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圻子的诗
阴圻子渊公安局冤

复 活

鸟鸣是现代的袁山峦是现代的袁
明月清幽照松树袁柴火变青烟遥
几千年的时间太重了袁我仅有
虚设的愿望遥
想游辋川袁救出王摩诘遥
我用草秸造纸袁松烟作墨遥
冬日想去浔阳袁在长江边的田
园袁救出陶渊明袁
啖酒两杯袁未必不是选择遥我看
见有人在蔡甸袁
用光学镜头袁成功捕捉了于坚
和韩东袁
两个写诗的光头袁一胖一瘦噎噎
时日慢袁诗文炽热遥 山中袁溪流
淙淙
耶胡达窑阿米亥说袁野我的诗袁帮
助我不去绝望遥 冶
我想从木椅里救出一棵树袁它
应该
长出词语新鲜的叶子

我养了一群似是而非的动物

我养了一群似是而非的动物
有时候它们在黑暗里踱步
或经过墨水尧跳出笔尖
有时候它们安静尧似睡非睡
比如趴在一张白纸上
像猫一样温顺尧通灵
它们从不掩饰不安尧愤怒尧凄绝
这些不死的神兽袁在苍白世界
里
将一次次失踪袁一次次复返
我召唤它们犹如召唤心爱的宠
物
在幽暗中袁在身体内
它们大多逆来顺受袁向着时光
发呆
多年来我喂养着它们
仅仅使用诗歌这种久远的文体
将它们一一赶进去袁让它们
像人一样说话袁或沉默

枯蓬记

枯蓬落于山间袁水间袁田野间
我想加入一些流传下来的诗句
让它看起来像我们的诉说
比如野翘翘错薪袁言刈其蒌冶
事实上我曾刈下那些枯死的草
将它们捆扎在一起袁背回村庄袁
用作灶膛之火
我也曾拨开草丛袁探寻一种体
态娇小的鸟

要要要那是一种鸫鸟袁建巢于芒
草深处
在荒僻旷野听到它的鸣叫简直
是意外的惊喜
秋风里的枯蓬袁凌乱
失意袁恰似众多生命写实袁寥寥
的数笔
落于山间袁水间袁田野间
抖抖索索袁所谓的孤寂正跋涉
故旧山河而来

1968年 12月袁毛主席发出指示院野知
识青年到农村去袁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
育袁很有必要遥 冶一时间袁全国掀起了知识
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袁 大量知青离开城
市袁来到农村定居和劳动遥 我的家乡九堡
公社也先后接纳了很多城市知识青年遥

当时的九堡公社革命委员会设立了
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待安置办公室冶袁简
称野知青办冶遥 在落户定居问题上袁知青办
尊重知识青年的个人意愿袁将全公社二十
六个大队的名称写在大红纸上袁 任凭挑
选遥 有两位来自上海市虹口区的知识青
年袁男的叫何永新袁女的叫章小莉袁像是朋
友关系袁要求分配到同一个大队袁并希望
到一个环境好一点的地方遥他们看到大红
纸上写的第一行是野九堡大队冶袁便嘀咕开
了院野堡是堡垒袁是边关要塞袁有九个要塞
之处袁不是高山隘口是什么钥 冶他们接着
看到了野羊角大队冶袁认为可能是放牧山
羊的坡地或山区袁去不得遥 再往下看袁写
的是野石角大队冶袁他们又想袁一定满山遍
野都是棱角分明的石头山地袁更去不得浴
再往下看袁发现野莲塘大队冶袁他们不禁眼
前一亮袁 不约而同地尖叫起来院野哇噻浴

这可是个好地方浴 冶在他们心里袁那儿应
该到处是池塘袁 一到夏天袁 荷花满塘遥
野好哇浴 就去莲塘大队遥 冶知青办主任开
具介绍信袁 让在公社会议厅等待接人的
莲塘大队团支书小杨来领人遥

于是袁 两位上海知识青年便跟着小
杨上路了遥 刚开始袁 小何与小章心里还
是美滋滋的袁认为选对了地方袁兴高采烈
地跟着走遥 走过了九堡大队的义学古建
筑群袁再往西北方向行进袁就进入山区遥
他们越走路越难行袁 心里便觉得不对劲
了袁连难得一见的山间红枫也不想欣赏袁
路边小溪的潺潺流水声也懒得倾听遥 路
过罗田大队部址要要要案背时袁 小章忍不
住问小杨院野到莲塘大队还有多远钥 冶小
杨告诉她院野远着呢浴 还有 12里左右遥 冶
两位小青年一下懵了院野莲塘大队是不是
种有很多莲藕尧池塘连片的平坦之地钥 冶
野不是遥 古人为何取名莲塘袁 我也不清
楚遥 冶小杨如实回答遥两位知青只好自认
倒霉袁身不由己地跟着小杨的脚步袁一脚
深一脚浅地往山里走遥 到了龙天坳袁两
位知青一屁股坐在上坡的石板上袁 脸上
露出难堪的表情遥 细心的小杨一问袁说

是背行李太累了袁 且脚底板像针扎一样
痛遥让他们脱下袜子一看袁天哪浴都打血
泡了浴 小杨赶忙去路旁向一钟姓人家借
了一根扁担两只箩筐袁 将两位知识青年
的行李放进箩中袁 挑着担子带领他们轻
装前进袁 并鼓励说院野不要怕浴 翻过这一
座山坳袁再过木斗山小队袁往里便进入莲
塘境内了遥 冶一行三人紧走慢走袁终于在
天黑前来到了莲塘大队部遥 大队干部和
知青点先来的南昌市的知青们纷纷出门
热情迎接遥

