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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强

任我行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我说，“我的江湖就在一蔬一饭中。”
我本吃货，红尘俗世中，吃也罢，不

吃也罢，心头之好，总在那么点味道。
烟火人家，逃不去衣食住行；工薪

阶层，离不得农贸市场。逛市场，是我
的一大爱好，不论寒冬酷暑，每到周末
休息，我必早早起身，到农贸市场打
望，有新鲜的时蔬、当季的果品、乃至
鲜活的鸡鱼，一一纳入，乘朝露未收、
早茶氤氲，回到家中，眯着眼睛，思量
着中午的四菜一汤或是干锅火烧。

我喜欢独自下厨，媳妇小儿，只一边
打打下手，万不可掩盖了主角的光芒。

儿子敦笃，最喜食荤，一道家常烧
白，甜咸适中，入口即化；或者来份蒜
苗回锅肉，鲜香微辣，肥而不腻，瞬间
抚平了孩儿的五脏庙。

老母素喜鱼肉，麻辣鱼、清蒸鱼、
回锅鱼、酸菜鱼、青花椒鱼，轮番整治，
换来老母亲慈颜一展，儿复何求兮!

家人聚会，我独自一人披挂上
阵，历时两个时辰，不亚于餐馆大厨
的家常全席上桌，十八般菜品，弟兄
姐妹、老父老母，言笑晏晏、大块朵
颐。一时间，味蕾感受的美好，成了
聚会主旋律。

工作之余，为解乏累，我常常犒劳
自己，年轻时候是快油酥一碟花生米，
慢慢饮点老白干；现在是用媳妇闲置
的烤箱烤一盘藕片、韭菜。

闲时，泡上一壶清茶，学习着电视
美食节目里大师做菜的技艺，体会着
美食带给我们的文化享受，味觉传承，
居家温度。

美食可以给我们带来生活的自信，
传递乐观的精神，也能助力找寻内心的
宁静，原来幸福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我的江湖，充满油盐酱醋、美食小
酒。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而每一个
人都有一个自己的江湖。有人在江湖
中汲汲营营身不由己，有人在江湖中
经营着对家人的爱意和眷念。你说，
我是身在江湖呢，还是心在江湖？

□吴兴刚

温暖的基础是温度，有了一定的温
度，才会感受到温暖。米易年均20℃上
下的温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老天爷
的恩赐和垂爱，让这片土地美丽富饶得
令人羡慕嫉妒恨，羡慕这里的温暖，嫉妒
这里自然天成，恨生不逢地……

生为米易人，有幸研究过米易这一
名称的由来，知道有这样一种说法：米
易之所以为米易，就是居住在安宁河下
游的沿岸居民吃米容易。后来，看到有
人对“米”字的解析，说“米”字既象形又
会意，四方饱满的“米”字，犹如丰盛的
稻谷，把“米”字的意蕴学问说完说尽
了。难怪，一位自小生长在河畔农家的
诗人曾对我说，从小到大他都不知道饥
饿的感觉，自知世事起，自己家就是吃
米人家。这句话，如果是上世纪八十年
代后生人说的，我一点也不会惊异。而
这位诗人老兄，却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
期生人，其时生人能说这句话，不啻于
今天人们口中“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人”。

在我知道米易安宁河畔起，农田里
似乎一年四季都生长着水稻，不是青涩
的谷穗，就是由青涩谷穗蜕变为金黄的
稻谷。其时，河岸两边空气里飘荡的，
都是一种来自于稻米的香气，漫山遍野

地弥漫着，令人神清气爽，惬意畅快。
有人细究过，发现这里的低纬度、高海
拔，造就了典型的亚热带气候，日照长，
温差大，水源好，“长河分流灌良田，稻
菜飘香遍米易”“喜看稻菽千重浪”，一
年三熟的稻谷，怎么能让人不吃白花花
的大米饭呢？所以，诗人没有诳语。

