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童年的乡村，家家户户都烧柴煮饭。
无论走进谁家的灶房，都能一眼看见半个
人高的土灶和紧连土灶的风箱、灶上的大
铁锅、屋角的水缸、石板案桌，一色的黑不
溜秋，都是被柴烟熏的。村子的上空，每天
都有三次烟雾缭绕，那是一日三餐的做饭
时刻。一柱柱炊烟从家家户户屋顶冒出
来，有的贴着房盖，似乎很沉重，直不起
腰，像驼背刘二叔。有的直上青天，慢慢淡
成一缕云，袅袅娜娜，像邻居家的兰妹。

小时候我常在后山梁放牛，肚子饿了
就看山坡下的农院，有炊烟升起，就知道吃
饭时间快到了。然后就看向自家屋顶，盼着
望着快一点儿冒出那一缕或浓或淡的炊
烟。炊烟升起了，我就可以牵着牛闻着炊烟
的味道回家了。每到这个时刻，那些在田地
里劳作的大人们，也会放下手中的农活，扛
着锄头、挑着粪桶、肩着犁耙往家里走。

炊烟，是呼喊田间劳作的家人吃饭
的一只喇叭。

炊烟在早晨，是庸散的，凌乱的、参
差不齐的。像没睡醒的孩子，打着懒洋洋

的呵欠。这是因为煮妇起床的早晚不等、
夜里雾气又过重的缘由。而中午，又是急
促的，心急火燎的。那是因为人们急着吃
过午饭，好继续去田地里劳作。傍晚的炊
烟却慢了下来，像三阿公吧叶子烟，悠闲，
不疾不徐。劳作一天，需要炒两盘可口的
下酒菜，犒劳疲惫的身子。这个时候，炊烟
也舍不得一下子离开村子，在院落与院落
之间，连成一道烟杠，把厨房里串出来的
蒜苗回锅肉、青椒回锅肉的香味儿东家送
西家、西家送东家，村子里弥漫着诱惑的
香味。谁家媳妇炒得香，谁家媳妇饭烧糊
了，都被那烟味儿泄了密。

我喜欢在风和日丽的日子里看炊
烟。这样的日子里，炊烟袅袅婷婷地扭着
小蛮腰，仙女般往点缀着几朵白云的蓝天
上飘去。有时一步三回头，恋恋不舍；有时
心急火燎，像去赶场买油盐酱醋茶的村
妇。看着看着，我就觉得，苍天与大地的距
离，其实就一柱炊烟的距离。

炊烟在我的小村飘荡了多少年，我
不知道。但我的小村有多少岁，它一定就
有多少岁。我也一直坚信，只要小村在，炊

烟就会在。
90年代，村里人的土坯房开始改建

红砖房、楼房后，一些人开始用电饭锅、沼
气煮饭炒菜，炊烟在村子里逐渐减少。到
2007年，家乡通了天然气，村里人想到自
己也能像城里人一样，用上清洁能源了，
兴奋不已，都纷纷拆除柴灶，安装新型灶
台。炊烟更是从一座座农院上空几乎消失
殆尽，而土灶、风箱、水缸等长期霸占农家
灶房的几大件也几乎彻底消失了，只有个
别老年人还习惯于柴灶煮饭炒菜，灶却已
经是白净的瓷砖灶面了，水也是自来水
了。村里的那口古井，早已闲置小村一隅。

现在回到乡下老家，想闻闻炊烟的味
道，想吃顿柴火饭柴火烧鸡，已经成为一
个奢想了。

炊烟是乡村的原始符号，是浓浓的乡
愁，时常飘在我的脑海里，让我怀念，让我
留恋，甚至惆怅。尽管如此，这又何尝不是
乡村与城市缩短差距的一个体现？何尝不
是乡村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一个飞跃呢？

炊烟在乡村历史舞台的退出，我在
怀念回味之余，也有一种欣慰。

炊烟
◎杨俊富

在装扮一新的水井子边漫走，穿着青布对襟蓝
布衣衫的太婆，正蹲坐石阶，从身旁木盆里取出衣
物，铺展在池边已磨洗得光洁如玉的条石上，握住
捶衣棒，低头用力的捶打，深水流在石条上，她拎起
衣物，放入池水里洗濯，在将衣服拎起来铺展开捶
打，如此反复。直到衣物放进池中见池水清花绿亮，
没有污渍了。她拧干衣物，洗衣池边飞溅起点点水
花，池里闪动的金光立时破碎，绞干水的衣服放一
旁干净的石头上，水井子清泉依旧如时光流淌.....
太婆年轻时定是然很美的，我看得出神。她扶着膝
盖慢慢站起身，说：“孩子，来帮我端木盆。”确定她
是对我说话，我便赶紧走过去端起木盆，跟在她身
后往后街走。