晚上袁知识青年们围坐一起袁互相交
谈袁大都为自己分析能力差袁选择了深山
老林觉得委屈遥不过后来袁当地的干部和
贫下中农对远道而来的知识青年非常关
心院生活上体贴照顾袁不让受冻挨饿曰劳
动上尽量不安排重活累活脏话遥 这让知
识青年深受感动袁渐渐地安下心来遥

1978年 10月袁 全国知识青年上山
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袁
并妥善安置知青回城和就业问题遥 1979
年后袁绝大部分知青返回了城市遥 如今袁
我们家乡亲历过知青岁月的人袁 仍然常
常回忆起他们袁回忆起那段特殊时光遥

穿过时光隧道袁探索记忆深处袁还可
触摸到那飘着有油茶清香的榨油坊噎噎
记得小时候袁 我们新田村里有三家

榨油作坊袁 那时候叫油槽遥 村里人要榨
花生尧油菜籽尧茶籽都得在油槽里加工榨
油遥 油槽房屋一般是三四百平方米袁主
要有碾籽尧 榨油两个作坊车间组成遥 碾
籽车间袁 主要安装有直径五六米的圆形
碾槽袁用牛拉可以循环转动遥 渊有水源的
地方袁 在作坊外安装有水车作动力冤袁碾
盘在不断野咿呀咿呀冶的转动声中把加工
的花生尧油菜籽尧菜籽碾成粉末遥 榨油车
间主要工具有锅灶尧油槽木尧撞锤尧铁箍尧
木楔尧油缸等遥 选择油槽树最为重要袁费
工也最多遥 人们必须在深山密林中选择
五六米长尧 质硬且直径必须在二尺多以
上的大树作油槽树遥 搬运那么大的油槽
树袁往往要十多个青壮年袁花几天时间才
能把大树搬运进作坊遥 然后叫木匠把树
中段挖成长两米尧 直径五十公分的圆形
槽洞袁底部凿有一条小沟袁小沟的一端凿
有出油口袁出油口对着埋在地下的油缸遥

首先袁 工人把碾好的油籽料放入大
饭甑袁在锅中蒸熟袁然后进行包胚饼遥 工
人在放有二圈铁箍上施些稻草袁 用一个
直桶圈住袁再倒上蒸熟好的油籽料渊只有
蒸熟才有黏结力冤袁用脚踩实包好约三公
分厚的圆胚饼遥

包好茶籽胚饼后袁 就把胚饼一饼一
饼地放进油槽里遥 最后袁 用一个厚实的
木饼夯实袁装好上下两排的长条形木条
和两条木楔遥 这种木条也要用坚硬的树
木做成遥二条一米多长的木锲头大尾小袁
头端装有铁帽袁 利于撞锤经常撞击而经
久耐用遥

胚饼装好后便开始榨油了遥 木架上
悬有一根撞锤木袁约有四五米长尧直径二
十多公分大袁头端装有铁帽遥 榨油时袁二
三人共同操作遥 首先袁 由师傅领头吆喝
着号子袁野嗨哟----咳浴 冶把撞锤甩到高
处袁 一个半弧形又回到了脑后袁 再一个
野鹞子冶翻身撞锤又上了天袁当甩到第三
下时袁才由师傅操作着撞锤对着木楔猛
烈地撞击过去袁发出野砰浴 砰浴 砰浴 冶的巨
响遥 那声响像闷雷滚过大地袁 似乎地皮
都在抖动遥 真是劲道十足袁压力特大袁因
而出油率高遥 随着有节奏的号子吆喝声
伴着撞锤一下一下地野砰砰冶巨响袁食油
便野哗哗冶地由出油口流向油缸遥 这时袁
整个油槽飘荡着食油的清香遥

榨油时袁其文化韵味还十分浓厚呢浴
特别是在榨油时喊出充满激情的号子
时袁文化内涵是十分丰富尧有趣尧幽默尧诙
谐的遥如:野春季里来春风吹袁妹子楼上来
画眉遥 眉毛描得再好看袁 独守空房无人
陪遥 叫声妹子莫乱想袁哥在油槽榨油坊遥
莫道油坊千年在袁怎比妹子在身旁遥 冶还
有院野妹子相思在绣坊袁哥哥流汗在油坊遥
有朝一日回家转袁日同板凳夜同床噎噎冶
榨油时袁两排楔子排放很有科学道理袁因
为撞击上排时袁下排楔子松动袁便可加放
较大块的木条遥 同样的道理袁 撞击下排
时袁上排楔子子松动袁这样反复操作袁把
二排楔子不断往前挤压胚饼袁从而榨出
满房飘香的食油来遥

油槽的变迁也经历了与时俱进的
野三部曲冶院集体化后袁油槽收归集体袁农
业合作社管理委员会可向油槽经营者征
收食油袁 榨油工人以工分记酬遥 公社化
后袁公社成立了榨油厂袁工人由厂里统一
调配袁统一发工资遥 改革开放后不久袁榨
油机进了村袁比人工榨油省时尧省力尧省
钱袁 那为人们服务了几千年的油槽便失
去了往日的风采袁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
线遥 然而袁 在老一辈人的脑海里往往还
会回响起那有节奏的撞锤榨油的
野砰要要要砰浴 冶声遥

知青来到我家乡
阴钟明山渊象湖冤

为
霞
尚
满
天窑

摄
影
宋
一
叶
奏市
政
协
揍

油 槽
阴邱金湟渊象湖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