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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和

经历多少世事沧桑， 回首以往， 竟然感觉： 人生之
至乐， 莫过于小时候在家乡放牛。

我们那一代人算是戳着牛屁股长大的。 还只有三四
岁的时候， 就赤着脚随大人们上山放牛了。 无论刮风下
雨， 还是天寒地冻， 我们都要赶着牛儿上山。 朝迎旭日
升， 暮送夕阳下。

小时候， 我专职看护一条老黄牛。 老牛10来岁了，
对我总是千依百顺， 从不倚老卖老， 调皮捣蛋。

牛儿吃饱了青草， 显得格外温顺， 榛色的眸子像老
人一样温柔地盯着我， 尾巴悠闲地晃荡着， 久久望着远
方咧嘴而笑， 像是怅惘过往的岁月； 有时也撒欢着舞过
来， 用头抵着我撒娇， 还伸出纱布一样的舌头， 不停地
摩挲着我的手心。 我们之间几乎有了默契， 今天到哪里
去放牧， 明天哪里的青草更肥， 似乎心有灵犀， 总是不
约而同。

每年春插之前， 我们早早给它准备了烧酒、 鸭蛋，
用竹筒一起灌进牛肚里， 好让它长膘， 准备高强度的春
耕“双抢”； 寒冬腊月、 北风呼呼的夜晚， 我生怕老牛冻
坏， 给它铺上一层厚厚的稻草， 既可保暖， 又可嚼食。

老牛自知夕阳晚， 不用扬鞭自奋蹄。 它每次都担当
生产队犁田的主力， 犁田时不疾不徐， 胜似闲庭信步。
大约是我10来岁那年“双抢”， 老牛连续奋战了40多天。
那天中午， 一大丘田即将犁完， 老牛突然停止不前， 十
分熟练地将套在脖颈上的犁丫甩掉， 然后一路小跑往家
里赶。 扶犁的洪老倌感到十分惊讶， 赶忙跟在后面吆喝。
只见牛颤巍巍地躺到平日栖息的地方， 凄厉地对着我们

喊叫了几声， 然后闭上眼睛溘然而逝。
洪老倌急忙点燃一捆纸钱和三支线香， 朝着老牛屈

膝跪下， 叩首。 生产队的男女老少都来为老牛送行， 很
多老人跟着跪了下来。 我独自躲在牛栏后， 眼泪像珠子
一样掉了下来。

后面我还喂了一条水牛牯。 这家伙身强力壮， 凶狠
好斗， 令我很不省心。 有几次我骑在牛背上， 这小子极
不耐烦， 疯跳起来想把我掀翻， 我把控不住， 竟然溜到
他那对尖利的牛角凹上， 吓得魂飞魄散。

春暖花开， 水牛牯春心荡漾。 每天草也不吃， 总是
伸出长长的脖子， 寻找心爱的姑娘。 有几个早晨， 水牛
牯完全不顾我的存在， 撒腿就往山下跑， 我挥舞着棍子
拼命去追。 水牛牯撒开四蹄， 行走如风。 等到我快要追
上了， 它竟然毫无顾忌窜向满是禾苗的水田， 还咧嘴而
笑， 满田疯跑。 我又急又气， 恨不得立马抓住它剥皮抽
筋。 我和它磨叽到十点多钟， 早过了上学时间。 我哭泣
着下田抓住缰绳， 拼死往回拖， 然后将绳子捆到一棵粗
大的樟树上， 抽出牛栏棍， 不要命地抽打着这个不听话
的东西。

这个闯祸的东西尤其好斗。 那次在一个很高的土坎
前， 看到一条体格健硕的公牛缓缓经过， 他立马双眼放
光， 挣脱绳子，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冲过去。

他们足足厮杀了一个多小时，身上伤痕累累，血迹斑
斑。 由于路窄，我家那牛一脚踩虚，从山坎上滑了下来。 对
方抓住这千载难逢之机长驱直入，将尖角狠狠刺入这厮的
眼睛，只见血水迸裂，哀嚎长嘶，一只脚在打斗中被践踏当
场报废。 众人趁两牛强弩之末，趁机将其分开。