她打开一道漆色斑驳的木门，我跟了进去，屋
子临街的窗户照进柔和的光线，屋内有明有暗像一
幅静态写生。窗户对面的靠墙小柜上方，有一面红
漆边的玻璃镜框，里面大小排列着许多照片，正中
尺寸大的一张是全家福，保存着一个家庭的影像。
怀抱婴儿的女子应该是年轻时的太婆，身旁的男子
书生意气，另三个男孩站立两旁。太婆指着照片说：

“这是我和丈夫的最后一张合影，那年我二十
八......”我默默听，细细看，那照片中，不是站着一
个小小的我吗？

屋内飘着淡淡的熏香，太婆绵软的声音随缭绕
的烟雾轻轻的飘起：我老家在简阳，家境本富裕，丈
夫突然故去，我独力支撑家，日子越来越艰难，一家
人不得不搬到山里一处岩窝住下。山边开出荒地种
庄稼，山边流泉蓄积一塘水，那是我们的井，山地贫
瘠收成难以养活一家子，带着几个孩子的我千里迢迢
来康定投奔自家兄弟。迁徙到一个地方，先要寻泉凿
井。水井子的山泉清澄甘甜，我们一家子在这里住了
下来。我替人缝缝补补，大的两个孩子帮人挑水，跟着
舅舅出去讨生活。这里的水养人，孩子们健康强壮起
来，我们的心也像天上的白云归投有序，不再无助无
措。如今，大儿子已经回老家去了，在老家修了房子，
要接我回去。我要回去陪丈夫，我要带上一壶水井子
的水。太婆抬起浑浊的眼眸看着墙上的照片......

阳光芒刺一样，我的眼睛有些疼痛，感觉脸上
有冰冷的水珠滑落，那温度像水井子的水，淡淡的
熏香悠悠飘远。

那一年，我在康定出生，外婆接到电报，收拾行
装。那一大坛用家里井水酿制的醪糟必须带，还要
装上几块腊肉，缝好的小棉袄、小棉鞋、小棉被。外
公说：“行李太沉了。”外婆说：“那里偏远，得多带。”
就往丰富收拾，大包小袋装了足有几十斤，外公送
外婆到成都车站搭乘长途汽车。长途汽车行过平
原、爬行在崇山中，车窗除了青山还是青山，一重又
一重。走了一天，终于停车宣告目的地到了。依山沿
河的城市小巧精致，天色渐暗，街上行人稀少，城市
显得冷清。外婆拎着大包小袋穿过寒风里，一路打
听才找到了南郊我的家。

外婆在康定住了些时日，决定带我回到老家。
为了让我不闹肚子，路上她特地带上了康定的井水
水，一路上会添加上所到之地的水，这样喝下去就
不会因为换了水而拉肚子。到了老家再续上家里的
水，我就自然适应了家里的井水。老家院里的水井，
像水井子的泉源源不断，全家人享受着井水的润
泽，连井边青苔都翠色欲流。家里的小孩子是不准靠
近水井口的，我只能远远的看大人打水，外婆站在井
边，提起系着绳子的木桶，把桶慢慢放进井里，“澎”
水桶轻触水面，提绳在外婆手里左右晃荡一下，水桶
轻轻的“咕嘟”慢慢汲水，声音停止，水汲满了，“咣”
桶向下沉，赶快往上提一下，绳子绷紧了，双手轮换
往上拉，把一桶水提到井边，“哗”倒入盆里，洒落井
壁上的水“嘀哒嘀哒”滴落井里。井水发出的各种声
音，是大地深情的歌唱，是大地与人的对话，动听极
了。大哥二哥能从水井打水、挑水，他们打水的声音
不似外婆的，水桶放下时碰撞井壁“哐当”作响，桶
碰到水面“嘭”一下，汲满水突然“咕咚”下沉，提上
来水声“哗啦啦”、倒入盆里水花四溅，像莽撞的童
年东奔西突寻找出口。夜晚，井水沉默下来，井像澄
莹的眼睛映着月亮。我喜欢它叮咚的泉音，明朗透
彻，也喜爱它静默的声音，幽深神秘。

井水美妙的声音是大地的脉搏，那搏动一直在
我的心里。我和妹在邛崃上小学了，我们惊喜的发
现，学校里也有一口水井。小时候在老家从没有过
从水井打水的经历，在学校里我俩跃跃欲试，那口
井与老家的不同，井口很大，井台更宽。打水的铁桶
也很大，用一根很长的竹竿系着，另一头绑了一块
石头作提水时的杠杆。我们俩把握不好，总也打不
起来水。望向井口，被我们搅乱的井水恢复平静，映
照出我们的脸，那里好像有另一个隐秘的世界。

