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树叶落光的时候，小河的身影就
像大地的一道闪电，定格在村外的田
野里。

都说小河是大地的一道伤口，河水
是它白色的血，但我却把它看成是村子
的神经，用来感知四季变化的。风刮来
的时候，河水泛起层层微波，一波跟着
一波地向岸边跑，那是它的语言，在和
流经的花草树木倾诉内心的情绪，亦或
是把一路的见闻告知天下。

小河弯弯向东流，很多人看着它一
天一天老去，很多人和它一样随河水流
过，他们和河水一样都有自己的开始和
终结。

当然，我喜欢它静静流淌的样子，
更喜欢它永不停息的样子。

读村小的时候，没有桥，我们每天
上学、放学都很赶。小河横在前面总是
无法逾越，除了船，根本无法过去。摆
渡的是邻村的二大爷，他每天起早贪黑
一趟一趟地拉学生和来回赶集的人，整
天忙得不可开交。

我最喜欢他夜晚的渔灯，一点红红

的光亮，被河水拉得细长，随小河流向
远方。他是职业摆渡人，一天到晚都在
船上，不摆渡的时候，他就在河里下网，
捉些河里的野鱼、野虾到市场上去卖。
老辈人爱说，摆渡人是行善积德的职
业，这辈子他帮了多少夜归人和半夜需
要求医的人，虽然是船，却是连在每个
人心里的桥，二大爷就是敦厚的桥墩。

那时候通航，都是些漆着老漆的木
船，有柴油机作动力的，也有人工的，拉
着上游的木材、瓷器、瓦盆、瓦罐、竹子
之类的东西，沿着河往下走。看着他们
悠闲的样子，我好生羡慕，觉得当个摆
船人是个很惬意的事，老想着有机会能
跟着他们，走出河湾，走向远方，看看小
河流了多远，看看小河外面的世界是啥
样子。可惜的是，这个愿望一直没有实
现，等我长大了，小河里除了挖沙船，早
就没有了小木船的身影。我在想，他们
这些跑船的人停了下来，都隐居在哪里
了，难道他们都忘了一路向东的快意。

不过，我的内心还是钦佩摆渡的二
大爷，他同样因为修了桥而失业，可他并

没有离开，依然守着渡口。他的世界里，
船就是他永远的人生码头，那里有他的
青春，有他的爱情，有他的喜怒哀乐，有他
的一路向东的河水，这是他的魂……

每每，看着他孤单的身影，在河里
撒网，我都有一种失落的感觉，人一旦
选择自己谋生的手段，他就把他看作是
自己一生的饭碗，就如这向东流淌的河
流，执着地流着，一点都不会回头。

小河弯弯向东流，好多年轻人，也
顺着河水流走了，他们牵着河水的手，
到外面闯世界，找到了自己喜爱的工
作，找到了自己心仪的另一半，找到了
远离乡村的生活。再回来的时候，他们
逆流而上，把外面的精彩一件一件地打
包，一起拉回家，给家里的老人们带去
欢乐和幸福。

其实，我对小河是有着特殊的情感
的，它不仅是我们祖祖辈辈的母亲河，
还是我们童年的乐园。村子里的男孩
女孩，都因为这条河，成了游泳健将，一
个个锻炼得可以来回自由地往返于小
河两岸。说来奇怪，多少年了，竟没有

一个小孩因为学游泳而被淹死，老人们
说，这条河是最温柔的，带着情感的，有
浓浓的人情味！

可不，它一路向东，带着不同地域
的气韵，把清纯和醇厚溶于其间，为两
岸的农作物灌溉提供了充足的养分，甘
甜的河水不仅可以吃，还是村子里最大
的农业保障。

去上大学的时候，母亲把我送到村
口，把凝结着小河河水精华的馒头塞到
我的背包里，他怕我路上饿，作为我的
干粮带着。那一刻，我的心里直发酸，
这浸满母爱的白馒头，让我一生难忘。
多少年过去了，母亲馒头的滋味时常出
现在我的梦中。

转身的那一刻，我看着东流的河
水，心存感激。

小河弯弯向东流，“青山遮不住，毕
竟东流去”，它一路向东带走母亲多少
思念，带走摆渡人多少青春和汗水，河
水的柔牵绊着村子里所有人的目光，牵
绊着岸两边宽大的韧性，注入大海，在
博大的海面上咆哮……