阳光是米易殷勤的抒写者。徜徉
在米易的村落里，高山、小河、溶洞、古
树、房舍，与阳光一样，随处可见，如影
随形，构成一派秀美田园画卷，雅砻江
边、安宁河畔，山峦起伏，溪流曲折，翠
绿满眼，草木葱茏，淡雅清香。火红的
攀枝花，大红的凤凰花，淡黄的相思花，
红黄白紫相依相间的三角梅，次第登
场，油菜花、桃花、李花、梨花、青菜花、
芫荽花、海椒花，以及白墙青瓦房旁边
许多知名和不知名的的花，交替漫延，
接续映趣，举目望去，景色无边。终年
四季，碧空如洗，白云悠悠，明晃晃的阳
光温润惠泽。随着山门洞开，科学技术
随着阳光，感悟温暖，在这方土地上找
到了一拍即合的知音，由此，沉睡的米
易开始五彩缤纷，阳光中散发出科学技
术的缕缕幽香。，在龙肘山下、白坡山
崖、二滩湖畔、安宁河岸悄然弥漫，除了
稻谷、甘蔗等传统作物，还有蔬菜、枇
杷、烟叶、芒果、梨子、桃子等新兴品种，

米易物产成了招牌，成了美味的代名
词，米易人尝到了“甘蔗从顶往下越吃
越甜”的滋味，彻底领悟到了“插根木头
能发芽”的深刻含义。

阳光，对米易格外迷恋，在不少地方
“冻死老狗”的时节，这里不但天高云淡，
暖和如春，而且没有丝毫尘霾浊雾侵
扰。晨日的安宁河水恬静而又柔情，像
是一河牛奶在汩汩流淌，弥漫着氤氲的
淡薄轻雾，从灵官山上冉冉升起的橙黄
色的太阳光亮，毫不费力地分割了这些
白气，水光天影绚丽多彩，秀丽灵动。阳
光穿过白气照在地上，斑驳陆离，恍如一
幅幅图案各异的画，一枚枚闪烁着光亮
和色彩的铜钱银币，静谧、朦胧而深邃，
有着印象派画家莫奈笔下的浑然意境。
阳光下的土地、人、树、草、花……暖洋洋
的，这或许就是米易的优势，其它很多地
方都不可比拟的阳光优势。

阳光，让米易这座城，变成了一座没
有冬天的城市，变成了清除内心杂草和
樊篱的处所，变成了生命绵绵不绝的接
引之地，变成了世人艳羡与神往的所在。

阳光冲淡了冬天的概念，淡化了季
节划分，淡漠了时空距离，阳光的温度
聚集起了一批天南地北的宾客佳友。
在朋友圈里一度流行这样一句经典语
言——“你在北方的寒冬里裹着貂，我

在米易的暖阳里露着腰”。米易的暖
阳，令人舒适，冲淡了时令和四季的米
易，满山满壑的纯净、清新、湿润、宁馨、
幽谧、寥廓、空灵，山峦起伏，溪河纵横，
让人一眼就醉了。漫步在米易，微风拂
过耳畔，看安宁河从城中缓缓流过，让
人只想闭上双眼，深深呼吸，全身心感
受不加修饰幽静清雅之美，韵致天成的
佳境，米易就像即将出阁的姑娘一样，
天生丽质，清澈、宁静、温暖、充盈。

在米易行走，很多人都会惊异于小
城居民的从容与沉静。对于宾客，不管
是成群结队、熙熙攘攘，还是散落独行、
茕茕孑立，他们一样的不惊不诧，有礼
有节。

在米易，安宁河边，花团锦簇的院落
里，捧上一杯冒着袅袅热气的清茶，在散
漫的阳光下，在流淌着一种难以言喻的
宁静空气中，河风吹拂，翻开石桌上的

《米易记忆》《米易史话》，耳畔响起那首
旋律悠扬、婉转、甜美的歌曲《我在米易
等你》中的词句“那座城，隔着山，隔着
水，却只有一米阳光的距离……”唤醒昔
日田园记忆，勾连未来美好幸福。