水井

温暖。粤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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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惑
◎嘎子

生物老师记忆还深，记得她姓彭，一个矮胖的妈妈型老师，常穿洗得发白的老蓝布中式外衣，头发却梳理得整整齐齐，有时还扎两个小
绺绺。都在传言她和英雄赵一曼是同学和闺蜜，我们看着她就像看到了英雄赵一曼一样，又稀奇又崇敬。她爱用慢吞吞的语速给我们讲细胞壁细
胞核，还油印些图画资料让我们填写。

童年的乡村，家家户户都烧柴煮饭。无论走进谁家的灶房，都能一眼看见半个人高的土灶和紧连土灶的风箱、灶上的大铁锅、屋角的水缸、
石板案桌，一色的黑不溜秋，都是被柴烟熏的。村子的上空，每天都有三次烟雾缭绕，那是一日三餐的做饭时刻。

在装扮一新的水井子边漫走，穿着青布对襟蓝布衣衫的太婆，正蹲坐石阶，从身旁木盆里取出衣物，铺展在池边已磨洗得光洁如玉的条
石上，握住捶衣棒，低头用力的捶打，深水流在石条上，她拎起衣物，放入池水里洗濯，在将衣服拎起来铺展开捶打，如此反复。直到衣物放进
池中见池水清花绿亮，没有污渍了。

在黄河码头上

我们谈论着日渐喧嚣的甘南
身边的黄河，就这么迟缓地蠕动着
隔着温暖的玻璃窗，确实听不到
冬夜里，寒风凌冽的声音

缄默不语的大江里，深埋着
正义，规则，和失之交臂的温润
——不绝于耳的杀伐声
早已，密布我们周身

即便，站在一盏温暖的灯下
我的孩子，还是没法告诉你
幽暗的黑森林里，为什么
总有，来自地狱的恶魔
扭曲人的灵魂

此刻，只想牵着你的手
安静地走进，风雪隐隐的街口

沉默的老锁

一把钥匙的灵感，据说来自蝎子
在古老的土地上，它被赋予
驱邪，除障，和平与守护

而今我流落他乡，对蝎子
另一个深刻的印象，却是
邪恶，毒辣，妒忌和背叛

多年以后，我持有的钥匙
越来越多。多年以后
守护岁月的人，却都成了往事

内心的桎梏，深锁着智慧
一把冰冷的锁钥，又能开启
谁的方便之门？

立冬日随记

天空下着雪，该是北方的样子
早起的黎明是暖和的
有燃烧的火，有熬热的茶
还有你温润的呼吸
所有这些，都能让我
想起美好的往事

这样的日子，完全可以
不用去等一封来自远方的信函
甚至可以忘记，给发黄的时光
钤上一枚鲜红的印鉴——、
出门的时候，我还是看了看
不会再有多大变化的自己

四季漫长，一生苦短
而中间的时光，恰好适合
仔细揣摩，留在人世的
那些预言

片段

“你可以随意窝躺其上。”
委顿于地的座席，以慵懒的姿势
提醒我要稍事休息。讨论的话题
似乎和生活有关。我们多像一个智者
已经说了那么久。隔壁的窃窃私语
似乎更久了。门是关着的
这个冬天，都适当需要
保留一点秘密。回家的时候
一片雪，又落在了街灯上
母亲砸开一个籽瓜，说可以润肺养胃
她已经慢慢适应了这座城市的生活
淘气的少年，在一页纸的背后
奋笔疾书着冬天的故事：

“雪落在脸上，凉飕飕的。”
“我希望天气再冷一点，就可以穿着
爸爸从上海卖来的新羽绒服回老家了。”
其实，那件衣服来自北京
他想突出的，是背上绣着的
斑斓猛虎。而我必须
在晨曦破晓之前，完成
给医者的这首赞歌——
抬头就能看到，先父的遗容
又从白大褂里，给我絮叨：