□潘新日

小河弯弯向东流

文 学 副 刊444 2022年12月8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方咸达

尽管正午沐浴阳光，保暖衣搭配
外套，额头还微微冒汗，但在早晚，已
是寒气逼人。

冬意渐浓。蛙鼓蝉鸣退隐到千山
万水之外，秋虫呢喃渐行渐远。霜降
过后，山川日益消瘦，树木删繁就简。

夜晚的乡村万籁俱寂。万里霜
天，无限辽阔，所有走动、爬行、飞
翔、遨游的生物，似乎都销声匿迹无
影无踪。人类恒定是世间最灵动的
风景。房间里，灯火闪烁，人们或闲
聊，或走动，或消遣，或沉思……为
寂寥冷清的冬夜平添几分活泼生动
的色彩。

秋天是恬静的，冬天恬静非常。
就像一条河流，经过瀑布般的跌宕、九
曲回肠般的起伏，终于转入一马平川
地带，奔腾暂时划上休止符。仿佛一
地庄稼，在火热的季节充分吸收阳光
雨露，尽情释放生命芳华，而后颗粒归
仓，在光影深处静默。又好比一个人，
经历“熊孩子”岁月的闹腾捣蛋，以及
青壮年时期的纵横捭阖乃至叱咤风
云，而后归于平静，归于寂然，归于云
淡风轻……

“动若脱兔、静如处子”。动有动
的美，静有静的美。动静结合才是完
整的生命。人类是这样，大自然如此，
万事万物亦然。假如没有冬天的沉潜
和孕育，新的希望和幼芽又如何能在
下一个轮回破土重生？

冬意浓。老北风呼啸而来，如同
看不见的潮水，漫过高山、平原、河流，
还有城市和村庄。有些瘦弱的植物或
灌木在寒风中颤抖，甚至歪歪倒倒；那
些粗壮高大的乔木，昂首向天，就算凛
冽的西伯利亚寒流来袭，也只能绕道
而行。

天边的云呈现土黄色，有时是暗
红色。上了年岁的人说，这是雪已经
在路上的征兆。

公鸡打鸣的热情降至谷点，柴狗
也变得慵懒，叫声稀少。自来水管的

水，已经冻手。直接用自来水洗脸，就
像注射一剂清醒针，寒意电流一般传
遍全身。

虽然冷风扑面、寒气嗖嗖，但人
们并未像青蛙、蟋蟀等动物那样进入
冬眠。从南到北，到处仍见活力涌
动，生气勃勃。别说南方的冬天温
暖如春，爱俏的靓仔靓妹们，每天盼
着气温降一些、再降一些，甚至梦想
湖南的雪飘到广东，以便让轻柔的
羽绒服还有时髦的马靴“拉风”登
场。就是在冰天雪地的北方，哈尔
滨冬泳的健儿总是生龙活虎，令寒
冷退避三舍；查干湖的“冬捕”如火
如荼上演，那些憨厚壮实的关东汉
子，赶着马、拖着耙犁、拉着网……
穿过苍凉的原野，直奔与云天相接
的冰面，“嘿嘿嘿”的劳动号子高亢激
越，响彻云霄。

孩子们好像一点儿也不怕冷。
屋内生着炉火或是开着暖气，他们偏
偏要在天寒地冻的野外嬉戏玩耍，不
亦乐乎。尽管小脸冻得红扑扑的，鼻
头也红得可爱，他们依然不停地追
逐、奔跑、嬉闹，或是滚雪球、堆雪人、
打雪仗……欢快的笑声四处回荡，传
送到很远的地方。

记得我小时候，冬天奇寒无比，房
檐挂着一尺多长的“凝冰钩儿”（冰
凌）。堰塘结冰砖头般厚，村妇们去堰
塘洗衣，一手提着篮子，一手拎着锄
头，要将厚厚的冰面砸开一个大洞才
行。一群身着破棉袄的熊孩子，于堰
塘自由自在滑冰，眨眼间，从这头儿

“哧溜”到那头儿。面对淘气的孩童，
冬天竟然无可奈何，寒流亦受到感染。

三九寒冬，无疑是大自然对人类
的一场考验。置身冰雪季节，人类从
来没有退缩，一次次将“鹰击长空，鱼
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的精神气概
发挥到极致。

如今，乡村早已接通自来水。在
严冬时节，村妇们堰塘洗衣已成传
说。孩子们亦不再堰塘滑冰——这
不单是堰塘结冰没有从前那样厚，更
因他们有了更多的、安全的健身玩耍
方式。

雪，是冬季最美的诗章。它在浩
渺的云端酝酿腹稿，而后铺开山川大
地的信笺，以潇潇洒洒的风格，写下纷
纷扬扬的诗行，将美轮美奂的主题演
绎到淋漓尽致。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
天欲雪,能饮一杯无?”雪夜，可以温
酒，饮酒。可以独饮，也可邀好友或芳
邻对饮。独饮有独饮的妙处，对饮有
对饮的乐趣。

