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开放之前袁乡下还常见挑担
走村串户的货郎遥 听袁几声清脆的铜
铃袁一声悠长的吆喝袁货郎进村来了遥

经常往来于老家的货郎是一个
买卖兼营的刘姓商贩袁 人称 野刘师
傅冶袁本乡小陂村人士遥他家那个地方
自古有经商的传统袁常年在外野搞副
业冶的人很多遥 不过袁在大集体时代袁
他们都得向生产队缴纳足额的现金
以换取工分袁否则袁恐怕家人的口粮
都无法保障遥刘师傅的主要行头是一
副货担院一根扁担加上一对特制的大
箩筐遥 形制犹如家用谷箩袁但比谷箩
要高袁直筒而不收口袁还有专门配备
的穹庐状雨盖遥整个箩筐精选头层薄
细竹篾编织而成袁既轻便又耐用遥 为
了便于货物分装袁箩内各叠置三四个
竹篮作为隔层遥 驻足停顿之时袁刘师
傅经常把两个雨盖反过来装货袁也算
是一举两得了遥他的货担里主要出售
一些日常生活小物件袁比如女红用的
纽扣和针头线脑曰也有妇女梳妆和护
肤用品袁像梳子尧篦子尧红头绳尧凡士
林尧蛤蜊油一类曰还有男士专用的卷
烟纸尧廉价香烟曰以及通用的火柴袁勾
引儿童的糖果等等遥 卖货之外袁同时
也收购一些鹅毛尧鸭毛尧牙膏皮渊旧时
的牙膏皮都是锡做的袁 可当废锡回
收冤尧 橡胶鞋底等废品袁 和一些像桃
仁尧鸡内金尧金银花尧白花蛇舌草之类
的中草药材遥

俗话说野百货中百客冶遥 货担中
最吸引儿童的自然是糖果了袁只是当
年的糖果还很单一袁通常只有那种用
蜡纸包裹的硬核糖遥 小孩要糖吃袁可
以让大人直接掏钱购买袁或者把家里
平时攒下的废品拿出来卖遥如果到了
盛夏袁还可以自己去捡桃核袁把里面
的的桃仁敲出晒干袁 也可以卖钱换
糖遥记得有一次袁家中无甚可卖袁父母
劳动未回袁 眼巴巴看着他人吃糖袁馋
得我直咽口水遥 刘师傅瞧见后袁居然
偷偷的塞给我两颗袁让我既惊喜又感
动遥 再往后袁刘师傅的货担里出现一
种口感酥松的野雪豆糖冶袁雪豆大小袁
五颜六色遥 他卖雪豆糖的时候袁拿出
一块精心挖好十个圆坑的小木板袁往
装糖的盒子里一锹袁十粒雪豆糖就稳
妥的嵌在十个圆坑里了遥 如此袁既不
弄脏食物袁还省得逐个清点袁十分快
捷方便遥 那时候袁一分钱可以买到一
颗硬核糖或是十粒雪豆糖遥 现在看

来袁那样的糖果也许还算不上是健康
食品呢袁但儿时的味道却如同基因密
码袁一直珍藏在味蕾初始的感觉中遥

新年正月袁刘师傅的货担中会多
出许多好玩的东西来遥其中有一种黑
釉的陶制口哨袁俗称野泥吹子冶遥 每个
只有大人拇指大小袁模仿各种动物形
状袁用陶土捏制遥 通体涂上黑色底釉
之后袁还要根据不同动物形象袁添加
一些点缀色彩遥比如说一只公鸡形的
泥吹子袁鲜红的鸡冠袁白亮的眼珠袁还
有翘起的尾巴作为进气孔袁造型简约
而生动遥 待陶土干燥袁最后入窑烧制
而成遥 以今天的眼光来欣赏袁每一把
泥吹子都算得上是一件精致的泥塑
艺术品了袁 可惜我一个也没能留下
来袁不用说是收齐一整套了遥 更遗憾
的是袁时至今日袁也尚未弄清它们的
来源和出处遥 可是当年袁也就卖两分
钱一把遥 因为有压岁钱袁儿童纷纷购
买遥 正所谓野新打屎缸三日漾冶袁在刚
买来的最初几天袁到处都是野哔哔冶作
响的口哨声袁声音固然单调袁可也为
乡村的正月增添不少喜庆尧热闹的气
氛遥