我看夕阳残照下， 一牛伤痕累累， 一牛断腿、 眼瞎，
依然昂首怒对， 感觉无限悲壮， 不觉想起曹植那首赋牛
诗： “两肉齐道行， 头上戴横骨。 行至凼土头， 峍起相
唐突。 二敌不俱刚， 一肉卧土窟。 非是力不如， 盛意不
泄毕。”

眼瞎脚跛的牛不能耕田了， 只有杀之， 正好杀牛过
中秋。

如今， 农村已很少用牛耕田。 中国数千年的农耕文
化， 仿佛随着那头被宰杀的老牛流尽的最后一滴血， 飘
逝在历史的天空中。

父亲的白描
福琦

母亲41岁生我时， 父亲已经48岁， 倘若健在今年应该
103岁了。 父亲给我的印象是：克己奉公，两袖清风；良善端
正，乐于助人。

父亲爱社如家。这个社既不是人民公社的社，也不是人
民出版社的社，而是故乡洞庭湖畔一个古镇上，一群具有织
布纳衣技能的青壮男女被新生的人民政权组织起来， 自行
结社，发展生产，以丰衣足食。 父亲因中共党员的身份被任
命为古镇服装社第一任社长，后又新办了印刷厂。有一次县
手工业联社通知父亲到邻镇开会， 为给公家省几角钱的船
票，父亲硬是冒雨走了十几华里赶到了会场。 之后，为了给
社里采购物资，父亲又只身去了邻县，在大山里徒步两天，
天雨路滑，在躲避疾驰的拖拉机时，父亲被挤下数米高的路
基后摔断了左手，在骨折未加任何处置的情况下，父亲强忍
疼痛步行几十华里赶回了社里。

父亲巧手担家，常念叨“深挖洞，广积粮”，借此表达的
意思是：家中桶里的米、缸里的油和4个子女每期开学时的
学费由他包圆啦，其他事情则交给母亲操持。与诸多文艺作
品中描述的父亲形象不大一样， 我的父亲背影既不伟岸也
不厚实，两手不算粗大也没有老茧，反倒有点苍白而绵长，
无论平民的粗布抑或富贵人家的绸缎， 均在父亲二月春风
般的裁剪中如繁花盛开，妥帖耐看。

父亲喝点小酒，除此没有其他爱好。父亲常常劳作至半
夜才收工回家休息，下班后是极为放松惬意之时，此刻父亲
常做的一件事是， 倒上小杯白天从古镇副食品店沽回的散
装谷酒，没有下酒菜也无花生米，“轻解风衣抿酒而饮之”。

父亲有点“抠门”。这是儿时的感觉，现在当然知道缘故
了。 父亲按劳取酬拿的是工薪，除了养家糊口外，地处南洞
庭腹地的家乡常闹水患，干部群众捐钱献物亦为常态，父亲
也就少有余钱给子女零花了。那时的人民币真的很值钱，如
果从家里揣上一两米到古镇饮食店， 加上两分钱便可兑换
一个大大的肉包子； 揣上二两米便只要三分钱则可兑换一
碗香喷喷的手擀肉丝面。父亲偶尔给我几分钱硬币，我便当
成又过了一回儿童节。

父亲是家中的一片天，是儿女人生的一部书。

谢枚琼

家乡的那座石拱桥，自我懂事时候起就如一弯新月，卧在我
的心上，多少年过去了，这座没有名字的古桥依然像一道弧光，
将我，与我那些逝去的岁月，以及我对于故乡的眷恋，丝丝扣扣
地焊接起来。

