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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那口老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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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荪

进入立冬时节，但秋意仍浓。
秋色可证。
古人说金秋，那是按五行说的，金木水

火土之金管秋季与西方，故有金秋金风之
说。

就色彩而论，金色含黄与赤。大自然
似乎呼应了这个“金”字。

深秋的畅园可证。
秋将尽时，树木花草竟是如此一片辉

煌优雅的金色，明丽深沉的黄色成了园区

树木花草的主色调。石榴树叶密密的碎碎
的，由嫩黄变成浅黄，娇女似的。

梧桐的叶子由深黄到枯黄，正如古人
所谓秋色老梧桐，但风韵犹存。

枫叶使枫树整个成了花树，淡红、浅
黄、深红、酒红，透明成五角花七角花，让人
想起洋美女的风姿。

鹅黄色木瓜出没在刚有点变黄的绿叶
中间。垂柳、白蜡等在绿色枝头甩出来缕
缕片片的金丝，像中年人间或生出的华发。

最惹眼的是银杏。皇家专用的明黄色
再变成姜黄色，闪耀在髙挑的身段和长长

的臂膀上，花枝招展的舞女一般，引人不能
不看。

还 有 赤 黄 或 者 说 是 赤 色 的 叶 子 一
族，如黄栌、柿树，叶子或圆或长，大而
厚，远望如火，近看似红亮的灯笼，赤色
的铜掌。

长青树种女贞水杉七叶树松竹之属，
包括芦苇，也氤氲着星星点点的灰黄。

不能不提的是，在路边湖畔生长的野
花，都是特精神、特艳，一片片匍匐在地上，
站位很低，但是，不论红的、白的、粉的，都
像久经历练而不败的老兵，颇有一点傲

娇。不过，黄色者居多，比明黄稍深，因为
自生自长，故而艳极。

见到这些，很容易想起两个字：醉秋。
秋叶如花，正在醉秋时。金色是花木

的语言，醉是内在的充盈。由青到绿到黄，
花色要随季节来也要随之褪了。

古老的主题是悲秋。其实，何须悲伤，
明年君再来，还会再艳。过一年又是一条
好汉，依然健旺，优雅，一如秋之烂漫，唐诗
豪刘禹锡深得此旨，其诗云：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3

金 秋

□张永权

散文集《云南的色彩》的作
者是散文家王剑冰，他是云南的
老朋友。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
期到现在，他 20 多次到云南生
活、采风、写作，足迹几乎遍及云
南所有州市的城乡、村寨、高山
峡谷和边陲要塞。我作为一名
文学工作者，曾多次陪同他一起
采访，见证了剑冰对彩云之南这
片神奇土地和各族人民的挚爱
深情，云南几乎成了他的第二故
乡。他每到一个地方，都深入底
层，认真采访，收集素材，精心创
作，一篇篇凝结着他的心血和对
云南这片土地及各族人民热爱
的美文，不断见诸报端，影响很
大。

云南，这个神奇美丽的地
方，被明代大文学家杨升庵赞为

“花枝不断四时春”。阮元的名
句“春风先到彩云南”中的“彩云
南”，更是从色彩上把云南描绘
得美不胜收，如诗如画。王剑冰
走遍云南的山山水水，作为一个
外地作家，首先进入他视野的，
就是云南的色彩，给他视觉冲击
最大的也是云南的色彩。因此
他以“云南的色彩”作为书名，并
在多篇作品中，去抒写云南色彩
的美丽、神奇、丰富。他在《哈尼
梯田》中，既写梯田的“势”，“那
是千山万壑的势，拔山盖世的
势，九重天梯的势”，也写梯田的
色彩美，“每一块梯田都填满了
色彩，没有一块空缺。……它似
乎总有一种集体观念，要照顾那
数千数万片色彩的统一……”色
彩的壮丽美融入哈尼梯田雄奇
的势中，更呈现出哈尼梯田“是
大地与人共同合作的艺术”的独
特美。在《田园的版画》中，作家
艺术的慧眼游刃于马关壮乡阿
峨农民版画与大地生态的色彩
中，二者的色彩美成就了这篇
美文。王剑冰不仅是散文大
家，对绘画也是内行，在《哀牢
山中花花腰傣》《苗家五彩衣》
《马洒的色彩》《玉溪闻香》《尚
火的山寨》《走向雪山》等作品
中 ，都 有 彩 云 之 南 的 色 彩 之
美。色彩在剑冰的笔下，不是
单纯的颜色再现，而是以深情
融入色彩，凝结着色彩中的诗
意和故事，使色彩之美更加悠
远绵长，正如他在书的后记中
所写：云南的色彩是描摹不完
的，也是不可能描摹得清楚的。

