而
且朝夕观之、亲之，逢年过节祭之、拜之。

李家红苗寨是全村至今老木屋保存最完好、新砖房
建得最整齐的自然寨。相对于地势平坦宽阔的水维小集
镇以及附近的村庄，李家寨坐落于偏僻的群山里的半腰
上。老寨与新寨相隔着一道山脊和一条水沟，通往老寨
的山路依旧是陈年的沙土小道，路旁的一排粮仓和十余
栋杆栏式木屋静静地活在山谷里，几棵高大的古树森严
地护佑着错落有致的民居。驻足古寨上方，俯瞰眼前景
致，油然而生的浓浓乡愁被一群鸡飞和几声狗叫点缀得
淋漓尽致。走在没有水泥硬化的房前屋后，让人有梦回
童年的穿越感觉。寨子的底处是常流的小溪，不绝的叮
咚水声响彻山寨。所谓滴水穿石，悬崖而泻的溪水，活生
生地把坚硬的石床凿成了两阶圆坑，润滑的坑池里碧水
清澈，野生的鱼群畅游在彩色的落叶与卵石之间。甘当
向导的老乡告诉我们，别小看这两个盆大的池子，它们是
全寨世代共用的“浴缸”啊！话音未落，大伙笑开了。此
时此刻，我怀疑自已误入了仙境，眼前的“浴缸”是不是仙
女的瑶池哦？

李家寨的新村建在老寨旁边的山脊坪地上，这里正
好登高望远，一眼望去，四周的山峦、田野和村庄尽收眼

底。盘山的硬化道路蜿蜒穿梭于林间，整洁的新房周围
已经种树栽花，家家门口停小车，村头是节日篝火跳舞的
活动场和脱贫感恩的文化墙。能歌善舞的红苗男女听说
有客来访，便自发聚集村口，身着盛装，架桌摆酒，吟唱起
情真意切的迎宾歌，给客人礼敬甘醇的土酒、彩色的糯米
饭以及历久弥香的腌鱼肉。欢迎仪式后，热情的主人把
我们请进了家门，为庆祝元旦，恰逢当天全寨老少欢聚
一堂吃团圆饭，共话小康的幸福生活。丰盛热烈的宴餐
之后，晌午的冬日暖阳晒着每张含情的笑脸，真是来时
有歌有酒有掌声，别时不缺唱声杯声和笑声。难舍难分
处，苗家热情好客的主人和他们的皮鼓声、芦笙乐以及
飞歌笑语久久回荡在崇山峻岭间，直叫人流连忘返，难
以忘怀。

水维是一个充满感恩情怀的地方。脱了贫的各族村
民不仅用笑脸流露出珍视幸福的心情，而且善于借歌谣
表达铭记党恩的心声。同时，他们深刻地意识到家乡的
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是赖以生存的宝贵资源，正如保护
自己的眼睛和生命一样呵护着这片大自然。拉谭老寨旁
有一个很大的岩溶山洞，洞里自然分成四个厅，相连互
通，要水有水，要光有光，一门进出，易守难攻。在土匪横
行的旧社会，当地的苗族、汉族同胞时常全寨隐居山洞，
划厅住人、藏粮、蓄水、拴牲口。正是依托这个山洞，村民
们躲过了无数次刀枪洗劫，保存了世代繁衍的人丁和积
蓄的财产。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乡亲们
终于告别了山洞的生活，坦荡地回村建设安定的家园。
为铭记历史、感恩戴德、告诫子孙，当今的村民，每年都要
惯例地开展习俗集会活动，激发各族同胞的团结精神。

新年的钟声已经敲响，又一个春天的脚步正在款款
迈来。都说人勤地不懒，人不负江山、江山亦不负人。下
山的途中，但见越冬的田野没有休闲，而是任由勤劳的村
民劳作，种的种菜、培的培菌、捕的捕鱼、摘的摘果。忙碌
之中还不停地与过往的行人搭讪或挥手，往返运输的农
用车不时与回乡过节的小轿车相会互让，扑面的寒风偶
尔传来周边寨里在办喜事人家的鞭炮声。如何振兴乡
村？水维人民不等不靠、不争不吵的民风告诉了我。他
们正在以各族一家亲的固有情谊，共营属于自己的生活
家园，以后发优势的敏锐嗅觉扬鞭奋蹄，以矢志不渝的态
度听党话跟党走！

临行道别时，依依不舍的村委委员冲着我叮嘱，一次
都不来，是客人的错；来过不再来，是我们的错。我连忙
认真地回应她，水维好苗乡，我不但还来，而且会常来！

行 吟 黔 南——

水维苗乡行
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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