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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忆的桥

眼前，这座形似一道彩虹又似一弯明

月的桥并不在预定的行程中。是同行的

文友忽然记起，说反正去大兴堡的路与弯

桥同个方向，无非多拐个弯。多拐个弯，

就多了道风景，人生路上这样的收获往往

让人既意外又在意料中。可弯桥于我，这

座打小就从桥面无数来回走过的石拱小

桥，它带给我的竟然全都是意外。

生于闽南，已到了可以戏亵“过桥多

于你走路”年纪的我见过不少桥。有的桥

雕龙画栋，桥下商船连绵；有的桥横卧山

涧，山人野夫偶过；有的桥飞跨南北，气势

非凡；有的桥，无非几块石头或一条铁链

外加几块木板。而在造桥技术上，泉州境

内就有首创筏形的洛阳桥、桥墩下采用睡

木沉基的安平墩桥；用四墩五孔搭架起来

的东关平梁木廊桥……而脚下这座见证

了历史繁华至今仍是无名之朴的弯桥，乃

由溪石堆砌而成，堆砌的技艺颇为讲究，

要不然是撑不起长13米、宽3.5米、高4.5

米桥身的，尤其是那60余层数千石块组成

的半圆形桥洞。他们说这是用极为罕见

缜密的并列干砌法砌筑而成的，若不是这

样了得的匠心匠力是难以支撑一座桥从

遥远的明代走到今天。可惜的是关于它

的记载几乎为零，这是一座没有故事的

桥。

没有故事的桥？怎么可能？一座横跨

历史长河，历经岁月磨洗，如今风韵犹存的

桥，怎么可能没有故事？心急的我摸起手

机欲问百度。“别费神了，别说找不着相关

资料，十几年前我几乎把弯桥村的村民都

问过了。只知道是一位南安金淘商人捐建

的，说他发过誓，如果发迹就捐建一百座石

拱桥，弯桥是他捐建的一百座石拱桥之

一。除了这，这的确是座没有故事的桥。”