石拱桥坐落在村子口。 那曾经是进出村子的必经之路。现在
村道一下子多了起来，宽了起来，甚至修筑了钢筋水泥混凝土构
造的路和桥，石拱桥的紧要性似乎已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早一
晌回家，我站在老屋后的山坡上，远远地瞩目石拱桥，看到夕阳
西下里那个苍老的身影，一如老者佝偻的腰，显出几分落寞来。
我仿佛看见祖父正从石拱桥上一步步远去。 那是我记忆中多么
熟悉的背影。

的确，石拱桥在老去，我们身边的一切，包括日子都在老去。
而我关于石拱桥的记忆却好像总是被谁的手指不经意间就点
亮。 看来一个人的某些回忆是不会因为时间的衰老而黯然失色
的。

小时候曾经趴在桥上琢磨着， 笨笨重重的石头怎么就能弯
成一座桥？ 这让懵懂的我只能想象一个这样的场景：几十块大麻
石凑到一块， 由数双力大无穷而又灵巧无比的大手按先后次序
调摆一番，在大家一声“起”的号子声里，一座桥垒起来了，一个
奇迹诞生了！ 长大后才了解到，建造一座桥的学问真是不知要大
到哪里去了。 人类的智慧在一座座看似或简陋或雄伟的桥上得
到了阐释。 早几天从电视上看到，有一种蚂蚁在被洪水包围的险
境中，也能利用自己的身体搭桥自救。 这个自然界的奇特现象，
让我感触良多。 桥可以说是生命的延展。

“桥”原本就是一种高大的树，正因为其够高够大，砍下来就
足可架放于水面，缝合此岸与彼岸的翘盼。 是为独木桥。 作为一
种用来跨越障碍的构造物， 桥在承载一个个时代的前行和见证
一段段历史沧桑的同时， 也衍生出一组组优雅的词语：“长虹饮
涧”“卢沟晓月”“小桥流水人家”……演绎出一道道人生旅程
中美丽的风景线。

家乡的石拱桥给我和我的村庄铺就了一条走向山外的曲
径。 当我从桥上离开村子，一步步远离家乡之际，古老的石拱桥
从此在我心底占据了一角抹不掉的位置， 桥头那株永不开花的
石榴，暮霭里的吠犬，踏着炊烟而归的老牛，绘成桥边独有的一
幅素描，永远挂在我空旷的心间。 是否可以这样说呢，怀揣着家
乡的石拱桥，我游走在人生漫漫的旅途上，倍觉踏实。 那不仅仅
是一种游子之于故园的依恋情怀，心中有桥，我可以从容地从桥
上走过风雨春秋，不惧艰难险隘。 一座朴拙的石桥告诉我一个朴
素的道理：所有美好的憧憬从桥头开始，更美的旖旎的风光总在
桥的前面。

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不能没有桥。 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走
在自己命运的独木桥上，只有走过这座属于自我的“本我之桥”，
才不会迷失自己，才不至于放弃自己。

我们的心中当然还有着许多一座紧挨一座的桥， 不排除有
这种可能：当我们被厄运摆布近乎绝望之时，当我们面临挑战而
退缩怯懦之际，当我们迷失方向而感到无助无力之中，心中的一
座座桥便会让我们走出“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困扰，在我们眼前
展示一片“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惊喜。 其时，当你抚平心中的伤痛
而回首，看桥下潺潺的流水，听鸟儿婉转的吟唱，你会想，“桥”这
个优美的名词，又岂是只言片语便可说尽其意蕴的呵。

不是吗？ 心中总有桥。 桥总是卧在我们的心上，成为一道生
命的风景线。

心中总有桥

耕牛，
我的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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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兵

在我的神话中， 中国大西南少
数民族， 大多是上古九黎部落首领
蚩尤的后代， 中原大败于炎黄之
后， 不断被追杀， 迁徙， 最后隐匿
于崇山峻岭之中。 不知从哪代“明
君” 开始怀化“南蛮”， 开辟通道
（宋崇宁二年， 1103年）， 开启中原
与西南的沟通。 而这条通道就修建
于一个叫罗蒙的地方， 因这条通
道， 后罗蒙改名通道。