“白雪纷纷何所似？”“未若柳絮因
风起。”雪夜，也可诵读。雪夜开卷特
别有诗情画意，也最易抵达“得意忘
形”境界。浸润于华章美文，重温发生
于雪天里的传世典故，不禁心驰神往，
宠辱皆忘。在心游万仞、精骛八极之
际，不知今夕何夕，忘却春夏秋冬，只
觉身心通泰，悠悠然之间，世间一切美
好在眼前载歌载舞。

冬意浓，草木山川涂抹一层凝重
的颜色，白雪皑皑之下，万物正卧薪尝
胆、蓄势待发。这个季节，我们仍然可
以走向无边的旷野，感受冷到极点的
韵味，并与严寒握手言和，昂首向着天
空，唱一曲温暖的春之歌……

□涂启智

冬天的诗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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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远 方方 李海波李海波 摄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但每
一个人对乡情的眷念都有不同的感
怀。我对故乡的眷念，至今还难以
忘却。

那还是60年前的事。记得，母
亲说，外公从安徽无为来到我家，父
亲专门从一冶食堂买了一大碗米饭
给外公吃。可外公事后说我父亲小
气，大桌上的藕没有给他吃。对此，
父亲觉得委屈，那时候的米饭多精贵
啊。母亲得知外公去世，带着我回家
奔丧，半道上下起了大雨，母亲就把
我装进口袋里，背着我回到了外公
家。没有见到外公的面，母亲嚎啕
大哭。记得外公家后门种了一棵柿
子树，我爬上去摘了一颗，外公说柿
子还没有熟呢，不能吃。1967年的
夏季，学校放暑假，母亲就带我去无
为县。母亲是在无为县出生，后来
出嫁到安徽繁昌三山乡。在回无为
县之前，母亲先带我乘坐长途汽车
到繁昌三山乡，母亲的小姑在那
里。铜陵到繁昌只有70多公里，可
汽车要行驶3个多小时才能到。那
时候的公路弯弯曲曲，坑坑洼洼，汽
车是一路颠簸。

在小姑奶奶家，我们落了脚，与
我一样大的表舅，早上带我到镇上
的街头掏猪粪。有一次，我打了小
表舅，回到家小表舅告状，小姑奶奶
很客气地说，你不能打小表舅啊，小
表舅老实。的确，小表舅老实，直到
成年后还是那样不多话。在小姑奶
奶家，我与村里人也混熟了。村里
的家门口都有小池塘，我就到村里
人家借钓鱼竿。他们都很客气，也
愿意借给我用。钓到几条小鱼，我
竟不知什么鱼。像鲢胡子一样的
鱼，村里人说“讨债姑”。因为嘴大，
酷似鲢胡鱼。那时候村里的空气新
鲜。时间稍微长一点，我与村里的
小伙伴也熟悉了，他们去放牛，我也
跟着去，还学会了放牛的口诀。催
促牛前行时叫“牵着”，让牛停下来
叫“瓦着”，牛拐弯行走叫“撇着”。
我的母亲是个热心肠，在三山还有
结拜的姐妹，母亲让我叫她姨娘。
在姨娘家里，姨娘也很热情，我们住
了几日。姨娘的小女儿还带我到田
里摘棉花。姨娘有一个儿子当兵去
了，儿媳陪伴她们身边。过了几
日，母亲带我回她的老家无为。母
亲的五姑接待了我们。可能是住在
圩区，一眼望去，能看到十几里路
远，到处都有金黄色，五姑奶奶家
门前有一条长河。五姑奶奶有三个
儿子，大儿子叫修文，二儿子就修
武，三儿子叫修义。三表舅和三表
舅母去河里放卡，我就坐着小渔
船。一边看他们放卡，一边用手划
水。水很清澈，手在水里感觉舒
适。闲空的时候，我还拿着小钓竿
在河边垂钓。

1976年，我随着表姨娘回无为，
村里还点着煤油灯，到了晚上天上没
有月亮，外面是一片黑。没住几日，
我已不习惯了，觉得太无聊了，想着
尽快回家，我母亲的小婶不愿意让我
走，我就不辞而别，等走了一段路，想
起来随身携带的东西丢在了小婶奶
奶家里，我又转了回来。见我执意回
家，我的叔爷把我送
到了码头，嘱咐我要
常回家看看。

