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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游罗汉岩有感
□瑞墨（叶坪）

舞勺之龄寻霸先，踏迹陈武画图间。
困雨迷途穷路晚，向问古寺晾衣衫。
晨踏幽踪攀奇胜，暮宿仙岩渴饮泉。
雏心无惧夜兽吼，总因借枕佛陀眠。

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第十四个防灾减灾日·汶川地震14周年感怀
□邹旭（武阳）

汶川地震烟硝尽，
惨烈灾难记尤新。
山河破碎悲咽在，
肝肠欲断尚寒心。

一方有难八方援，
党旗军魂铸心间。
美丽家园齐守护，
未雨绸缪筑平安！

我爱你，铜钵山
□蔡秀柱（冈面）

我爱你，
古老的铜钵山。
我爱你妩媚风光，
我爱你保经风霜。
你是绵江第一峰呵，
铜钵茶歌美名扬。

我爱你春天的盎然，
生机勃勃，
鸟语花香。
我爱你夏天的山风，
清新凉爽，
避暑好地方。
我爱你秋天的颜色，
树树霜叶，
满山金黄。
我爱你南国的冬韵，
飘飘瑞雪，
素裹银装。

啊！铜钵山，
我爱你优美的传说故事：
石龙洗澡飞龙圹，
枯井出木做庙梁，
方竹的由来故事长?
那山顶的清泉更神奇，
四季不断，
涓涓流淌。

啊！神奇的铜钵山，
你那常常的云遮雾罩，
如洞天福地，
似天堂仙乡。
我为你倾倒，
愿你永远美丽，
地久天长。

那刻，我迈上了新台阶
□陈园平（三中）

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
早起的虫子托着霞光
奔行于生活的轨道中
向着未竟的事业前行

冬去春来
岁月不紧不慢
悠长的街道冷清些许
呦喝声 偶尔传来
如整点的钟声
时不时地提醒 你
该处理好下一计划了
白光精亮
我的脚下犹踩了一地青苔

时间再次跌落
春枝已成枯枝
而此刻我的心情
被琐事围得水泄不通
就在鱼线溃败之际
头顶上的惊雷为我撕开一口子
潜伏，蛰伏
我手舞足蹈，挥霍着久违的微笑
辗转于狭长的小巷
早出晚归

为思想与生活并存
穿梭在日月星光下
阔别半个世纪的日子
一路高歌
一路前行
一路天女散花
一路笑语欢颜
我坚信明天的太阳依然灿烂
日月星辰定能带着我迈上新的台阶

恢复高考的第二年——1978年夏，不足
15岁的我踏上了高考之路。

那时的高考，其实是高考、中考“一条龙”
考试，同样的时间、相同的试卷，按考试成绩
录取完高校生，再录取中专生。

头一天中午，母亲捋了一把不知留了多
久的面条，煮了一碗汤面，她牵着我瘦弱的
手，要我登上农村特有的木楼梯上吃。她把
冒着几点油花的汤面托举到我手上，哽咽着
说：“孩子，好好考，全家都盼着你呢。”说完又
呢喃祷告了一番。

我的家族祖辈没出过读书人，母亲更是
大字不识，让家中出一个读书人一直是她的
梦想。她把儿子远行赶考的仪式操办得很是
神圣，她觉得她唯一能做到的，就是以这种虔
诚为儿子高考助力，希望儿子金榜题名、步步
登高。

母亲的眼眶有点润湿，她用衣袖抹了抹
眼角，便下农田干活了。

母亲生了 10个儿女，那个年代，面条对
儿女成群的农家是稀有之物，一年中逢年过
节也不一定能吃上一回。以往吃面条，我必
定是一根一根挑着吃，生怕一不小心三两口
就没了，直至把碗舔得比洗了还干净。

望着母亲瘦小的背影，想想贫困的现实、
全家的希冀和无法预见的未来，一股酸楚在
心头泛涌。我任由泪水滴打在汤面上，伴随
几乎要窒息的呜咽声，风卷残云般把汤面吞
咽下去。

