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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配的村庄

左眼台前 右眼幕后

□刘昌武 □滕刚

□张金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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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该是何模样？估计一万个人就
有一万个心上的村庄。可又似乎只有一
个村庄，有着原配的自然乡野民风之趣，
是我们淳朴美丽的诗意天堂，是我们眷
恋热爱的快乐老家。

原配的村庄，应该有一方明净蔚蓝
的天空；那么远，永无法触摸；又那么近，
和山野相接。间或有丝缕的白云飘飘忽
忽，有成群的飞鸟来来往往，有五彩的风
筝高高低低，与蓝天相衬，和谐如诗。最
喜一阵细雨密织、一场瑞雪纷扬，那当是
天空与大地温情的诉说。那翻涌的麦
浪、幽远的稻香、压枝的硕果、遍地的瓜
蔬，便是这段永恒情缘的结晶，四时至永
年。

原配的村庄，应该有黑黑的、静静的
夜晚。说黑，并不黑。那一弯或一轮明
月，如水如纱笼着村庄安然入睡；那漫天
闪烁的群星，似是夜的精灵，装点了夜空

和观星者的梦；那些见其亮难知其踪的
流萤，令村庄的夜如童话般静谧浪漫。
说静，亦不静。总有几声犬吠划破夜空，
扰了清梦；总有一片蛙鸣不绝于耳，唱着
丰年；总有数场虫奏轮番登场，情趣盎
然。这夜，才让人迷醉。

原配的村庄，应该有一眼井、一口
磨、一盘碾，皆位于村中央，养育着全村
人。那眼井，一汪泉喷涌不息，引得汲水
人络绎不绝，浆洗者不知疲累，激荡着村
庄的生机与活力；那口磨、那盘碾，诞生
于山中的顽石，却因石匠的凿刻打磨而
赋予了灵性，嗞嗞作响，不停旋转，磨碾
的是谷米，更是农人细润向好的生活。
即使，有天，它们被抛弃荒废，也定会就
地留存，那是村庄行进的路标。

原配的村庄，应该有袅袅的炊烟、浓
浓的饭香。房前屋后，一堆堆出自大山
或庄稼的柴草，成墙如山，昭示着主人的

勤劳、农家的殷实。三餐之时，你家我家
屋顶上那个烟囱次第冒出缕缕炊烟，自
成一景。炊烟散尽，饭香弥漫。高嗓门
儿的女人，喊回下地的男人和贪玩的孩
子，围坐小院饭桌，其乐融融；偶有邻居
端着饭碗，串门儿而食，相互尝上几口也
是常事儿。

原配的村庄，应该有自然生长的牲
畜家禽，它们亦是村庄的一员。圈里的
小猪崽，从饥饿嘶嚎，到肚圆酣眠。羊
儿、牛儿白天在山野食草，晚上在栏内养
膘；猫儿、狗儿看家护院，与主人亲昵无
间，老到垂暮不离不弃。一群鸡雏滚成
报晓的雄鸡、生蛋的母鸡；一排大鹅引吭
高歌、几只鸭子顺河漂游；好奇的孩子每
天傍晚拿着鸡蛋、鹅蛋、鸭蛋欢呼雀跃，
这生活才叫有滋有味。

原配的村庄，应该有着分明的节气
和原味的节日。唱着节气歌，迎接每个

季节，忙碌各种农事，指挥一年生活。何
时种瓜种豆、何时夏忙秋收，何时增减衣
物、何时调整伙食，全在节气的往复中把
握。

原配的村庄，应该有因势而建、自然
错落的房屋，开门见山、出门遇邻，夜不
闭户、路不拾遗、和睦相处；应该有贯通
各个角落的水泥路、石板路、土路、山路，
劳作、闲游、出行，无处不通达；应该有姹
紫嫣红的花花草草，每到一家便是花香
满庭，每至一处都会繁花遍地；应该有几
棵阅尽村里人情世故的古树，人们在树
下乘凉休憩，讲述并出演着村里那点事
儿……

这都应该是村庄的原配元素。站在
城市高高的楼顶、喧闹的街市，向着故乡
的方向，我闭眼“遥望”，原配的村庄清晰
可见，继而泪眼蒙眬……

夏榆到家时天已经黑了。他刚
把自行车搬进堂屋，就听见妻子赵
洁在厨房喊他。夏榆赶紧奔到厨
房。赵洁说：“去买盐，盐没有了。”
夏榆拉开碗橱抽屉找零钱。赵洁
说：“快点儿，鱼已经下锅了。”夏榆
说：“就来就来。”