在我的记忆中， 位于湘桂黔三
省 （区） 交界处偏远神秘的通道侗
族自治县， 山水秀美， 是丹霞地
貌， 竹木资源丰富， 更是一个芦笙
的海洋， 一帧帧回放的画面全部是
芦笙和吹芦笙的侗家人。 芦笙大大
小小、 粗粗细细、 长长短短、 各式
各样， 高的足有十多二十米。

因为带队挂职锻炼， 可以慢慢
感受到这座被青山环抱的小城处处
是景： 生活在传统与现代、 民族与
时尚交融中的城中百姓是景； 一江
飞架九桥是景； 江边晨练的群众是
景； 新城区壮观的萨岁广场上跳广
场舞的市民又是一景……

一日， 一个人漫步在侗族建筑
三宝之一的风雨桥上， 任江风轻轻
吹拂着， 舒服， 格外的舒服。 你可
以坐在两边的长凳上独自放松， 无
人打扰； 也可以和身边享受江风的
男女老少轻松聊天。 正是杨梅熟了
的时节， 通道的杨梅可比靖州， 卖
杨梅的侗家嫂子们把推车往风雨桥
上一停， 不用吆喝， 便围来一圈
人， 大的小的、 酸的甜的， 任你挑
选。 馋涎欲滴的我买了一大袋子，
就坐在风雨桥上吃了起来， 顿时觉
得嘴里是甜的， 心里是甜的， 整个
生活都是甜的。

通道是湖南成立最早的少数民
族自治县， 侗族占总人口的78.3%。
驱车离开县城往南， 便进入百里侗
文化长廊———与广西龙胜、 桂林相
通。 长廊周边散落着几十上百个古
侗寨传统村落， 正在申请加入世界
文化遗产的就有阳烂、 横岭、 中
步、 坪坦、 高步、 芋头六个。

鼓楼， 庄严、 精美， 像一尊桂
冠， 高高矗立在侗寨最重要的地
方， 是侗族文化的象征。 一个家族
或宗支围绕鼓楼建“干栏” 式木楼
而居。 始建于明洪武年间的芋头侗
寨现存4座鼓楼， 雕梁画栋， 飞檐
翘角， 十分漂亮。

位于半山腰上的牙上鼓楼， 一
半搭在山坡上， 一半悬于山坡下，
由17根梨木柱子支撑， 最长的一根
有9.1米高， 煞是奇险！ 惊呼之余，
你一定会感叹侗家人的建筑智慧。

山上忽然传来阵阵歌声。 行歌
坐月是侗族男女青年交往和谈情说
爱的一种习俗。 青年男女从十五六
岁起， 自由交友， 投契者为朋。 芋
头侗寨山顶那场实景演出， 歌声如
天籁， 故事若仙境， 舞蹈特优美。
本地年轻演员们大都在外打过工，
男主角、 芋头侗寨艺术团团长杨光
日一直在北京求学、 发展， 家乡要
发展旅游业， 成立艺术团， 他问都
不问一句就回来了， 把艺术团搞得
红红火火。 女主角、 大戊梁歌会侗
族歌王杨团花说： “现在不用再出
远门打工了， 可以一边在家带小
孩， 一边上班赚钱， 这样是最好
的。”

通道是国家级贫困县。 在这
里， 有两句话印在我心里了。 “唱
着侗歌摘‘穷帽’。” 这是通道皇都
侗文化村艺术团团长欧俊楼说的，
他一大家子的侗族大歌唱上了中央
电视台。 “用美丽战胜贫困。” 这
是怀化市委常委、 通道侗族自治县
委书记印宇鹰说的。 通道山美水
美， “全域旅游3个+” 成为实现脱
贫致富的强大引擎。

穿越植被茂密的人间福地神仙
洞， 爬过有惊无险的玻璃栈道， 站
在万山归朝的万佛山之巅， 放眼望
去， 红色文化、 侗家文化、 生态文
化尽收眼底， 无限祝福尽在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