其实平日除刘师傅之外袁本来也
还有其他货郎偶尔前来袁真是没有对
比就没有伤害袁同样的东西只要一问
价格袁 发现总是不如刘师傅的实在尧
厚道遥以心换心袁信任也逐渐建立袁大

家就是等也要等到刘师傅来才有买
卖遥 一来二去袁老家这个小山村差不
多就成为刘师傅的专属地盘了遥

刘师傅来了袁大人小孩都前来照
顾生意袁即使交易结束袁也不愿马上
离开袁 因为刘师傅常年游走在外袁可
谓见多识广袁听一听他天南地北的经
历袁聊一聊各地的奇闻轶事袁对于当
年精神和物质同样贫乏的村民来说袁
确实是一种愉悦的享受遥如果恰逢午
饭时间袁各家也是争相邀请袁一顿家
常便饭对淳朴的乡亲来说袁只是野添
人添碗筷冶而已遥 不过刘师傅倒也挺
大方袁饭后临走时总要给东家的孩子
抓一把糖遥 若是新年头一次到来袁那
是各家各户都得去坐一坐袁象征性的
吃点尧喝点遥所谓野上屋过来下屋客冶袁
各家都拿出招待贵客的礼数袁煮汤下
酒袁更热情的甚至还上野碟子料冶遥 刘
师傅此时 野只愁肚箩唔系船冶袁 真是
野食唔了的可怜冶遥 其实袁一个人又能
够吃下喝下多少呢袁关键是盛情难却
啊遥

随着时代的发展袁 货郎担日渐
落伍袁如今早已淡出人们的视野袁沦
为一个时代的的特殊记忆遥 如果刘
师傅的后人懂得珍惜袁 当年的那副
货担就不仅仅只是缅怀亲人的一份
念想袁 更是一个可以展示民俗的收
藏品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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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雨是不速之客袁白云也是
而风是一个神秘的邻居袁经常与我
在前厅相遇袁在茶寮清谈
它往往喜欢不辞而别曰落日是樵夫
我作别它的时候袁就打开西窗
看到了群山像一座座菩萨
都头顶着柔和的光圈

2
我喜欢在阳光盛大的一天睡去
并渴望不再醒来遥 因为那里的白天
比夜晚要寂静袁我的灵魂因此变得安静
我也喜欢有月亮的夜晚袁因为月光总是会
叮叮咚咚地洒下来袁带着风铃般的鸣响
仿佛为我的孤独伴奏

3
清晨和傍晚时候袁我总是能听到
深山更深处传来的钟磬
有人告诉我袁往东 20 里袁过三座石桥二座木板桥
再趟过三条河袁在一帘瀑布旁边袁有一座寺庙袁叫白露寺
我寻找了五六次袁皆迷途而返

至今不得一见遥 有一位行脚僧经过我的菜园的时候
向我讨要斋饭遥 他的枷篮里装满了粗盐尧茶叶尧齿木尧净

水瓶之类的东西
临走袁我恭询他白露寺如何去得钥 他笑而不答袁只是一

叠连声院
野阿弥陀佛浴 谢谢施主噎噎冶

4
我多次与各种小禽兽相遇要要要
小刺猬像一位顽童袁经常会团着身子拦在山路中
渊这时候我就只好绕道而行冤
小山鸡毛茸茸的袁与山外的家鸡没多大差别
渊我迷惑于它们日后如何成为窈窕淑女钥 冤
小野猪总喜欢把我家的菜地拱得七零八落
渊我抓住了一只袁养了一天之后就赖着不走了冤
噎噎