擦干泪痕，洗好碗筷，背起书包，我赶到
村头的古樟树下，同村1男2女三位同学早已
在等候。我们 4人相约步行 20多公里，打算
在太阳落山前赶到城里。

本来，学校组织考生统一乘班车到城里
住宿，第二天上午看考场，下午考前培训。为
了凑足这次的高考费用，父母不仅掏空了所
有积蓄，还向亲戚借了钱，乘坐班车的5毛钱
车费，我再不忍心向父母张口。同村的小伙
伴家境也不好，我们坐不起车，只好结伴靠双
腿走到城里去。

午后骄阳似火，阳光下翻耕的水田闪着
耀眼的亮光，村民大都在修筑田埂、储水肥
田，以备抢种水稻。

我们一行 4人过田埂、蹚小溪、翻山岭，
抄近路往城里赶。走了近 3个小时，终于翻
过了最后一道山岭。放眼望去，山下通往县
城的公路隐约可见。我们带着欣喜连奔带跑
下山，心想只要沿着公路再走1个多小时，就
能抵达县城了。

天有不测风云，我们刚走到山脚，远处便
传来一声炸雷，乌云像一群黑马飞驰而来，狂
风夹着沙石打得脸麻辣辣的痛，不一会儿，暴
雨倾盆而下。我们慌不择路，只好躲进一座
小院落里。

这是一座破旧的土坯房院落，中间是厅
堂，东西两边各一厢房，东厢房外搭了间简陋
的厨房。我们闯进厅堂，猛然看见里面摆放
着一具棺木，棺木旁烛火如豆，显得阴森恐
怖，我们都吃了一惊，急忙又退了出来。

听到动静，一位拄着拐杖的老奶奶迎了
出来，见我们一身湿透，便引我们到厨房避
雨。

雨一直下个不停，时不时还伴着惊雷，外
面已是一片汪洋。天色渐暗，望着黑沉沉的
天空，我们无比焦虑，但谁也下不了冒雨前行
的决心。

经过商量，我们决定今晚在此留宿。心
情一旦平静，疲劳、饥饿便随之袭来。我们不
约而同在随身的书包里翻找，我掏出所有的
炒青豆，另一个男同伴掏出了炒花生。在我
的炒青豆里，有一个皱巴的小红纸包，我小心
翼翼地打开，里面包着 3枚硬币，2枚伍分，1
枚贰分。这应该是母亲仅有的私房钱，她悄
悄留给我以备急时之用。

我们就着冷水，分吃着少得可怜的青豆
花生。

不一会儿，老奶奶端来一碗垒得略微冒
尖的米饭进来，这是在厅堂用来祭奠亡灵的

“神饭”。她把“神饭”掸了一半到锅里，将剩
余的部分搅得蓬松，换一只更小的碗盛着，垒
得略显冒尖，又端回到厅堂。

那时的农村习俗，祭奠用的米饭从不给
外人吃，何况那时还处于家家吃不起饱饭的
年代。老奶奶看我们可怜，一时也拿不出食
物，她把半碗米饭和着红薯，煮了一锅热气腾
腾的稀饭，我们老小5人吃了个精光。

雨后的夜晚很是冷清，周边看不见一丝
亮光，除了蛙鸣虫啁、夜鸟怪叫，一切都像凝
固了。老奶奶引我们穿过厅堂，到厢房睡觉，
我和男同伴睡东厢房，两位女同学和老奶奶
睡西厢房。厅堂那具棺木在黑暗中让人瘆得
慌，一进厢房我和同伴便相互攥着手蒙头大
睡。

不知睡了多久，同伴突然把我推醒，贴
着我的耳根轻轻说了句“有鬼”，我顿时惊恐
地睁开双眼，骇得大气不敢出。侧耳静听，
外面传来门一开一合的声音，不时伴有人的
呢喃声、叹息声；屋内时不时有物品倒地声，
床底下也传来抖抖索索的声音。一只老鼠
沿床脚悄然爬上床沿，在我们头上拖曳而
过，我和同伴吓得魂飞魄散，一跃而起奔逃
而出。