文友解释说。是的，这事也曾听母亲说过，

母亲还说弯桥最初叫圆桥，功德圆满之

意。但在闽南方言中，圆与弯谐音，加上圆

桥的桥洞是弯弯的半圆形，久而久之弯桥

替代了圆桥，弯桥所在的村也成了弯桥

村。只是，这座建于明代的桥是不可能没

有故事的。要知道，附近的大兴堡是清康

雍乾时期德化陶瓷、海产品重要集散地之

一，一度商贾云集，贸易活跃。一手建造大

兴堡的大兴公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文武

双全，乐善好施，在清朝就把当地生产的陶

瓷销往国外，是打通东南亚乃至印度洋商

路的关键人物。大兴公生有十子，所以就

把占地四千多平方米的大兴堡分成一房、

二房……十房，还为每个儿子在大兴堡附

近每人各建一座“砖厅石埕”的大砖厝。据

说，大兴公的巨大财富不仅源于贩瓷生意，

还自己建窑烧瓷。所产的瓷器就是靠雇挑

夫沿着弯桥，经锦山村“瓷帮古道”至永春

县“许港”，再上舟船到达泉州港口，销往东

南亚乃至中东、欧洲……

这座见证了一代代瓷乡人为瓷而欢

为瓷而泪的古桥，怎么可能没有故事呢？

执拗的我接连打了好几个电话，问母亲、

问同学、问儿时的伙伴，可是关于弯桥的

故事依然是一张白纸。立于桥上的我，心

情难免有些低落。就在这会，母亲回拨电

话说，有一次挑着担子从弯桥过，路滑，

“柱槌”（闽南话，即省力棍）没用好，差点

摔到溪里去，幸好桥上的老松架住了我，

那次你还在我的背上呢……末了，年近古

稀的母亲问我这算不算故事？我一时哑

然，不知该怎样作答。此刻，我的身旁就

是那株从桥身侧面石缝斜生出来的参天

老松。老松精神，围度两米多的黑褐色老

干似逍遥的飞龙，千回百转地向四方游

去。它庞大的树冠就是我头顶上的绿色

大伞，遮覆面积足有两百平方米，整座桥

身都在它的庇护下。此时此刻，枕水而

卧、娇憨如月的弯桥掩映于古松下，和水

里五彩斑斓的倒影交相生辉——桥上树

影婆娑，雀鸟腾跃，炊烟袅娜；桥下鱼翔浅

底，虫鸣隐约，浮岚空蒙……一幅墨色未

晞的旷古奇画，就在眼前徐徐铺陈开来，

千年的平仄雅韵就在斑驳的树影里凝滞，

随流水烟波一起淌进时光的苍茫中……

这一刻，我终于明白，这是座失去记

忆的桥，而非没有故事。

散文园地 ■郑那君

姨娘走了，在那个大雨倾盆的夜晚。大雨下了整整一

夜，母亲哭了整整一夜。

姨娘在她兄妹之间排行老五，比我母亲小七岁。春节之

后，她感觉身体不适，去省立医院一检查，肺癌晚期，一纸诊

断书宣判了她的死亡。医生说，她最多只能活三个月。果真

如此，不到三个月，姨娘就离开了人世，离开了我们。这一

年，她六十八岁。

我回家吊丧，路过姨娘家的芝麻地。素白的芝麻花齐刷

刷地开着，在雨中，朵朵低着头，仿佛也在为姨娘默哀。与我

同行的表姐桃红说：这芝麻就是姨娘和姨夫种的。他们和所

有农村留守的老人一样，省吃俭用，与土地为伍，竭尽全力耕

种作物，在收获之季，他们躬身收割、脱粒，让五谷杂粮颗粒

归仓。与周边地里的芝麻相比，她种的芝麻与别人家的长势

明显高上一等。姨娘等不到收割了，她把这一摊子事交给后

人，她不管了。

上次回去，我就听说姨娘得了重症，大伙儿都没有向她

说出真相，包括她的子女，怕她背负太大的思想压力，毕竟这

是直面死亡的话题。我去看她时，她正坐在堂屋的饭桌边，

身体虚弱。见我来了，她努力地站起身来，整个人有气无

力。她执意要去里屋，为我捡些土鸡蛋和山芋粉。我鼻子一

酸，强忍着泪水，把600块钱塞到她的手里。

姨娘家与我的老家只隔着一条小河，河上架有一座桥，

名曰：红卫桥。早年，红卫桥的两头散落着商铺、肉铺、铁匠

铺等，热闹非凡，周边十来个屋场的人总爱来这里购物、闲

扯。我们小孩也爱去那里凑热闹。记得我8岁那年夏天，有

一次，我在红卫桥上遇见了我的表哥（我姨娘的儿子），我说

我想吃糖果。我原以为他会给我买，因为他比我大六岁，哪

知表哥有些不好意思，他说没有带钱。是呀，那个年代，孩子

身上哪有钱呢。第二天，姨娘便拎着一袋糖果来我家看我

了，我不在家。听奶奶说，表哥回去把这事跟姨娘说了，她走

时反复叮嘱：不能让我到桥上去玩，水深危险。

姨娘把我看得很重，逢年过节她总要为我送些可食之