如今，老人们都不
在了，家乡还有我的亲
戚，真的想回家看看，
家乡还是那样的吗？

□沈宏胜

难忘的乡情

老爸做菜好吃，我爱吃，至今口留
余香。老爸做鳕鱼豆腐，汤鲜味美，
粘稠稠的，沾嘴，浓鲜，劲儿足。记得
全家人，聚在一张八仙桌上，津津有
味地争着吃豆腐，那豆腐好吃极了，
饱吸浓汤，鲜爽至极，从嘴里到心里，
尽是鳕鱼的鲜美。鳕鱼肉，最后吃，
那鱼鲜味，渗透到了豆腐里，连豆腐
汤，也比鳕鱼肉鲜味足。最后，用汤
泡饭吃，拌面条吃，在口中，呼啦呼啦
的。那一大锅鳕鱼豆腐，风卷残云，
一扫而空，彻底被我们消灭干净。

吃过许多豆腐，山南海北，各色风
味，让我的味蕾麻木不仁。可是，念
起儿时，老爸做的鳕鱼豆腐，舌根生
鲜，亲情浓郁，回味无穷。我想，豆腐
作为家常菜，让老爸做的，寻常里有
不平常，朴素里有温馨，就像他的爱，
余香四溢，铭心刻骨。有年冬天，老
爸带我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在那儿
吃“老干妈豆腐饼”，用了老干妈豆豉
酱，加鸡蛋、面粉、胡椒粉、花椒粉、葱
末、食用油，在平底锅上，火文烙，做
成两面金黄的小饼子，荷包蛋形，有
人称它“心形豆腐饼”。当时老爸对
我说，这种豆腐饼，吃得是“老干妈豆
豉酱”的风味，至于豆腐是什么味道，
已经不重要了。我听了，反驳老爸
说，如果没有豆腐，老干妈的饼子，能
这么香鲜可口吗？

老爸听了，既惊讶，又激动。他夸
奖我一番后，告诉我，豆腐是极好的
食材，它本无味道，但是与众多的食
料、佐料，配在一起时，味道大变，丰
富多彩。那味儿，并不只是配料，或
者伴烹食材的味道，它有了异乎寻常

的风味，就像你
看生活，五味杂
陈 ，也 简 简 单
单，在乱象里见
万象。我说，我
听不懂。他听
了，眼睛一亮后
说，一碗清水豆
腐 ，需 要 一 口
锅 ，将 清 水 烧
沸，投入白玉似

的豆腐，撒点儿盐，点两滴香油，盛在
碗里的豆腐，柔韧爽滑，且有弹性。
吃在嘴里，暖暖的，清鲜适口，有淡香
味。他还说，在生活里，厌食时，来一
碗清水豆腐，体验食物的本味，纯正，
朴素，简单，清淡怡心。父亲说，生活
的本质，平平淡淡，就像清水豆腐，平
常生奇，味儿十足。

我去江西省兴国县三僚村，那儿
的人告诉我，这个偏僻小村，却是远
近闻名的“豆腐村”。还说，当地的
豆腐，味道独特，白嫩细腻，滑溜香
甜。说这里的水，含有多种矿物质，
所以做出来的豆腐，与众不同，味美
可口。当地人，做豆腐很讲究，浸豆
前把壳筛尽，做出来的豆腐，才滑腻
清爽。豆浆，必须熬开，才没有了生
豆味。在熬浆放石膏前，要反复冲
浆，把豆泡彻底清除，豆腐做出来
后，细嫩有韧性。特别是，上浆后，
榨水要恰到好处，榨得太干豆腐板
结，吃时没有滑感。反之，水分太
多，一下锅就烂得不成形，口感自然
不好。有人说，三僚豆腐，味道不
错，源于自然灵气，更是人的爱心，
千年酝酿，才出了那香气，那味道，
那吃的口感。

我太太，也是吃豆腐和做豆腐菜
的高手。她将吃剩的面包、馒头、胡
萝卜，加上豆腐片、芝士片和香葱，做
成“豆腐芝士三明治”。这另类吃法，
变废为宝，味美赏心。太太说，这样
吃豆腐，寻找到了生活的和谐，有相
濡以沫的味道。我记得，我第一次吃
韩式辣酱豆腐，是太太带我去了韩菜
馆。这道菜，将豆腐在中火里，煎至
两面微黄时捞出装盘，用葱姜末炝锅
炒猪肉末，放入韩国辣酱和少许水，
炒出浓稠的汤汁，浇在豆腐上，即成
菜。太太说，这是幸福的味道，有人
称它“爱情幸福菜”。

我听了，情不自禁地偷着吻了太
太一下。聪明的太太，马上说，我被
吃了一次豆腐了！但是，白马王子的
吻，有本真的豆腐味道，她笑纳了，那
是香甜幸福的爱情味道，意味深长，
天长地久。