“生死簿上无老小。”
“老子不死，儿子不大。”
而窗外的雪，似乎
就没个停歇的意思

钥匙的灵感
来自蝎子（组诗）

◎刚杰·索木东

由于我们班主任老师的矮瘦和死板，
我一直羡慕别班的班主任。

特别是那种亲切和蔼又懂学生的妈
妈型的老师，像我隔壁班那个姓何的老
师。她给我们班上过思想政治课，说话声
音不大，压低着嗓门说着很温暖的话。尽
管这样，我们班一些调皮的学生还是故意
捣蛋。我静悄悄地听她讲，像晒着暖融融
的阳光。隔壁班的学生也很喜欢她，每天
都听见她与学生们同欢同乐。何老师家在
北京，上了不久的课就要回北京探亲去
了，她们班上的好些学生去送她时都哭
了。后来，她回来了，就没上我们任何班的
课了，据说要调到北京去了，因为她与家
里的人已经两地分居好些年了。还有我们
楼下二连二排，他们的班主任也让我们羡
慕。那个姓宋的英语老师，直率风趣也很
爱护学生。他个头不高，气场却很大，不吼
不骂，只要脸一严肃下来，班上再淘气的
学生也乖得像小绵羊。他们班的学生都叫
他宋teacher，叫得很亲热。每天放学后，
他都要把班里的学生留下来，不是像其他
班的老师开始教训人讲大道理，而是抱一
本厚厚的书，把手里的茶杯朝讲台一放，
翻开书讲书里的故事。我偷偷在他们班窗
外听过，他正在讲《斯巴达克思传》，他正
讲到斯巴达克思带领起义奴隶们砸开监
狱的铁门。他用他讲英语时的那种磁性很
强的很有音乐感的声腔，把这一段故事讲
得绘声绘色，我只听了一段就迷住了。当
然，他发现了窗外偷听的我们几个外班的
学生，就停下来，把门打开，说你们想听就

进来听，趴在窗子上看着不舒服！我们又
胆怯了，红着脸跑开了。因为听了他的讲
书，我也迷上的这本书，后来好多年我都
在寻找这本书，就像我从小就想找到一本
有孙悟空的《西游记》一样。终于我读大学
后，才在学样图书馆找到了这本由乔万尼
奥里写的长篇小说。

记得，第一学期给我们教语文的杨老
师也爱讲故事。那是个很温和的中年女老
师，有些胖，却笑得很柔软。她总爱说自已
身体不好，站着讲课很累，让我们同意她
坐着讲。讲台上正好有一把木椅子，她掏
出兜里的手绢揩干净木椅子上的灰，才坐
下来，伸出两根手指比划了一个长度，说
今天大家认真听讲，不吵不闹了，我就给
大家讲个这么长的故事。一听要讲故事，
都来兴趣了，真的不吵不闹，整堂课都清
风雅静的。她也很讲信用，看看表，就给我
们讲起故事来。记得她讲过《水浒传》里的
故事，她记性很好，不用看书，就把水浒传
里宋江落难的那段故事讲了出来。可惜，
她没给我们上多久，就真的病倒了，后来
就再没有给我们上过课了。

第一学期，我们的数学老师叫杨华玉。
那是个很质朴又很认真的老师。第二学期
换了老师，他姓蒋，很个很活跃的青年。他
每天头发都没梳伸展过，乱蓬蓬的耷在脸
颊上。最显眼的是一绺黑胡须，一激动胡须
真的会颤抖。我喜欢听他讲课，手舞足蹈的
从黑板东蹦到黑板西，黑板上画得乱七八
糟的。讲的东西我却听得很有味。那时，我
很喜欢数学，校外没多少娱乐的东西供我

们消费时，做数学题就是最过瘾的游戏。
那时，没有了物理课、化学课和生物

课，简单地改成了工业基础课和农业基础
课。先上的是物理，那是老师换得很最勤
的课，都不知道换了好多老师了，讲的内
容和老师是谁都忘得干净了，在记忆里连
一张垃圾片都捡拾不到了。生物老师记忆
还深，记得她姓彭，一个矮胖的型老师，常
穿洗得发白的老蓝布中式外衣，头发却梳
理得整整齐齐，有时还扎两个小绺绺。都
在传言她和英雄赵一曼是同学和闺蜜，我
们看着她就像看到了英雄赵一曼一样，又
稀奇又崇敬。她爱用慢吞吞的语速给我们
讲细胞壁细胞核，还油印些图画资料让我
们填写。有一天，她讲到植物的生殖时，我
们突然紧张起来。在那个人性压抑的年代
里，我们学生之间男女都是隔阂的，同一张
桌子听课都要画一根分界线，冷脸相对，很
少说一句话。彭老师讲的内容我们又好奇
想听，又感到可怕。她讲，植物是花朵就是
它们的生殖器官，花蕊分雄蕊和雌蕊。植物
的优良品种得雄蕊上花粉作用于雌蕊，受粉
后，才能诞生新的种子。有人忍不住好奇地
发问，彭老师，啥叫受粉，为什么这样就诞生
新的品种？彭老师沉默了一阵子，喝口水说，
你回家去问你的父母吧，他们是怎么怀上
你，又怎么把你生下来的。底下面薄的学生
忍不住咕咕窃笑起来，我看见身旁的女孩面
颊红得像火烧一样，还有些女生伏在桌子
上，手紧紧捂住脸，羞得不敢抬头了。那个
年代就是这样的，我们的青春期啥也不知
道，又啥也好奇。

◎谢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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