有一次我居然看到了一只云豹袁像一位隐士
匆匆路过袁未曾与我打过一声招呼

5
山间有一座水库袁叫芭蕉坑水库
远远地望过去袁像一片蓝色的云泊在群峰之间
我曾经在那儿灈足袁眺望水中圆满的落日
我曾经看到过一群羽翎靓丽的大雁在那儿游荡
把鸣叫一圈一圈荡漾在水面
也看到过一对天鹅倒映在水中的高贵的脖颈
哦袁这弯曲的孤独的永世的爱的神秘符号噎噎

6
我记住了这里的每一座山峰的名字要要要
砦垴岽袁观音岽袁太阳山袁北斗山袁青竹岭袁雷公岭噎噎
一并三十六座曰它们先我而来袁是这里真正的主人
每一座都像寺庙里的菩萨袁有着久远的神秘
我每天和它们相看两不厌袁每天和它们之中的三五座

清谈
它们宽袍大袖袁慵然慨然袁恍如我前世的兄弟遥 因而
想到有一天我终将下山袁离开它们袁在别处
了此残生袁我的心就茫然起来遥 有一天在睡梦之中
我听到有好多座山峰也对我说了相同的话噎噎

正值青春之际袁 你袁是
否怀揣过梦想钥 恰青春少
年袁你袁是否把自己的梦想
追逐? 梦想就像一缕温柔的
阳光袁为成长带来温暖和力
量曰 梦想犹如人生的航标袁
为前进指引着方向曰梦想就
是心灵的港湾袁时刻召唤着
每一个奋进者遥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
过院新时代中国青年要树立
远大理想袁 青年理想远大尧
信念坚定袁 是一个国家尧一
个民族无坚不摧的前进动
力遥

青春飞扬袁 放飞梦想遥
只有启程袁才会到达理想和
目的地;只有拼搏袁才会获得
辉煌的成功曰只有播种袁才会有收获;只有追
求袁才能品味人生曰只有追梦袁才能诠释你的
人格袁才能凸显你的魅力遥

青春袁是一部奋斗史袁她无处不在袁时刻
准备冲锋浴 前进袁前进浴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袁
是一群朝气蓬勃尧勇于拼搏的人袁我们只有
不断地往前走袁去尝试新事物袁才能让理想
信念在创业奋斗中升华袁让青春在创新创造
中闪光浴

生命的美丽袁 永远展现在她进取之中袁
就像大树的美丽袁是展现她负势向上尧高耸
入云的蓬勃生机中袁像江河的美丽袁是展现
她波涛汹涌一泻千里的奔流中遥 登上山顶袁
脚下就是积翠如云的空蒙山色曰 风雨过后袁
眼前就是鸣翔鱼浅的水天一色曰 走出荆棘袁
前面就是铺满鲜花的康庄大道遥 青春应该属
于一场华丽的冒险袁年轻的朋友们袁你们准
备好了吗钥 让我们来一场属于自己的青春冒
险吧浴

坚持的昨天叫立足袁 坚持的今天叫进
取袁坚持的明天叫成功遥 一个碌碌无为的浅
薄者是没有什么欣赏可言的袁既然不相信自
己袁就注定将是平庸袁何不试着把自己投入
到铸就辉煌的熔炉之中袁 把自卑表达成自
信袁把失意挤压成动力袁把挫折摔打成练达遥
德国伟大的思想家尧文学家罗曼窑罗兰曾说院
一种理想袁就是一种力浴 伟大领袖毛泽东曾
赋诗云院恰同学少年袁风华正茂袁书生意气袁
挥斥方遒遥 追梦是每个年青人应有的姿态袁
只有不断追逐梦想袁你的人生价值才有可能
得以提升遥 作为年轻的我们袁应该努力追求
自己的理想袁而不是虚度青春年华遥

趁阳光正好袁趁青春年少袁去做想做的
事袁去追逐梦想曰不沉迷过去袁不恐惧将来袁
奋斗不止袁希望就在曰努力从来不会白费袁昨
日撒下的种子袁正在你看不见尧想不到的某
处悄悄地生根发芽遥

追梦吧袁让我们的青春绽放出更加耀眼
的光彩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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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麓埜布衣渊报社冤

渐行渐远的乡村货郎
阴钟赣州渊九堡中学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