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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我又来到曾经
工作过14年的铜陵古镇大
通，伫足在大通老渡口一处
台阶上，举目眺望位于青通
河与鹊江交汇的河南嘴小
渔村，昔日的小渔村和岸边
渔罾早已不见踪影，取而代
之的是一片平坦地和一根
红白色的航标柱。望着远
去的小渔村，我的思绪回到

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中叶……
曾记得，我是1981年10月下旬从

重庆某部转业被分配到大通镇工作，当
年的河南嘴小渔村叫渔业公社，1984
年乡镇机构改革，渔业公社撤销，人员
编制编入大通镇，小渔村也改为河南嘴
居委会。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与小渔村
的干部和渔民有了零距离的接触，从他
们的言谈中陆续了解到河南嘴小渔村
的发展与变迁。河南嘴小渔村渔民捕
鱼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了，从明代洪武
年开始，小渔村便有高、张、朱、吴、孙、
史、叶等七大姓氏定居在河南嘴以捕鱼
虾为生。渔民们捕鱼的工具多为渔罾、
渔网（拖网、撒网、鱼花网）、挂鱼钩（滚
钩）、裤脚笼、虾笼、鳝笼等。在大通古
镇上至今流传着河南嘴小渔村“撒网撒
得腰杆勾，不如高家一罾兜”和“撒网
十网九网空，老张一网定成功”的“高家
的罾，张家的网”的神奇故事。随着长
江水族资源的逐渐枯竭，当地政府为了
河南嘴小渔村渔民的生存出路，在20

世纪70年代，将离大通镇5里的鸡冠山
一处湖滩，改造成5000亩的水产品养
殖场，定名为白浪湖养殖场，部分渔民
开始上岸在鸡冠山安营扎寨实行人工
水产养殖。在我的记忆里，20世纪80
年代河南嘴小渔村，渔民从事的主业大
致可分为三大类，即：继续沿袭采用罾、
网（撒网、迷魂阵）、挂（滚）钩在江河捕
鱼虾，从事水上运输和人工水产养殖。

自从河南嘴小渔村划归大通镇管
辖之后，因工作关系，我走进了小渔村，
当年的河南嘴小渔村定居着上百户渔
民，基本是砖瓦穿枋结构的民房，有的
是两层小楼房，还有一所河南嘴小学
校。由于小渔村与大通老街有一条青
通河相隔，小渔村的渔民上大通老街和
返回小渔村，以及人们到河南嘴小渔村
的唯一交通工具是小木船。在小渔村，
记得我写的第一篇稿件是渔民于保年
为两个儿子聘请家庭教师的消息。那
是1985年元月初，在副镇长李斌的推
荐下，我来到于保年的渔船上，采访他
聘请家庭教师的前因后果，写了一篇小
通讯寄到《铜陵报》。负责这篇稿件的
编辑是王洪启老师，他将我这篇小通讯
改为300多字的消息，放在1月8日《铜
陵报》的报眼上。眉题是：不愁没钱花
就愁没文化；主题是：捕鱼专业户于保
年聘请家庭教师。这篇消息获得《铜陵
报》1985年度消息类一等奖。这篇消
息见报后，还引起《半月谈》杂志姓冯的
记者的关注，冯记者专程来到大通镇采

访，后来于保年聘请家庭教师的故事，
登上了《半月谈》杂志。嗣后，我还陆
续采写了渔民吴友根和另外一个姓杨
的渔民，他俩深夜在大通羊山矶江面
上，冒着生命危险勇救落水菜农的感
人事迹；渔民高根保大胆承包白浪湖
养殖场的故事，以及小渔村的渔民多
次将误捕的国家一类保护水生动物中
华鲟，主动放回长江的故事等等。从
他们的一言一行中，我感悟到小渔村
的渔民在新中国的阳光滋润下，在改
革开放的大潮中，身上处处闪烁着善
良、淳朴、诚信、忠厚，以及敢于冲破千
百年来“渔民不救落水人”的陈腐观念
的高贵品质。