杂货店在桥东。夏榆一路小跑
上了红兴桥。一架广告飞艇盘旋在
桥的上空，桥上站着许多看飞艇的
人。夏榆顾不得跟熟人打招呼，径
直往桥东走去。夏榆刚下桥，就听
到一声巨响，夏榆本能地扑倒在
地。夏榆在一片惊叫声中爬起来，
转身一看，桥没有了。夏榆的第一
个反应是有人炸了桥，第二个反应
是赶紧跑。夏榆跑了大约三公里
路，终于跑出那片茂密的树林，跑到
国道边。夏榆拦下一辆从北边开过
来的客车。司机摇下车窗，夏榆问
司机：“车去哪儿？”司机说：“南平。”
夏榆说：“就去南平。”夏榆上了车，
汽车拐弯的时候，夏榆听到刺耳的
警笛声。夏榆想，一定是警察去红
兴桥了。

夏榆不知道南平是什么地方，
但他想一定是遥远而陌生的异乡。
想到自己将永远离开老婆，永远失
踪，在遥远的异乡开始自由自在生
活，他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和惬意。

夏榆婚后一直想离开老婆，但
他一直没有找到好的办法和机会。
如果再不离开赵洁，他会崩溃的。
没有人知道他的痛苦，没有人知道
他的婚姻是世界上最失败的婚姻，
没有人知道他的老婆是世界上最可
恶的女人。她是那种没文化，以为
自己很有文化的女人。她是那种不
漂亮以为自己很漂亮的女人。她是
那种不让别人说话自己整天唠叨的
女人。她几乎厌恶一切。她讨厌抽
烟，所以他就不能抽烟。她讨厌喝
酒，所以他不能喝酒。她讨厌打牌，
所以他不能打牌。她讨厌交友，所
以他就不能交友。她讨厌吃肉，所
以他就永远吃不到肉。她讨厌电
话，所以他们家至今没有装电话。

她讨厌那些女明星，所以他不能看
电影电视。他几乎什么都不能干。
她只喜欢他整天陪着她，而他一刻
都不能忍受她。 他只要稍不顺她
的意，她就回娘家，她就不说话不睡
觉不吃饭，直到他向她承认错误她
才罢休。

夏榆一直想跟老婆离婚，但他
知道那是不可能的。赵洁对他说
过：“你要是跟我离婚，我就自杀。”
别的女人说自杀是要挟是恐吓，赵
洁是真的。她是说什么就干什么的
女人。他想过考研究生，赵洁说你
考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他想过出
国，赵洁说，你出国我就跟你出国。
所以他一直想失踪。只有失踪他才
能彻底摆脱赵洁。

所以，发现桥被炸，他立刻决定
趁机失踪。尽管他不知道桥为什么
被炸，但他肯定桥上的人无一生
还。他老婆知道他是去买盐的，那
个时候他应该在桥上，赵洁绝不会
想到他会趁这个事件失踪，赵洁肯
定以为他遇难了。他将永远摆脱赵
洁，开始新的生活。

夏榆醒来时，汽车已经停在了
南平。夏榆下了车，看一看天，已经
是第二天傍晚了。他向人打听哪儿
有报亭。在路人的指引下，夏榆找
到一个报亭，买了一份南平晚报，翻
到第四版，一个标题跳入他的视线：

酆城发生特大爆炸案
[本报讯]21日晚酆城发生特大

爆炸案。一出租车司机把装满炸药
的出租车停在酆城东部的红兴桥
上，因为对讲机开着，总台听到事发
前出租车司机和他女友的对话。出
租车司机说：“我在车上装了炸药，
你不答应嫁给我，我就引爆炸药，跟
你同归于尽。”女的说：“我不同意。”
随即一声巨响，桥当即炸毁，二十六
人遇难，三人失踪。据警方说，由于
桥下是山间激流，失踪者生还的可
能性很小。

夏榆吻了一下报纸，像断了线
的风筝在大堤上飞奔。

我的大哥刘三斤说，人上了年岁，
会出现两大特征：睡觉少，爱听戏。

三斤哥是机械厂退休干部，高级
工程师，自称玩扳手、老虎钳出身。他
今年73岁了，却依然硬朗得像块石头，
每天和老伴手拉手四处旅游度蜜月。
叫他大哥，倒不是因为年龄，而是我们
一个辈分。三斤哥爱笑，是驴鸣一样
的高分贝大笑，震耳朵。他大笑的时
候，我能看到他额头一侧的青筋跳动
着，像一条发情的蚯蚓。他不抽烟，爱
喝酒，会把（ba，平声）鹌鹑，睡觉前爱
看《三侠五义》，高兴时还会写诗。老
伴七十大寿时他即席赋诗一首，最后
两句是：但愿能持久，千里共婵娟。流
传甚广。