温暖的阳光，大自然馈赠米易的一
把金钥匙。温馨的阳光，为米易打开了
一个又一个的未来。过去是，将来肯定
也是……

石 头
冬天的小溪流过，石头
从内到外，一阵颤抖
水纹波动、扩散复制，话语也一同颤抖
——但无论如何，他不能否定自己
否则，在泥土里的下陷将不会停止

水
那么你说的永恒是水？
是流淌绵绵不断？还是漫延无边无际
当冬天立志要来宣布冰封时
水落石出，石头却不能真正逃离
到时候，那些水下的回忆将不能再摇曳

到那时候，如果只是凭借着
相信高天之上有那么一个顶点
能不能捱过这个冬天？

芦苇
干枯易折，不仅意味着不能入诗
甚至还将走向自己的空心化
想起曾经他们的爱一度没有边界
想起曾经在水边、在风中
那些几近于冲动的牺牲感
忽然觉得有些羞愧……

白云
无可奈何地，自己也在暗淡颜色

等待过芦花乘风而上，来参与自己
等待过水中倒影长大，天地间遥相呼应
如今，低温逐渐冻碎了耐性
但愿不要连同记忆也冻碎——
愿明年今日仍记得这里

落叶
白云离开，落叶抑制许久的一声咳嗽
终于炸开，就把自己从枝上震落了
睡在风里，可以既是安静，又是自由
只是仍希望有眼睛能注意到他们
在那之后，就可能悄悄潜入到那人的梦里
——在没有得到允许时就悄悄进入
离开时也是安静无声的

所以，那人也并会不知情

废弃之屋
常理来说，总是需要某种发光的确定性
好用来对抗机会主义的撞击
来对抗关于真相的年老的幻想
然而他现在是一座废弃的破屋
只能享用一点免费的阳光。然而
——黄昏，即将连同落叶一起降落下来
他一度见过许多事件和道理
本打算始终守口如瓶的。旷野起风
门窗、墙壁、屋顶都在漏风
他发现自己情不自禁地把那一切都说

了出来

□废墟舞者

我自火红年代的五十一公里
擦肩而过
我自三线建设的五十一公里
擦肩而过
还好
正是这一个地名
在我记忆里深刻
五十一公里
是一个地名
长在一个绽放攀枝花的渡口
那里曾有林业局，养路总段，街办
还有包子铺，街边麻辣烫
农贸市场边有一家卤肉摊
摊主是我的朋友
他把九岁的儿子送去了少林寺习武
重要的是
那里还有过一所中学
那里离殡仪馆也很近
读了很多书的人
未必就有几个人读得懂生死
据说那里当初没有人家
甚至一棵树一块石头都没有
从平地至此正好五十一公里
因为没有参照物供取名
就叫了五十一公里
简称五十一
直到有一年
中学分来了一名女大学生
她美丽如斯
用她如花的青春
丈量了
这五十一公里的生与死
在那年秋风刚刚开始惆怅的时候
大三线丈量下来
似乎也只五十一公里
几公里远的殡仪馆
她的脸如落寞晚霞的酡红
滑落天一般辽阔的病床白枕
火化过那位美丽的女老师
这唯一的爱人
思起当初的美好
宛如今日之美好
这世界有冷有暖
也就有了生与死
五十一公里啊
你比永恒还要长远吗

□张季平

真诚是沟通心灵的钥匙吗？
我的回答：是，肯定是。
我住那栋楼，快二十年了。院坝

很宽，没有电梯。我那套房，大门翘
了，门不好关，也不好开了。儿子要
我找师傅来修修。我说，身边哪有这
样的师傅呢？

哦！我忽然想起来一段情景：前
年吧，我亲眼见过一友人买的一套新
房，开门关门没问题，就是拉门的时
候，门要前后摇摆响动。风吹大了，
门也要响。友人拨了小区物业的电
话，回答说马上派人来修理。过会来
了位帅帅的师傅，腰上挂一串钥匙。
他打开工具箱，找出一件工具，又从
腰上选了一把钥匙，通进锁眼口，三
两下，门修好了。我和友人上前摇动
拉扯，那门严丝无缝，无声息。从此，
我对“工匠”们是刮目相看了。