物，有时还带来一两双“千层底”的布鞋。布鞋是姨娘亲手做

的，她把平时收集起来的碎布，在那些寂静的夜晚，层层叠

起，每层都敷有糨糊粘连，然后用针线密密穿凿。我见过她

纳鞋底时的情景，她手上的线随着针，针在顶针的助力下，把

线从鞋底的一面引领至鞋底的另一面。每一次穿凿之后，她

都要用右手的小拇指绕着引过来的线，用力带紧，方又从这

一面重穿到另一面。过去返回来，返回来再过去，如此反复，

经过一两个夜晚的穿凿，鞋底被一圈圈排列的数百个针眼扎

得结结实实。这些细致的针线活，形成了鞋的式样，姨娘生

活的式样。她把爱深深地扎在其中，然后送给我，让我的双

脚始终保持着一定的温度，且暖至心窝，难以忘记。

我站在姨娘的灵位前，昔日的情景再一次在脑海里翻

转。姨娘的遗像摆在桌子中间，她的微笑凝固成了永恒，目

光洒向相框外的世界。现场所有的人，只有她，没有丝毫的

悲戚。我为她三鞠躬，然后跪拜，起身之时，突然发现她棺材

前点着的油灯边，摆着一双崭新的“千层底”，上面绣有几朵

小小的芝麻花。姨夫说，那是多年前姨娘为自己后事准备着

的，一直放在她陪嫁的木箱里。如今摆出来，上面的花儿依

旧那么鲜艳。

当年，姨娘是八抬的大轿抬进姨夫家的，时间一晃，几十

年过去了。如今，八人龙杠却将她抬出了姨夫家，鞭炮炸得

急促，噼噼啪啪，在旌幡的引路下，她被抬进了墓穴。这中

间，仿佛只有一个小小的停顿。看着姨娘被放入墓穴，一铲

一铲的黄土埋下去。恍惚中我看见一朵又一朵素白的芝麻

花又开在了她的周围，微风吹来，它们仰着脸，为我的姨娘，

指引着天堂的方向。

姨 娘

与一株植物对视
夏日里，我最想做的，是与一株植物

对视。

这株植物，是一棵果树。院子小，宽

不过三米，长不过五米。巴掌大的地方

上，种着一株果树。这是多年前，三舅进

山的时候，从山里挖来，又乘车颠簸了两

三个小时，才送我这里来的。

我看着这棵果树，先是如手指一般粗

细，后来渐渐茁壮，成了一捧绿。再到如

今，每年的夏天，这果树成了一大团绿，饱

满而又结实。树上，挂满了大大小小的青

果。

我想问这棵树，会不会孤单？在这城

市里，能供植物栖息的地方，越来越少。

这么大的一棵树，孤零零立着，形单而影

只。我也想问这棵树，会不会想念故乡？

这棵树的故乡，是在挺远挺远的山里头。

来到这城市，挺立在夏日酷烈的阳光下，

是不是偶尔也会想起，多年前那片绿意盎

然而偏远幽静的山头。

不知从哪一年开始，一到夏天，每日

清晨起床，我总习惯在树下站一会儿。仰

着头，认认真真地盯着眼前的这棵植物。

哪怕只是几分钟的凝视，但习惯了匆匆赶

路的身与心，却能在这片刻的凝视中，得

到安宁与停歇。

这样的对视，是在它长成大树以后。

在它还小的时候，仅仅只到我的腰部那么

高。与其对视，得用俯视的姿态。而我总

认为，多数人习惯的俯视，并不适合用来

与一株植物进行谈心。

在它日渐茁壮后，我终于能用仰视的

姿态，与其对视。很多时候，我们颠倒了

主客。久而久之，也就习惯成自然。于

是，习惯了将植物踩在脚下，用俯视的姿

态与自然相处。而如今，这棵树教会我，

对大自然得心存仰视，才能有所敬畏。

这样想着时，心中便有敬意升腾而

起。

我一直想问它，是怎样才能心无旁

骛，一生一世只把生长作为自己唯一的目

标？一株植物的一生，便是朝着这样的方

向，持之以恒地努力着。哪怕，旁边有更

艳丽的花，有更高大的树，也不妨碍其安

静地待在原地，不羡慕不嫉妒而专心致志

于自己的成长。

这和我们，一点也不像。不像我们，

总是生存在此处，却认为生活在别处。有

种更好的风景，叫别处；有种更好的生活，

叫别人家。而身为植物，它们有的是定

力，一门心思地生长，顾不得其他。

与一株植物的对视，能让人体会到一

种生活的态度。不羡慕，不嫉妒，任外头

风霜雨雪，只要能用坚韧的树皮，紧紧包

裹住内里柔软的心，那便能抵达幸福的彼

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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琥珀般的童年暑假
这个庚子鼠年的暑假，因为初春一场