然而，在我的印象中，河南嘴小渔
村留给我最深是渔罾。渔罾，河南嘴小
渔村渔民称之为“生命之罾”。因为，
渔罾是小渔村渔民的亲密伙伴，是渔
民勤劳的见证。对河南嘴小渔村渔
民来说，没有渔罾，就是没有生活的
源泉。这里的渔民往往因为能制作
一张称心如意的渔罾，而增添许多生
活的勇气和智慧。“扳罾得顺手，越扳
越有劲”。在20世纪50年代，河南嘴
小渔村的渔民在青通河里曾一罾扳
起 800 多斤黄姑鱼。1988 年金秋时
节，我曾见到高家兄弟俩，用船头罾
在青通河上一罾扳起105条鲢鱼。河
南嘴小渔村的渔罾大体说来可分为
三大类：岸边罾、船头罾和拦河罾。
岸边罾多数是有固定地点，大的有一

两丈，小的只有一两米；船头罾是安装
在小木船上，用4根或2根毛竹支撑起
的渔罾，可以划着小木船在青通河或鹊
江江面上来回流动扳罾；拦河罾则是用
渔网把整个一段河面拦腰截断，可谓是
小渔村渔民最大的渔罾。记得孩提时
代，我时常在鹊江边看渔民们扳罾，有
时也拿着活动的小渔罾跟在大人后面
学着扳罾，嘴里还不断地念着母亲教给
的“扳罾歌”。“扳罾，起罾，扳条大鱼十
八斤，大鱼送隔壁，小鱼自家吃……”我
在大通镇工作期间，还能看到河南嘴渔
民们扳罾的身影。每当看到青通河上
渔罾点点，渔民们扳罾、起罾，忙忙碌
碌的情景时，总要唤起我儿时的回
忆。每当西边的天空燃烧着一片桔红
色的晚霞时，我看见，一阵阵微波荡漾
的时候，那映照在浪尖上的霞光，就像
一片片燃烧的火焰，闪烁着，流动着，
消失了，而后面的一排又在闪烁着，流
动着，涌了过来。船儿在浪尖上荡悠
着，罾儿在霞光中晃动着，鱼儿在罾里
蹦跳着，欢乐的渔歌在故乡青通河畔
久久地飘荡着……

而如今，随着长江大保护，河南嘴
小渔村走进了历史的尽头，最终消失
在人们的视野里，再也看不到青通河
上“渔罾最碍船”的繁荣景象了。远去
的小渔村，以及20世纪80年代后期，
我在河南嘴小渔村的嘴尖上，与岸边
罾留影的老照片，只能留存在我的记
忆里。

□詹敬鹏

远去的小渔村

前不久，单位购置了一批图书，其
中有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上中下厚厚三册。几天后，我见单位
一小伙子捧着这部小说在读，很忘情
的样子。我的思绪因此一下子回到了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

那个时候，我有一嗜好，就是在午
睡前听半个小时的长篇小说联播，如
果不听一听，一天就像丢了什么似
的。《平凡的世界》无疑是我听过的小
说中极精彩的一部，这部小说以中国
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为背景，通
过复杂的矛盾纠葛，以孙少安和孙少
平两兄弟为中心，刻画了当时社会各
阶层众多普通人的形象；劳动与爱情、
挫折与追求、痛苦与欢乐、日常生活与
巨大社会冲突纷繁地交织在一起，深
刻地展示了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
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一路听
来，深入心灵，不忍释怀。

然而，路遥却是英年早逝。原因
在于他长期处于恶劣而清苦的生活、
写作环境中，在他将不可多得的精神
产品推送到世人面前的时候，他的不
容易并没有受到世人的关注。事实
上，路遥是个把写作看得比生命还重
要的人，他曾说：“我由于陷入很深，对
处理写作以外的事已失去理智。我常
暗自噙着泪水，一再问自己：你为什么
要这样？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路遥
之所以成为路遥，我想，最根本的原因
是他把全部生命投入了写作，生活的
清贫于他来说无足挂齿的。据说，在
这部小说划上最后一个标点符号后，
他满含生命深处迸发出来的泪水，大