当时，我还记下了那位师傅的电话。
眼下，我的房门坏了，是否找那位

帅帅的师傅上门修理呢？然而，我终于
未拨他的电话——虑及人家非本小区
物业维修人员，又隔得远，不好意思麻
烦他，倒不如自个儿动手修理试试看。

我找出家里所有的工具，最终选
出一个锤子，用它把门框使劲地锤用
劲地敲，之后，再关门、开门，却没有
丝毫改变。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楼
梯道冒上来一个高高瘦瘦的年轻
人。我晓得他住楼上，几楼却不知。
见我的尴尬状况，他问：你咋个啦？
听我说过原因，他俯身说，我帮你看
看。他到门框边，闭住一只眼，瞄了
瞄，又用手摇了摇门，再抬了抬门，然
后说：我回家拿样工具下来。

我好像看到了救星，但又感觉不
会那么轻而易举就解决问题。他下楼
来了，手握一根三四尺长的水管，用粉
笔在门框上涂了一层白色，然后把门
关闭，又推开。门框上原本全是粉笔
白，此刻，有些地方却显出了门框的本
色。他不露声色地用手上的水管撬着
门，用了用劲，再使力；又微微用劲，再
轻轻使力。关门，开门，再关门，再开
门……哈哈，居然修好了！

我很感激他，更想谢谢他。他姓
什么叫什么不知道，仅晓得他在铁路
上工作，巡道工。他有个儿子，又有
个女儿，女儿刚会走路，他母亲在给
他带娃娃……

我得感谢他。但怎么感谢他成
了个心结。

我家快递多，而邮政快递最多，
多的一天，甚至有三五件。上午十

点、下午五点左右准来。自今年疫情
发生以来，我又爱上了书，且愿在散
文写作上有些进展。因此，竟在短时
期内买了好几十本名人名家的散文
作品。这些书，大多是邮政快递一位
女士送到我手上。她皮肤白皙，五官
清丽，第一次见面就感到诧异，同时
还有点为她感到无奈，认为她或许应
该做别样的工作才更恰当。

实在是感谢她为我付出的辛劳，
尽管这是她的工作职责。一天，收快
递的时候，我拿了一提“蓝月亮”洗衣
液送给她。她接过手，惊奇地问又好
像是喜悦地说：你咋对我这么好呢？！

对楼上那瘦高个子，我得照样送
他一提“蓝月亮”洗衣液。一来，这物
品实惠且实用；二来，这“蓝月亮”的
名字多美多有意境。

他们一家人很得人喜欢。不多
言不多语。一双儿女衣着干净整洁，
奶奶护理得如同至宝。我从内心尊
重他们，看来他们也是礼貌于我的。
那天，我见瘦高个子从我家门前过，
请他停下来，等一等，说送件东西给
他。我双手把“蓝月亮”洗衣液送给
他，他先说：家里有。过一会儿，又
说：好嘛，你送我，我就收下啰。

自那以后，瘦高个子的母亲见着
我，总会点点头，或浅浅地一笑。自
然间，院坝里似乎多了些和谐气氛。

上周，我在邮政快递员手中寄份
快件。她问我：寄的什么东西？

我说：一篇散文。
你写的吗？她问道。
我说：二十年没提笔了，是我新

近写的。
她接过快件，封好口皮，说：那，

我得读读。
我说用微信发给她看看，还请她

不要激动不要流泪——读过这篇散
文的人，大都说写得好，催人泪下呢。

刚刚，亲脆悦耳的声音又在耳畔
响起：张哥，你快递到了，在家吗？请
下楼来取件。

这几天，天气热，她脸晒红了，双
手戴着护套。

我问她：那篇散文看没有？
她双手抚在方向盘上，满脸欣喜

和难过的神色交织瞬现，使劲地点
头，微湿的秀发随之散开。

我又问她：流泪没有？哭没？
她又是刚才那复杂的神色。只

不过头点得更频急些了，并下意识地
抬起一只手、叉开指尖理顺了头发。

望着绿色的快递车离去，我想，刚
才，问她话的时候，她是不是想起了散
文中所描述的张哥那经历的苦难？

□俞飞鹏

这许多年里，我曾走过一些城
市、街区。很多地方，去过便是去
了，多无再去之想。其中缘由，一自
是太多城市，概无例外的都处于同
质化进程中。二是每去一个城市，
大抵总要直面车辆来往的艰辛，喧
闹，于是，待停几日，就想到要离开。