听见我们在屋外的说话声，两位女同学
也从厢房逃了出来，看她们也是吓得不轻，两
人紧抱在一起，全身瑟瑟发抖，颤着声音说不
出一句话。

老奶奶从厅堂走了出来，她告诉我们刚
才是在为已故老伴上香，顺便陪老伴说说话，
叫我们不要害怕，回去睡觉要紧。

东方的天空有些泛白，恐惧让我们已睡
不安稳，我们决定趁夜赶路。临行前，老奶奶
塞给我们每人一个小红薯，叮嘱我们走夜路
一定要格外小心。看着夜幕下她那孱弱的身
影，想想她对萍水相逢的我们如此善待，我们
感动不已。

沿着公路摸黑前行了近两个小时，我们
随同郊外推着独轮车、或肩挑手提进城卖菜
的农民进了城。平生第一次见识宽阔的水泥
街道、高大的楼房、川流不息的人群和车辆，
我们像走进了一个全新的陌生的世界。

找到住宿点，只见班主任斜靠在饭店门
口的椅子上，事后我们才知道，他在这门囗整
整等了我们一夜。他见我们满身的泥点和疲
惫得近乎摇晃的身体，一脸的气恼化作了无
限的怜惜。

也许是一路的惊吓和疲备，也许是过度
的紧张，也许是确实技不如人，我人生中的第
一次大考以失败而告终。全校考生全军覆
没，作为平时成绩拔尖的我，也以总分差两分

而落榜。

高考后的那段日子，我不敢面对父母，甚
至不敢面对兄弟姊妹，惟有跟随村民日复一
日在田间劳作，累了躺在树下迎望天空，渴了
捧一把河水牛饮，天黑了便独自溜到河边呆
坐。

母亲很想知道高考结果，但见我整天失
魂落魄的样子，几次欲言又止。在她看来，像
我这样瘦弱无力的身体在农村根本无法生
存，唯有靠读书谋出路。

新的学期又开学了，班主任找到我父母，
希望我回校复读，来年再考。母亲终于知道
了我的高考成绩，知道了我赶考路上的经
历。她用双手揪着衣襟，内心无比痛楚，为我
的省 5毛钱车费，为我的高考成绩差两分而
落榜，也为无法改变的穷困家境。

看到母亲如此伤心，想想因我的失败导
致全家多年的心血和希望竟然化为泡影，我
心如刀绞，悔恨地双膝跪在母亲脚下……

父母经过商量，同意我返校复读。父亲
唯一的条件就是，我仍然要负责养好家中的
那头老牛。

父亲当时是人民公社（相当于现在的乡
政府）的兽医，那时生产力低下，对耕牛实行
重点保护和监管，偷盗和擅自宰杀耕牛将判
刑入狱。他每天穿着草鞋进村入户为家畜治
病，同时也承担着对耕牛的监管职责，对耕牛
有着特殊感情。家中的那头老牛陪伴我一起
长大，我也舍不得丟下不管。

复读的那一年，我是唯独早晨不上早自
习、午后不休息的复读生。肩负着父母的希
望，依靠着全家人的支撑，我咬紧牙关，丝毫
不敢懈怠。清晨牵着老牛到野外放牧，午后
割草备足老牛的晚餐；白天，老牛在农田负重
前行，我在学校发愤苦读；晚上，老牛在牛舍
安祥地反刍，我在它旁边的土坯房伴着煤油
灯熬夜。

天道酬勤，1979 年的高考，我以高分上
榜，成为村庄里的第一个大学生。

邮递员送来录取通知书时，母亲撩起衣
襟把粗糙且布满老茧的双手擦了又擦，捧着
那张小小的纸片摸了又摸，喜极而泣……

童年时代，最喜欢过年了，不仅有新衣服
穿，还有压岁钱。大年三十晚上，我梳洗干
净，换上父母给我买的新衣裳，父亲就给我发
压岁钱了。他给我的压岁钱是1张正面是女
拖拉机手、面值是一元钱的纸币。父亲拿着
一元钱的“女拖拉机手”悬在胸前，教育我要
疼爱弟弟、妹妹（我们兄弟姐妹四人，我排行
老大，妹妹老二，还有二个弟弟），要尊老爱
幼，要好好学习，要勤俭节约……好像一年来
要教育我的语言都是在大年三十晚上这天说
完的。父亲说的这四条我都听懂、记住了，那
些没记住的则似懂非懂，但还是像小鸡觅食
那样不停地点头，眼睛也跟着父亲拿压岁钱
的手转来转去。父亲终于觉得他要说的都说
完了，然后微笑着把崭新的一元钱放在我的
小手心。