叫一声，将笔掷出了窗外，然后昏倒在
写字台旁。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他无
法从书中回到现实世界中来，连过马
路都要弟弟搀扶。因为全身心投出写
作，他耗尽了全部的生命体能，不久，
便离开了人世。

这部小说最令人感动的，是孙氏
兄弟不甘为命运的玩偶，在沉重的生
活中发掘自己被禁锢的价值，生命不
止，自强不息，这对看过这本书的人无
疑是一种潜在的激励。

人生总有不如意的时候，我也不
例外。80年代初，因高考失利，我只能
走进一所普通的大专院校就读。因为
看不到自以为璀璨的前景，大学期间，
甚至是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的几年时
间内，我的心境好像从来没有真正地
晴朗过。后来，一不经心，在专业之
外，我先后爱上了绘画和文字。最终
与文字结缘，应该与路遥的《平凡的世
界》有关。

听着广播小说《平凡的世界》，我
不止一次被小说中的主人公打动。小
说中“平凡但不平庸”的群体——孙少
安、孙少平、孙兰香、田晓霞、田润叶、
李向前……一不经意，就让人从中找
到了生命的映像，从而找到了生命的
着力点和生活的支撑点。在艰苦的环
境里，面对诸多困难和挫折，承受着巨
大的打击和压力而不言弃、不言败，为
了自己的理想，在逼仄的生活境况中
挣扎的孙少安、孙少平，该付出多少心

血啊。听着，想着，我的内心不知不
觉就敞亮了许多。是啊，尘世之间，
真正有价值的人生，从来都不是一帆
风顺的，不经历风雨又怎么能见彩虹
呢！正是《平凡的世界》不平凡的故
事，悄无声息地帮我修正了一度消极
的人生轨迹。正如书中所言：“命运
总是不如人愿。但往往是在无数的
痛苦中，在重重的矛盾和艰辛中才使
人成熟起来，坚强起来，虽然这些东
西在实际感受中给人带来的并不都
是欢乐。”

路遥创作出《平凡的世界》，就像
一个技艺精湛的玉雕工匠雕出了一座
美轮美奂、栩栩如生的仙女玉像。他
不遗余力地将精神世界里的“仙女”拿
出来放在了一块璞玉上。《平凡的世
界》这部小说和路遥本身向我们述说
的，是独立的人格，“忘我”的情怀。一
个人的生命，有了人格的光芒，忘我的
境界，又怎会没有永恒的走向。倾听

《平凡的世界》，就像倾听亘古大地与
苍凉宇宙间滑过的平凡的声息，荡气
回肠。

时至今日，书中的情节大多模糊
了。但看到现在的年轻人有心捧读这部
小说，我的心地就有一种莫名的感奋。
我依然相信，平凡世界里依然有许多不
同凡响的心。我想，书中传递的正能量，
既然可以在上个世纪深深地植入我的心
灵，也同样可以在今天，浸润每一个有心
读这本书的读者的心灵。

□程应峰

平凡的世界，忘我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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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县桃花潭我已经来过三次，每
一次来感受都不一样，觉得这里真的
像李白所言“桃花潭水深千尺”。

第一次来是很多年前的一个春
天，来的路上心里盘算着：桃花潭一定
是一汪绿水、万亩桃花，一定能看到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的古色古
香，在车上还有人哼着蒋大为唱红的
歌曲《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到目的
地后导游介绍说：这就是桃花潭，它的
上游是太平湖，下游是青弋江。桃花
潭发源于石台县和黄山北麓，是长江
支流青弋江的上游，西岸住的主要是
万氏家族，东岸住的大部分是翟姓人
家。看着眼前的“景致”大家有些失
望，我也觉得实景与想象的落差太
大。顺着导游指的一块木牌子，看到
上面写着汪伦邀请李白来桃花潭游历
的故事。