兴许，我的不愿待停，并不尽在
一个城市车来车往的是否横无际
涯，不争后恐先，兴许，亦关联一个
城市的人文，文明程度。

我想，文旅的所谓文，定然要关
联到人，一定和人的人文素养、文明
程度相接连。我想，若一个城市，予
你这个旅人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你，
怎么都可能要多待停一会。

行走台北，人说，即便你在台北
的地上打个滚，一身仍是洁净的。

儿子说，行人在美国过公路，
车，远远的便停在那等你，任你慢慢
行过公路。

去过日本的朋友说，在日本，即
便身处垃圾桶边，却可以让你觉不
到刺鼻异味。

经常的我们会听到一句话：城
市是我家。

经常的在城市——我们会看到
另一场景：瓜皮，纸屑，烟蒂，饮料
罐，塑料瓶，包装袋，被人随手丢弃
在街区、路道。经常的在城市，我们

看到一些人，吐痰，想怎么吐，随便
吐就是。很多地方，一天复一天，污
水任由横流，泛滥……

家，我们温馨的港湾呢。
我们都有家，谁愿意自己的家，

如此的脏乱差呢。
一个城市的文旅发展，觉得景

点打造，在人无而我有。
我们的城市，鲜有老祖宗留下

的人文遗存，没有闻名遐迩的叫得
响的胜景。这是我们的无。但，这
亦是我们可以放手一搏——能无中
生有的有利，便利。

不觉得我们这个城市的“工业
探秘之旅”“阳光之旅”“民族风情之
旅”有多么不堪。不觉得我们的钢
铁旅、格萨拉、溶洞游、二滩、欧营、
阿署达等多么不屑一顾。之所以，
我们的很多景点，如过眼烟云般一
晃而过，没予旅人留下什么印记，我
想，或在于我们的文旅，仅泊伫于概
念，缺失特色、个性，具体项目植
入。譬似我们的阿署达，那地，我想
定有值得我们营造、挖掘、包装、锻
造的民风民俗，譬如彝人的生活，饮
食，起居，又譬如婚恋嫁娶，处于秘
域的生活用具等等。

文旅行游，涉及吃、住、看、玩，
其中到一个地方看了什么，有什么
独特味觉，好玩去处，至是重要。

觉得我们的文旅，还是有很多
文章可做，能做。

譬似辟出一个街区，地段，专意
打造极具个性的私人博物馆群落。
又譬似以砚为媒，专意砚文化文章。

我市的苴却砚，是我市的惟一，
特有。这不单单是一文化品牌，这
同时也一定是一个大有文章可做的
文旅项目。现如今，了解苴却砚、知
道苴却砚的人愈发见多，我想，若遇
见有心人，若是我们花些心思打造，
以开发砚文化的文博行旅，品唐人
气象，宋人芬韵，明清味趣，打包砚
文化的缤纷砚史，流脉分支，开发名
砚观览游、制作游、体验游、创意游、
讲座游等等，如何会没有美好的成
长性以及远大的空间价值。

文旅者，相关人文的行旅，以人
为本的旅历。文旅，在挖掘当地资
源前提下，根据人的特性，展开想象
来做，亦可起到出人意想效果。

墨西哥有一景点，这个景点用
瓷盘进行营造。别有意思的还在
于，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瓷盘，不仅
有放在桌上，挂在墙壁上，更有不
少挂在展厅内的屋顶上。这一独
特的文旅项目，让游客接踵而至，
让世界各地的观览者络绎不绝。
而在出产瓷器的中国景德镇，这样
的景点却没有。由此而看，文旅之
打造，自不仅在文明，洁净，景点营
造这三个关键词，文旅，同时还是
一富有创意的工程，是一项创造性
的、有意思的事业。

用阳光打开的米易

五十一公里 相关文旅随想录

我的江湖

真诚是沟通心灵的钥匙

野
外
即
景
（
组
诗
）

□

马
质
彬

诗与远方。（苗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