透过“云南的色彩”，我们聆
听到发生在彩云之南许多神奇
的故事，历史的、现实的、民族
的、风情的、生态的等，这些故事
增强了这部散文集丰厚的思想
内蕴和鲜明的个性风情。在《最
早叫“云南”的地方》，一个“云南
驿”的古驿站，在作者笔下，涌动
着云南古往今来2000多年的历
史风云。汉武帝在今祥云县设
云南县，就有了云南的地名。当
时的云南县就是古南方丝绸之
路上的一个驿站。抗日战争时
期这里有飞虎队的机场。作品
把历史上茶马古道上发生凄美
的爱情故事等，通过一个个大石
磙子，一曲曲民歌民谣，一口古
井，娓娓道来，就向我们讲述了
一个个动人的云南故事。这样
的故事，还有位于古丝绸之路
要冲上的“豆沙关”，讲述西南
联大师生在蒙自生活的《我远
来是为这一湖水》等多篇。而
反映现实生活的如《大山包的
女人》《黄茅岭之行》《想起云
南》等，有的书写了云南山里女
人的时代风采，有的表现了脱
贫攻坚给山乡带来的新气象，
有的反映了外国友人对云南这
片土地的热爱。表现民族风情
和生态的散文如《红河之滨》
《白水鸟无言的和声》《神秘的
香格里拉》《尚火的山寨》等，在
一个又一个的风情浓郁、色彩
鲜明的故事中，反映了云南这
片土地的神奇、美丽和丰富，这
些作品都很有看头，可读性较
强，对于读者，颇有吸引力，也
为这本书增添了沉郁凝重的审
美品格。

诗意美，也是《云南的色彩》
的一大亮点。剑冰在创作这些
散文时，内心总有无穷的诗意和
激情，流淌到笔端，带给读者无
限的遐思和审美的享受。虽然，
作者不刻意追求语言的诗化，但
不少作品有可品的诗味，在语言
上，炼字炼意，时有“一字之工”
的诗之魅力，令人叹服。作者写
马洒老人奏听古乐，沉迷其中，
就有这样的句子：“他们摇动着
身子，摆弄着头颅，微闭着眼睛，
享受着从瓦上滚落的太阳……”
用“滚落”一词来形容太阳的照
射，就是诗歌创作上“陌生化”语
言的运用，说是很美的诗句，也
不过誉。这部散文集中的诗意
美，提升了作品的审美品位，增
强了作品的艺术魅力。3

□侯振云

老家村里评定贫困户时，年过七旬
的母亲对村干部坚持说自己也应该是
贫困户。

母亲说，你们算算就知道了。我一
年就靠这一亩三分地的收入生活，加上
这个那个补贴，不吃不喝也不过挣两千
四五百块钱。要是生个病闹个灾，连吃
药钱都不够。政府规定的贫困户脱贫
标准是三千两百零八块钱，你们说，我
算不算贫困户？

母亲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前，打小没
上过学，仅认识“男”和“女”两个字，那
还是父亲为了防止母亲上厕所走错门
才教的。家里这笔收入账显然是经过
反复认真算过的，不然以她的脾气和性
格绝不会去找村干部说。