三斤哥的最爱还是听戏。
三斤哥上周携老伴从俄罗斯旅游

归来，顺便到郑州来看我，给我捎了一
组套娃，然后忽闪着舌头说俄语，让我
请他去听戏。向朋友要了三张票，喝
了酒去听戏，我最不能忍受的是他总
用手在我胳膊上打节拍，弄得我可
痒。那是场戏迷擂台赛，有位曲剧演
员上演了一出滑稽戏，台下一阵阵哄
堂大笑，其中三斤哥的笑声最桀骜不
驯，嘎嘎嘎，嘎嘎嘎，很多人扭头朝我
们看，我都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三
斤哥竟也把头插进裤裆里，右手在地
板上来回摸，我说三斤哥你咋啦？他
撅着腚吭哧吭哧地说：“我牙呢！我假
牙掉哪儿了？”

我爱听戏是从七八岁开始的，那
时上小学。

我的父亲当年做过县文化馆馆
长，文化馆管戏曲和曲艺。我的大堂
兄是县豫剧团的演员。大堂兄说，走，
写作业有屁用，看戏去！我就跟他去
看戏，不买票，直接进后场。后场是一
块用厚木板搭起的矩形台，人走在上
面吱扭吱扭响，四周是大幕布，里面很
亮堂，大灯泡，有小虫子绕着飞，踩着
开场前二胡的板眼欢快地飞。偶尔也
会钻过来一只大扑棱蛾子，在所有女
旦的尖叫中忽闪忽闪地翱翔。后场里
有说有笑，有好闻的脂粉和油彩味。
化完妆的小花旦很俊，嗑着瓜子抡着
大眼，咯吱咯吱地笑着和团长聊天，间

或互相掐拧一把，不知咋的忽然就恼
了，小花旦碎踩金莲，“呸”了一声扭着
身子甩着手绢走了。

团长50来岁，留着中分头，打了摩
丝，灯光下乌黑发亮。他不化妆，也不
唱戏，就咋咋呼呼地指挥。团长抽着
烟，间或吸吸鼻子，瞄准幕布的缝儿往
外面黑咕隆咚的地方吐一口痰，而且
每次都能很精准地吐到幕布外面去。
有两次我听到外面突然哎呀一声：啊
呸，哪个龟孙！哪个龟孙吐我一头屎？

团长拉了个板凳在正化妆的青衣
身旁坐下来，看着青衣的脸，笑笑的，
有一句没一句地聊天。青衣偶尔回他
一句，很矜持，她是我们县剧团最大的
角儿，叫马凤贞，连书记、县长都熟。
她老公公是上上任老书记，退了。她
爹原来在西街卖油茶卖包子，后来不
卖了，开了个大超市，每天抽最贵的

“大前门”烟、喝茅台。我经常会看到
这匹老马在街上信马由缰地穷蹓跶，
披着件呢子大衣，乍着膀子，一晃一晃
地走路，一根烟在嘴角豪华地支棱着，
可我总觉得他那件崭新的呢子大衣时
时倔犟地散发着油茶和包子味儿。

锣鼓骤起，戏就开演了。我站在
台上拉开的幕布下看戏，左眼台前，右
眼幕后。马凤贞在台上哎哎呦呦地
唱，台下有人亢奋地叫好，叫得直咳
嗽。马凤贞演的娘娘是坏人，心如蛇
蝎，搁皇上身边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刺
挠人。

那时看戏，总弄不明白，娘娘这么
个害人精，为什么要让漂亮的马凤贞
来演。就像看电视，原来的电视剧，看
一眼就知道是好人和坏人，可现在的
坏人，总让人傻傻地分不清。就像“傻
根儿”和大胡子的老婆劈腿，你在微博
上发声明，她在家里开记者会，弄不清
谁有理，只知道皇宫的娘娘和村野娘
们儿一样打嗝放屁。我本来就不是八
卦的人，看他们互指得心烦，索性不再
去关注了：她们劈腿又不找我！

左眼台前彩戏，右眼幕后烟火。
儿时站在戏台上看戏的经历，让我觉
得自己就像一个舞台资深的主持：因
看到表演而欣喜有加，因看透表演而
嗤之以鼻。

怀念夏榆
烟火人生 小小说

乡村夜话

梦中的小船
作者 琳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