汪伦仰慕李白诗名，唐天宝年间，
他听说诗人李白旅居南陵叔父李冰阳
家，便写信邀请李白到自己住地（桃花
潭）游玩。信中说：“先生好游乎？此地
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
酒店。”李白接信后欣然前往。来到一
看，原来这是一个偏僻的南阳小镇，只
有一两家酒店，并无十里桃花，根本看
不到信函中所描绘的热闹繁华。

当时老李的感觉估计与我们第一
次来的感觉相同，汪伦解释到：“酒店
老板姓万，故曰‘万家酒店’。这一段
水域上下约十来里，统称桃花潭，故名

‘十里桃花’。之所以这么说，真实的
想法就是希望先生您能来此一游，聊
慰吾辈思慕之情。”李白是不拘小节的
浪漫诗人，觉得老汪的解释也算是民
俗文化里的“脑筋急转弯”。只是自己
事先没悟透“包袱”，不明就里贸然而
来，怪不得汪伦。于是抛掉不悦、转憎
为喜，与汪伦把酒言欢、纵情山水、相
娱多日。

为了纪念李白的足迹，现在桃花
潭西岸的万村依然保留着修建于明
末清初的“怀仙阁”。怀仙阁依山临
水、飞檐翘角，美丽的青弋江携一湾
绿水从阁前轻轻划过。据说这是当
年李白与汪伦饮酒聊天的地方。走
进怀仙阁，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墙上悬
挂的当代伟人毛泽东手书《赠汪伦》
挂匾。中国人都熟悉的“毛体”，笔法
俏俊、大气磅礴、无拘无束、飘逸若
仙，与李白的诗风浑然一体。文化是
需要沉淀的，沉淀的越久魅力越大，
越有观赏价值。我们在万村还可以
看到“万家酒楼”的遗址和占地一亩
左右的汪伦墓。

据说汪伦是歙州黟县人，做过泾
县令，后退隐桃花潭。有人说汪伦既

无文名也无诗名，仅靠一次“打赏”打
出了“千古名人”。我不以为然。我以
为汪伦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人物，虽
然官不大，地位也不高，可是他把地域
文化做到了极致。没有他，桃花潭可
能就不像现在这么著名；没有他，《赠
汪伦》这首诗极有可能胎死腹中，是他
催生了李白这首歌颂人情美的千古绝
唱！有人统计李白在泾县（泾川）先后
写了十三首诗，但都难与这一首匹
敌。我以为在这里汪伦与李白珠联璧
合，共同铺就了桃花潭的文化底蕴，这
是独特的、无法替代的底蕴！从此桃
花潭走出了泾县，走向了全国，走向了
世界。

汪李相聚分别时，汪伦送李白八
匹名马、十段官锦。这是当地民间传
说，木牌上没有介绍。导游说：泾县自
古就是养蚕产丝的地方，汪伦当时已
经隐居桃花潭，他所赠其实也就是“地
方土特产”。那天李白在东园古渡乘
舟准备离开时，汪伦在古岸阁上设宴
为他饯行，并拍手踏脚，以民间的“踏
歌”烘托气氛。热烈的欢送场面充溢
着浓浓的酒香激起了诗人的无限感
慨，于是写下了家喻户晓，现在入选小
学语文课本的七言绝句《赠汪伦》：“李
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
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桃花潭现在与太平湖很近，它的
上游几公里处就是陈村发电站。一千
多年前的桃花潭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已经无法复原。但是，桃花潭的文化
很有嚼头、很有韵味。

这次来主要是几位练友在晨练时
提议的：“桃花潭现在免门票，我们去玩
玩吧！”是啊，反正宅家也没事，于是跟
旅行社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我这是第三次来桃花潭，这次来还有一
个意外收获：听一位当地人介绍，李白
当年到桃花潭、到万村，除了应汪伦的
相邀外，还有一个目的是寻找早年在长
安相知的旧友（一说是同窗）万巨。李
白的《早过漆林渡，寄万巨》诗里有这样
的句子：“因思万夫子，解渴同琼树。何
日睹清光，相欢咏佳句。”