村干部笑笑嗔怪母亲。老太太，
您也是糊涂了。您有五个孩子，都生
活得滋滋润润，不愁吃、不愁穿、不愁
钱花，房子也结结实实的，怎么能算贫
困户呢？

母亲不服气，依然坚持自己的观
点。他们是他们，我是我啊。

村干部哭笑不得。老太太，我们
不和您解释了，您找您家老三说吧，他
在市里上班，是干部，让他给您解释解
释。村干部嘴里说的老三是我。在一
个相对清闲的单位上班，也参与一些
扶贫工作。听村干部电话里说了母亲
的情况，我感到很愧疚和不安。自己
好歹也是个干部，怎么能让老母亲当
贫困户呢？我决定回老家一趟，和母
亲好好聊聊。

其实以往每次回老家，母亲也经常
和我们聊，可总是聊着聊着就聊回了过
去。过去，因为人口多，劳力少，家里一
直很穷，也因为穷遭受了不少委屈。我

上师范的时候，三千三百块钱的自费学
费让家里人高兴之余也压力山大，在当
年玉米价格每斤只卖八分钱的年代，三
千多块钱并不是个小数目。为了凑足
这些钱，父母粜完了仅有的余粮，磨破
嘴皮，顶着冷眼，借遍了所有的亲戚朋
友，才勉强凑齐。

为了改变家里的状况，父母心里一
直憋着一股劲，一心要甩掉家里的穷帽
子。母亲经常说，咱是穷，但穷不能丢
了志气，谁也不能靠，得靠自己爬出穷
窝窝。多少年来父亲母亲像一对老黄
牛，忙个不停。尤其是母亲，农忙的时
候和家里男劳力一样下地干活，下晌回
到家，我们几个坐在树荫里擦汗喘气休
息，母亲却还要钻进烟熏火燎的厨房，
赶着做一家人的饭菜。晚上，忙了一天
的母亲还要把一家人的脏衣服洗好晾
出来。母亲说，苦点累点不要紧，出了
门就要规规矩矩、干干净净的，不能让
别人笑话。

干活成了母亲最大的习惯，从早到
晚都是忙碌的身影。

母亲经常说，庄稼人就是干活的，
丢下耙就要拿扫帚，不干活，身上不舒
服。但母亲毕竟上了年纪，许多活想干
也干不动了。母亲便增加了许多叹息
——唉，老了，不中用了，不能干活挣钱
了，连个贫困户也赶不上了！

听说我要回来，母亲格外高兴。
一大早就拨通我的电话。问我想吃
什么饭，她好提前准备。回到家，母
亲已经准备好了一桌子菜。一看就
知道母亲忙活了一大晌。一边吃饭
我一边耐心地劝说母亲别再去说贫
困户的事了，一是不符合政策，二是
影响也不好，哪有干部父母当贫困户
的？钱不够花，我们几个多给您点就
是了。

母亲喃喃地说，不是钱的问题，不
是钱的问题。现在政策好了，人家贫困
户有的身体不好这病那病的脱了贫一
年还能挣三千多块钱呢，我有胳膊有
腿身体硬朗朗的一年才挣两千多块
钱，总不能连个贫困户也不如吧。这
个理说不通啊。这样的话，贫困户也
瞧不起我了。

原来母亲还是因为心里那个结。
穷怕了！

但不管怎么说，村干部告诉我，
我走了以后，母亲总算不再提贫困
户的事了。我悬着的心才算放进了
肚子。

可没过多久，村支书又突然打来电
话，吞吞吐吐地说，老三啊，老太太在村
里蔬菜合作社的地里打工呢！择菜分
菜的活儿，一天五十块钱。群众对你都
有意见了，县里干部的老母亲打工挣
钱，这好说不好听啊！我们可是咋劝也
劝不住啊！