新冠肆虐，也注定和以往不同。“神兽们”在

网上戏谑得调侃“这个学期好像只是短暂

地爱了我一下”，紧接着，就迎来了他们的

暑期生活。家长们又开始了满腹的踌躇犹

豫，到底是给他们报补习班还是继续宅家，

毕竟疫情还像只虎视眈眈的猛虎，隐遁于

不可知处。“暑假”的话题犹如一颗石子投

入记忆的湖面，瞬间就让我心间涟漪如花，

往事如播放电影般一幕幕映入眼前。

亲近大自然，让我们童年暑假的生活

如梦幻般绚丽多彩。那时，很喜欢和三姐

去爷爷的自留地里采摘蔬菜。特别是雨

后清晨，放眼皆是绿意葱茏，田畈阡陌间

像被濯洗过一般，清新的空气里夹着缕缕

植物的清香。我一蹦三跳地跟随在三姐

身旁，一路上看不完的新鲜，一会急追几

步捉色彩斑斓的蝴蝶，一会又低头看路边

的蟋蟀，当金龟子从眼前掠过，又为它五

颜六色的花壳所吸引。

踏在松软的田埂上，采撷一把嫩绿的

豇豆角，摘下鲜红欲滴的线辣椒，看着铺

满一地的南瓜藤，去捡最大最圆的采下装

入篮子。满地青菜肆意而茂盛地生长，就

像我随性快乐的童年。

烈日当空的中午，大人们去阴凉处休

憩，我和小伙伴们便坐在我家门前大槐树

下的青石长椅上，一起玩耍一种叫“弥竹

竿”的扑克牌。其实是一种类似“老和尚

在给小和尚”讲故事的车轱辘游戏，即几

个人轮流出牌，如果恰好出的牌是自己手

中已有的数字，那就拾起纳入“囊中”，最

后手上握牌最多者即是赢家。

每当夕阳西下，烈日暴晒的高温开始

退去，我们会三五成群地聚集在自家门前

玩一种“踢房子”的游戏。即在地上画出

类似房子的条格，然后用一块小瓦片放在

入口处，单脚独立踢着瓦片从一个“房间”

进入另一个，如果中途另一只提起的脚落

地了，或站立不稳跌倒了，瓦片越界，都算

失败。然后另一方接着继续。我们的童

年是很少买玩具的，但却玩着这种不知何

人所创又从何时开始的粗拙游戏，快乐无

比。

最舒爽惬意的莫过于夏夜，繁星点

点，蜻舞蛐唱，在庭院铺张席子，我和妈

妈、姐姐趟着乘凉，爷爷则悠然自得地坐

在门前的台阶上，“吧嗒吧嗒”地吸着水

烟，烟锅子发出的“咕嘟嘟”的声响，给我

童年带来无尽欢乐。我也经常抱着爷爷

的水烟锅子，调皮地吸着听那令人捧腹的

“咕嘟”声。凉风习习悠哉乐哉，夜色中爷

爷的旱烟锅忽明忽暗，像萤火虫在闪烁。

我和妈妈、姐姐玩“说花花”（家乡方言，即

猜谜语）的游戏。妈妈说，一扭两扭，家家

户户都有。姐姐立即抢答，是擦碗布。妈

妈又说，青石板，板石青，青石板上钉银

钉。我和姐姐不约而同地仰望星空脱口

而出，是“星星”。暮色中，看着繁星满天

的浩瀚夜空，我和姐姐开始寻找北斗星，

它像一把银色的勺子挂在正北方的夜空，

朦胧而神秘，带给我们无尽的遐思。

岁月匆匆往事如烟，那些一幕幕沉于

岁月深处的童年过往，忆起就像琥珀般莹

润透亮，它温暖了记忆也美丽了流年，每

每想起香甜就溢满心间。

往事悠悠 ■李仙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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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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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用
来
努
力
的