万巨是谁？李白为什么要千里迢
迢来找他？这些很少有人提及，导游
也没介绍。

每一次来桃花潭，总有些新的认
知。你会在看似
简单实则十分厚
重的人情往来中，
感受到那份纯粹
的、对真正传统文
化的崇尚，和对像
李白这样诗人的
敬意。

□金 忠

桃花潭水深千尺

今年盛夏，母亲生病了，我们姐妹
轮流看护陪伴。待母亲出院后，我们
依然轮流去妈妈家给她与父亲做饭
等。这天，我们母女坐在一起闲聊关
于饮食，母亲讲之前我小妹给她带一
个南瓜，青黄色皮，皮上面还长了点小
疙瘩，手轻轻一按便有汁水冒出，挺新
鲜。晚上她用这个南瓜煮
粥，特别好吃，是以往的味
道，那么细腻，那么甜蜜。说
完，母亲眼睛里流淌一抹浅
浅的回忆与快乐的情愫。

母亲的话语打开我记忆
的闸门，在我们小时候，农村
家家户户口粮都很紧缺，想
一餐吃饱肚子的白米饭几乎
少之又少。但每到麦子成熟
的季节，我们家把麦子碾成
面粉存放家里。夏日里，常
常用南瓜煮疙瘩汤。

父亲与母亲把屋子四周
能开垦的土地都翻出，种得
最多的就数南瓜。南瓜的生
命力很强，只要种在土地里，
它就会生长，长长的藤蔓不
断漫延，青色的藤，绿叶茂
盛，很快又开出一朵朵黄色
的花。这时，屋子四周生机
勃勃，父亲每天清晨都会手
里端着茶杯绕屋子外面转一
圈，看看那些粗壮的南瓜藤，
有时蹲下用手摸摸，满心欢
喜。偶尔施肥浇水。我们姐
妹喜欢那些怒放的黄花，更
盼望能捧上大南瓜。

大凡事物都有灵性，你
喜欢它，它也不负于你。在我们殷切的
期盼里，南瓜出生了，开始是一个小小
的青果儿，不经意时，它疯长，一天一个
样儿，快成熟的时候，南瓜皮是青绿色
的，并且发出青幽幽的光。有的果实显
露在外，触目就可以把欢喜抵达；有的
南瓜矜持，把自己深藏不漏，当你扒开
厚厚的叶子或茸茸的草丛，它给你的惊
喜是你想不到的快感。这时的南瓜，母
亲摘下来把它切成丝再配上青椒炒，刚
摘下来的南瓜，在母亲锋利的刀刃伺候
下，流淌一缕缕清清的汁水，炒好的南
瓜青椒丝，香辣柔腻，新鲜爽口。

母亲常常讲，还是要把南瓜再养
养，养老点，养大点，那样，一个南瓜可
以多吃几餐，再讲老南瓜长出的粉更
有味道。

盛夏，南瓜基本都长老了，这时节，
我家吃的最多的就是南瓜煮疙瘩汤。
每到傍晚，母亲先把长老的南瓜摘回

家，清水洗后再切成片，放在
大锅里，柴火煮八成烂。然后
将面粉做成一个个小疙瘩，放
进南瓜里，再煮一会，等面粉
疙瘩熟了，一锅香喷喷的南瓜
疙瘩汤就好了。

等最后一抹夕阳下山，
一家人忙好当天要做的事
后，母亲让我把院子里收拾
干净，洒水，然后把竹床放在
院子里正中间，母亲拿一个
最大的脸盆，盛上刚做好的
南瓜疙瘩汤，放在竹床上，还
端来自家腌制的豆角，我们
姐妹摆好碗筷。

开饭了，第一碗由母亲
为父亲盛上，这是我们家的
传统习惯，如奶奶在我们家，
一定是先给奶奶盛，母亲一
直这样。接着，我们可以自
己按顺序，每人盛满满一
碗。这时，门前屋后的大树
上，蝉高唱，叶轻舞，夕阳西
沉红艳艳。金色的南瓜，银
白的面疙瘩，互相融合，相得
益彰。一家人吃着，聊着，欢
笑声洒满小院。