打工？我心里一惊。母亲都七十
多岁的人了，怎么还去打工？

我急忙拨通了母亲的老年机。母
亲的电话里很嘈杂，应该是在择菜的现
场。

妈，您怎么去打工啊？我有点责怪
母亲。

你们别管了！娘好着呢，累不坏！
再说也不是天天干，高兴了就来，不想
来了就歇，一天五十块钱，随便干点就
超过贫困户了。你也别觉得脸上挂不
住，娘不偷不抢，靠自己的力气挣钱，不
丢人！母亲的声音很大，朗朗的像说给
所有人听。

我知道母亲的脾气，大声说：妈，那
您注意身体，累了就歇会儿，别累坏了！

挂断电话，想想为我们操劳了一辈
子的母亲，泪水不禁模糊了双眼。3

□芷兰

童年的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老家
门口的那口老井。

井台呈四方形，圆圆的井口周围清
一色的青石砌就。井水，永远那么清
澈、明亮，波纹荡漾，银光闪耀。

老井总是“吱呀吱呀”唱着一首动
听的歌谣，应和着乡村中的鸡鸣狗吠，
构成一曲优美的乡间交响曲。乡村人
家都备有水缸，往往每天早上去挑水，
将水缸里的水盛得满满的，以供一天使
用。每天到老井打水的人络绎不绝，有
挑水的，也有抬水的。桶里的清水跳着
欢快的舞蹈，荡出来洒落在乡间小路
上，一行行，一片片，湿漉漉的，与黄土
地相映衬，像是一幅美丽的水墨画。

老井的冬夏都别有风味。盛夏，走
到井边，打上来一桶井水，舀起一瓢，仰
起头，咕咚咕咚，一饮而尽。一股冷气，
从喉咙里一直凉遍全身。啊，真凉快！
用粮食跟瓜农换取一两个西瓜，放进冰
凉的井水里浸上半小时，便成了“冰镇”
西瓜，吃起来冰爽可口，暑气全消。隆
冬季节，天寒地冻，井口上面不断冒出
缕缕白雾，如同太上老君的炼丹炉。探
头往井里一看，井底会映出人影，井内
壁的缝隙里长着郁郁葱葱的青草和青
苔，充满生机和灵气。冬季，水井旁也
是妇女们浣洗衣服的地方，河水冰冷，

井水温暖，洗衣服不会感觉到冷。妇女
们一边洗衣一边聊天，天南地北、家长
里短，无所不谈，不时传出阵阵笑声，给
宁静的乡村平添几分热闹。

我就是吃老井水长大的。六七岁
的时候，我和哥哥就一起到老井抬水。
哥哥提着水桶，我拿着抬水的长棍子，
迈着轻快的脚步走出家门，来到老井
边。正值少年的哥哥最喜欢放“野辘
轳”，左手把水桶钩在辘轳绳的钩子上
放下井口，右手反而放开了辘轳把任其
自由下落。看着哗啦啦疯狂运转不受
控制的辘轳，我吓得魂飞魄散大叫起
来。哥哥却呵呵笑起来，连声说：“别怕
别怕，有哥呢！”一边说一边伸出左手搭
上辘轳，疯狂的辘轳忽然变得很听话，
渐渐慢下来，然后是“咚”的一声，水桶
落到水面了。稍作停留，哥哥开始汲
水，只见他右手摇动辘轳把，左手时不
时拨一下井绳，使井绳整齐地缠绕在辘
轳上。转眼之间，一桶清冽甘甜的井水
露出了井口，哥哥右手摇着辘轳把，左
手向下一探，抓住水桶拉了上来，双手
配合得天衣无缝，一桶水就算完美地汲
了上来。

年龄再大点的时候，我就能自己到
老井边给家里挑水了。先是每次挑两
半桶，然后是两大半桶，最后才是两满
桶。有时一不小心，会将水桶掉进井
里。队里有个铁制的捞梢钩子，有三根