□鲍安顺

爱心豆腐

现在的孩子在外地上大学，父母
定期或不定期地寄去生活费，是非常
正常也很有必要的事情。可是，40年
前，我们上大学那会儿，并不是每个
人都能收到家里的汇款单。很多人
都和我一样，开学时从家里带来一个
学期的生活费用，平常就不再需要家
里寄钱了。

上世纪80年代初，无论城
市还是乡村，普通人家的生活
状况差别不大。师范类高校，
学生百分之七八十都来自农
村，生活条件基本接近。那时
候我在安徽师范大学读书时，
学校每月都会给学生发放生
活补贴（饭菜票），吃饭不是大
问题。日常需要花钱的地方，
主要是买书和日常生活用
品。像我们这样不太讲究穿
着和仪表的乡下孩子，衣服都
很少买。有时候同学之间还
换衣服穿，说句实在话，那时
候我们上大学生活上只求解
决基本的温饱问题，衣食无
忧，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开支
就行，其他的一切都是不值得
太操心的小事。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1979
年前后，我的生父错划右派
问题得到纠正平反后，有关
部门给我家补发了很少的一
笔钱。当年我还小，不太清
楚也不过问这些事。只记得
在铜陵中学上高中时（大约
是1980年），母亲给我看过一
个存折，说上面有1200元钱，
是父亲平反后补发的。母亲
明确说，这个钱就单独给你
留着，做你读高中和以后上大学的
学费和生活费。记得当时母亲给我
买了几件新衣服，包括过冬的内衣
等。高中加上补习一年一起三年所
花的费用，估计也都是从这里面开
支的。

那时候我高中还没有毕业，对
这些也不太上心。后来想想，当时
大姐二姐都已经先后出嫁成家了，
大妹妹主动提出不再读书回家务
农，和继父一起下地干农活。只有
我和同母异父的小妹妹还在继续读

书。那么，将生父落实
政策后补发的这笔钱单
独存下来，专款专用，用
在我读书学习和生活开
支上，是名正言顺说得
过去的正当理由。

在这种特殊环境下，
我在芜湖读大学时，每年
开学我都是一下带走一个
学期的生活费用，每学期

大约 100 多元，每年总共 200 多元
不到 300 元。粗略算了一下，我上
大学四年的总开支应该在 1000 元
左右。当然，如果把三年高中期
间的花费加在一起，我从高中到
大学的总体费用，肯定会超过母
亲当年给我看过的那个存折上的
1200 元。在大学读书时，除了吃

饭不需要自己掏钱，每年从
家里带去的 200 多元，平均
分配到每个月，节省着用也
勉强够了。

大四时，各项开支不可避
免会有所增加，特别是为考研
准备的复印资料和相关书籍开
支，也需要一些费用。于是，我
在给当时读初中的妹妹写信
时，提到了希望母亲能给我寄
一点钱过来，用于购买学习资
料。不久后，我果然收到了大
学4年期间唯一的汇款单，金额
是5元的汇款单！

平心而论，那时候，物价
低，总体消费水平不高。班里
的同学偶尔收到家里来的汇
款单，金额也不是很大，10元、
15 元的很常见，超过 20元的
就是一笔巨款了，其他同学发
现是要起哄要求请客吃饭
的。但是像我这样，收到的是
一张仅仅5元钱的汇款单，不
仅是班级和系里，整个学校都
可能寥寥无几。

从班级负责信件收发的
同学手中，拿到这个5元钱的
汇款单，我顿时百感交集，内
心深处波涛汹涌。那种羞愧、
郁闷、伤感、悲凉的复杂心情，

一起涌上我的心头，千言万语都难以
尽说。

2022年 1月8日凌晨，母亲去世
了，终年93岁。那天晚上，我们姐弟
一起为母亲守灵时，儿子提到了奶奶
当年在县城街头卖烤山芋，给我付大
学期间生活费的往事，让我们一下回
忆起了当年很多不堪回首、令人悲伤
难忘的经历。我当场补充说了这个
5元钱汇款单的故事。这些几十年
前的陈年往事，如同刀子一样刻在我
们的内心深处。虽然随着时间的推
移，它们在我们的记忆里渐渐淡去，
如今的富足生活也不再让我们为基
本的生活问题担忧，但每每想起这些
点滴往事，内心仍然会隐隐作痛，伤
心落泪。

那些渐渐淡忘的陈年往事，正如
同结痂已久的疤痕，虽然不再有当年
的痛感，但一看到它，总还会让我唏嘘
不已，情不自禁地想起当年深入骨髓
的伤和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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