南瓜疙瘩汤，在艰难的
岁月，它填饱了我们的肚

子，陪伴我们成长，也给我们带来温
情与温馨。同时在我们年少时，体
会了父辈的艰辛与生活的不易。如
今，家家是小康，日子天天美，但我
们 常 常 吃 南 瓜 ，
更忘不了南瓜疙
瘩汤的美味。我
与 姐 妹 们 约 定 ，
明天再买一个南
瓜与些许面粉，在
妈妈家煮一锅南
瓜疙瘩汤，美美地
吃一顿。

□
郑

怡

南
瓜
疙
瘩
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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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世界杯年。今年的世界杯
将于11月20日在卡塔尔打响。虽说现
在距离世界杯开幕还有将近两个月时
间，但我已经开始“备战”世界杯了。

可能有人会疑惑：人家世界杯参
赛球队备战，你一个球迷着什么急？
就且听我慢慢道来吧。

确实，我是一名老球迷。40年前
的1982年夏天，也就是我上中专的第
二个暑假，我没有返回老家，而是选择
了留下来看护学校。也就是那年夏
天，我观看了央视对西班牙世界杯的
全程转播，从而迷上了足球。这以后，
四年一届的世界杯，对我来说就是长
达一个月的节日！

2016年，我开始捣鼓自媒体，在
选择垂直方向时，我毅然选择了足球
领域。那个时候自媒体真是火红啊，
有一定写作基础的我，几乎每写一篇
足球文章，都能形成爆文。尤其是
2018年世界杯前后，地球都围着足球
转！我在各大平台发布的足球文章，
阅读量经常都是几万、几十万甚至上
百万！感谢足球！感谢世界杯！

但2020年后，随着全球疫情的
暴发和中国足球的低迷，足球自媒体
也逐渐冷了下来。现在，我的足球自
媒体的流量已经不及以前的十分之
一。妻子安慰说：“你的足球收入，已
经为儿子北京买房立过大功！”而我
心里也有一本账：今年的世界杯，可
能是足球自媒体的救命稻草！足球
应该会因世界杯而热起来！但光写
足球文章还不行，必须学会制作足球
视频。现在人们的阅读习惯是“看文
字不如看照片，看照片不如看视频”，
必须把自己的足球文章转变成视频，
才能吸引更多的球迷和粉丝！

于是这段时间，我专注于学习视频
制作和剪辑。主要是用到三个软件，用
A软件做画面、动图和特效，用B软件
做配音和背景音乐，最后再用C软件进
行后期合成。目前，我已经初步掌握了
文字转视频的技巧，虽然发布的视频作
品，流量多半不太理想，但相信到了世
界杯前夕，一切会好起来的。

此外，我还要“名正言顺”迎接世
界杯！我过去的足球自媒体名称就
是我的姓名，这显然没有足球特色，
不能“望名生义”，不利于吸引球迷。
最近这几天，我将自己在各大平台的
足球自媒体名称，统统改为“老霍聊
球”，这当然是我“备战世界杯”的一
个重要举措！

作为球迷，我心中的主队有两
个，一个是中国队，另一个是阿根廷
队。国足不说也罢，但阿根廷队却是
今年世界杯夺冠大热门。我目前正
在全方位收集和准备阿根廷队的素
材，让“老霍聊球”更具“阿根廷特
色”，从而吸引更多的说中国话的阿
根廷球迷。要知道，中国的梅西粉丝
和阿根廷拥趸，数量是非常庞大的。

因为不断的积累，相信到了世界杯
时段，我能推出更加丰富多彩的阿根廷
内容。这么说吧，如果今年真的是阿根
廷最后夺得世界杯冠军，那“老霍聊球”
就极有可能火起来！我的自媒体流量，
就有可能再现昔日的辉煌！

□霍寿喜

“备战”世界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