爪，用绳子拴上它扔到水里，朝着水桶
漂浮的方位，一下一下地往上提，水桶
上钩了，就可以提上来了。

就这样，围绕着老井，喝着老井甘
甜透心的水，我走过了充满幻想的童
年，度过了十年寒窗生涯。清澈甘甜的
井水像母亲的乳汁一样，哺育着我成
长，也净化了我的灵魂。

老井不但养育了村里的祖祖辈辈，
还为我们村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优秀
人才。小河对岸的一户于姓人家，经常
来喝老井的水，家里考上了一个清华
生。我们家兄妹三人喝着井水，也都相
继考上了大学。于是村里的老人们都
说：“咱这口井的水可是神水啊，喝了这
口井里的水，人都比别村的人聪明，你
看，老于家出了一个清华生，老岳家三
个孩子都考上了大学，还有……”“神
水”的消息像插上了翅膀，传遍了三里
五村，于是就不断有邻村的人过来汲
水，老井更加忙碌了。

老井，见证了岁月的变迁，也见证了
老家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过去农民交公
粮到现在国家发放粮食补贴；从过去都
住土坯房到现在户户小洋楼；从过去人
们挑水喝到现在家家安装自来水……

不知何时，村中不见了那口老井。
老井完成了它的使命，悄无声息地淹没
进了历史的尘烟里。但是，每当想起老
家，我总是会想起那口老井。3

□程乐意

清晨，我登上茱萸顶峰举目远望

莽莽苍苍望不到边际八百里太行

千万座山峰伸出千万双手臂

托起一轮喷薄升起的太阳

一声大山的号子在山涧起伏

唤醒父老乡亲

开始新一天的生活和希望

田地开垦在山下

公路盘绕在山上

赶着牛羊的孩童大踏步走向日出

背着柴火的大娘蹒跚跚走回村庄

头顶艳阳高照霞光万丈

眼底炊烟袅袅云海流淌

身旁绿树成荫山峰雄壮

脚边河水奔腾百鸟欢唱

头枕西山脚踏着黄河

好一座壮美的太行啊

我的心里又有了美好的形象

我的诗又增添了崭新的篇章

傍晚，我站在林虑山尽情欣赏

漫山遍野一片青绿一片金黄

就像老人脸上刻满岁月的沧桑

女娲炼石补天挥汗如雨

盘古开天辟地斧石碰撞

大路上商贾接踵

山野里农人正忙

五千年文明铺成的道路啊

走出无数仁人志士时代榜样

收获的喜悦和着阵阵鸟鸣

随着清清的溪水流向远方

流走的是亿万年的岁月

留下的是沉甸甸的历史

那些凝固的壮美的形象啊

还有夕阳和皎洁的月光

南有大海浩瀚

北有长城万里

太行啊太行

你是堂堂的北方汉子

东有泰岳雄伟

西有天山茫茫

太行啊太行

你是巍巍大山的脊梁

不论是你兴奋时的一声呐喊

还是你忧伤时的一个哀叹

一出口都是绝唱……3

母亲脱贫

□薄暮

初次见他

在南太行的一片坡地

有一些羞涩

说自己第一次当书记

当了第一书记

他告诉我

要在这一片荒山上种树

软籽石榴、冬桃和甜柿

他的眼睛很亮

一直看着我说话

仿佛要让人从他眼里

看到满山的果实

再见他是次年在山坡上

满山的花朵

风一吹 阳光落了一地

他的手像粗糙的树皮

看着那些树 目光温柔

像一只孵蛋的母鸡

弓着腰 语气绵细

挥着手势

几乎要匍匐下去

抚育自己的孩子

今天想起这些

是因为早上接到他的惊喜

他说柿子红透了

比石榴和桃子还要好吃

他的声音 像一个

第一次读懂童话的孩子

也许，他在那片坡上刻下脚印

算不得奇迹

但他的确第一次

让我亲眼看到

为别人许愿 并且真的

朝许愿的方向努力

是关于社会、人生的重大命题3

第一书记

放歌太行

云
南
的
色
彩

叹
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