母亲也以同样的姿势给我发一元钱压岁
钱，除了重复父亲的语言，母亲总要郑重其
事的加上一句：“今天是年三十，明天就是
初一大钵头，看见谁都要说好话，千万不能

骂人哈，要不我会开‘新年功’（打人）！”母
亲虽这么说，但在我的记忆里，母亲大年初
一这天从未对我们开过“新年功”，不过也
有可能我们小时候大年初一这天压根就没
骂过人。

外婆也给我发压岁钱，她发给我的压
岁钱则是 6 张正面是群众参加劳动、面值
是一角钱的纸币。我把父母给的 2 张一元
钱放在最底层，外婆给的 6 张一角钱叠在
上面，用小手绢小心地包好，藏到床头最里
面的稻草垫下，随后搬个小凳子守在床边，
翘着二郎腿，二只小手打着拍子，一边哼着
自己都不知道的什么歌曲，一边目不转睛
地盯着放压岁钱的床角，生怕它们会不翼
而飞。

那时的正月，总有个老伯伯挑着担子，走
村串户一边吆喝，一边敲着“叮叮当”的铁板
来卖麦芽糖。每当听到“叮叮当……叮叮当
……”敲铁板的声音，我便蹬蹬蹬，三脚两步
跑进卧房，从藏着压岁钱的床角拿出包压岁

钱的小手绢，挑出一张我认为最不新的一角
钱，拿来买麦芽糖吃。我把钱交给老伯伯并
告诉他分成 4小块麦芽糖。老伯伯收下钱，
用小铁锤敲下 4小块麦芽糖给我，我把看起
来最大最厚的那一块分给才刚刚咿呀学语
的小弟弟，把第二大块分给排行老三的大
弟弟，把第三大块分给排行老二的妹妹，把
最后一块、薄得跟纸似的那一块麦芽糖留
给自已。小弟弟很斯文，他抿开小嘴咬了
一小口麦芽糖留在嘴里，留下一大半块抓
在手上。也许大弟弟那时实在是太饿了，
三下五除二就把麦芽糖吃完了，看见小弟
弟手上还有一大半块没吃，便走到小弟弟
身边目不转睛地盯着小弟弟手里那一大半
块麦芽糖不愿意走开。聪明的小弟弟已知
道他的意思，一边推他一边奶声奶气地说：

“你抖胎（你走开）！你抖胎（你走开）！”这
时，我看了看自己小手上那块最小最薄的
麦芽糖，还是毫不犹豫地把麦芽糖放进嘴
里咬了一半，把另一半喂进大弟弟的嘴

里。留在我嘴里的那一半块麦芽糖实在太
薄，一下子就贴在我上颚的“天花板”上，怎
么弄也弄不下来，我便用舌头去舔那块麦
芽糖，让它慢慢融化。

过了两天，又听见老伯伯敲着“叮叮当”
的铁板来卖麦芽糖了，但这时我已不能再用
压岁钱来买麦芽糖吃了。因为父母说过，开
学后要我自己用压岁钱来缴学杂费。那时我
的学杂费是二元伍角钱，我只剩二元伍角了，
生怕缴不起学杂费上不起学，哪还敢再用压
岁钱来买麦芽糖吃？但这并不影响我对麦芽
糖的垂涎，我便和小伙伴们跟着卖麦芽糖的
老伯伯走村串户，眼睛总是盯着老伯伯簸箕
里那一大块麦芽糖饼，还指手画脚地争论哪
一边的麦芽糖最甜，似乎那样更能让我饱餐
一顿麦芽糖的滋味。

想着儿时的压岁钱，以及用压岁钱买来
吃的麦芽糖，我不由地又用舌头去舔上颚的

“天花板”，咽着口水，似乎嘴里还留着四十多
年前麦芽糖的香甜味！

金瑞湾一隅 朱燕 摄

儿时的压岁钱和麦芽糖
□邹文芳（市政协）

我的赶考之路
□赖立福（市委宣传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