常常感觉

成长是一瞬间

的事。

我不到18

岁就到外地求

学，读的是师范

院校。从魔鬼

般训练的高中，

突然来到象牙

塔式的学校，起

初真有点不知

所措。迷茫了

一阵后，就随大

流，和同学们一

起翘课看电影、

玩游戏，日子过

得飞快。

大一下学

期，妈妈打电话

说她和爸爸离

婚了，她要去南

方打工，也许就

不再回来了。

我的心像开裂

了一样痛，“你

照顾好自己。”这

是妈妈留给我最

后的一句话，我意识到昔日

那个还算温暖的家，从此坍

塌了。

自此，我突然像变了一

个人似的，拼了命地去学

习，感觉只有在学习中才能

找到慰藉灵魂的力量。除

了上好课外，我还去做了兼

职，最多的时候同时做两份

家教，晚上一份周末一份。

我还托辅导员帮我找了份

勤工俭学的工作，每天去打

扫校图书馆。这样，我的生

活费总算是有了着落。除

了经济上独立，我意识到思

想上也要独立，我得为自己

的未来去打拼。除了学好

专业知识外，业余时间我全

泡在图书馆里，广泛涉猎各

类书籍，光是读书笔记就做

了厚厚的十几本。现在想

起来，我后来取得的小小成

功，都与那时埋头苦读有很

大关系。

大学几年，学费和生活

费都是我打工挣来的，虽然

卡上还有爸爸寄来的生活

费。我在学校成功举办两

次个人书画展，曾引起小小

的轰动；在各大报刊发表文

章100余篇，发表论文几十

篇；英语过了八级，专业成

绩门门优异，从未补过考；

因为成绩优秀，毕业后我顺

利留校任辅导员……后来

通过考试走上公务员工作

岗位，一直认真干到现在，

成了别人眼里的所谓成功

人士。如果问我人生最不

后悔的是什么，我想应该是

那段奋斗的青春。青春是

美好的，但不是用来挥霍

的。正如马云所言：“不吃

苦、不奋斗，你要青春做什

么”

在我的青春时代，为了

实现自己的梦想，我一直在

咬着牙去奋斗。我永远深

信，青春是用来努力的。

往事悠悠 ■赵自力

作家沈从文的散文《湘西�凤凰》中写道：“在黔北，川东、
湘西一处极偏僻的角隅上，发现了一个名为‘镇竿’的小点。

这个地方，……用粗糙而坚实巨大石头砌成的圆城作为中

心，向四方展开，……有五百左右的碉堡，二百左右的营汛

……。”他的描绘诱惑了我，我决心去看看那古城、碉堡。

经过坎坷的小路，到了湘西凤凰。谁知，那碉堡早已毁

掉，营汛已成了民房，就是那历代统治者视为“金城汤池”的

石头城，也只剩下了东门和北门陪伴着夕烟残照。

我有点儿懊丧了。当地人却告诉我：“镇竿城你看不到

了。你可坐车往西到黄丝桥，那里还有一座完整的小石城

呢。”按着他的指点，我乘车向着著名的腊尔山方向驰去。

这段路异常的平坦，车窗外清澈的沱江、蜿蜒的山峦伴我而

行。时不时地还闪现几个头缠盘巾、银饰叮当的苗家姑娘，

她们是去赶场吧？

路过阿拉，果然逢上了场期。客家人悦耳的叫卖声，苗

家背篓里的羊叫鸡啼，男女青年赶“边边场”的歌儿……把

人引向一幅山乡风情的画卷。

一声“黄丝桥到了!”唤醒了我，一望，啊!好一座古老的

小城。

说它古老，一点不假。据史料记载，这座小石城最初建于

唐朝垂拱二年（686年），算来已有1300多岁了。此地，原是渭

阳县故址。清康熙年间移建镇竿城后改名“凤凰厅”。1913年

才改称黄丝桥古城。在历史上，它一直是驻兵的地方。

城呈长方形，全部用巨大的青石叠砌而成。城内面积

不过两三百亩。可是，经过一千多年的风风雨雨，它却保存

得如此完整。

在石城上，耸立着用糯米稀饭拌和石灰灌浆建成的青

石雉堞。三座城门，东名和育门，北名日光门，西名实成

门。唯独南边没有开城门。

城内纵横的街衢，也全是用青石铺成的。沿街的房屋有

高有矮、青闪闪，仔细一瞧，好多墙壁和屋顶也全是用青石板

建筑的，高大房屋都有瞭望口，有点像福建的土楼。多么难

得的一座古老的青石城啊！城内住有80多户，300多口人。

站在城头，纵目四眺，依稀可见远近山头上的残碉遗

址：想当年，这里该有过多少次鼓角火炬传警告急!回头看城

楼雉堞，荒草萋萋，灌木丛生，一阕古词涌上脑际：“风寒山

径，几点篝灯闪烁，听声声度岭穿壑……”眼前仿佛浮现晨

曦初露，兵勇荷矛悬剑，威武地立于城头的景象。

湘西小石城

天南地北 ■颜士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