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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回想

幸福河湖

写给庐山西海
的情诗

□□ 陈修平陈修平

那流进眼眸的一汪澄碧
是你含情脉脉的柔波
那满眼珠落玉盘的葱绿
是拥在你怀中大大小小的岛屿

桃花溪依然不紧不慢地流
挟裹着桃花的芬芳、妩媚
年复一年，朝着同一个方向
汇聚于你的博大胸襟
桃花水母，以美妙绝伦的轻盈
盛开于你的裙裾之上
绽放梦幻般的光晕

我想变成一尾游鱼

悠游于你美丽的涟漪
犹如亲近你迷人的酒窝
我想变成一只飞鸟
于你怀抱的岛屿筑巢
在纤尘不染的树梢放歌

如果有幸，成为
一座无名小岛的岛主
我将在岛上种满花木
让一年四季都有花开
空闲时，效仿姜太公
用直钩垂钓，不为钓鱼
只为钓你怀中摄人心魄的
湖光岛影

一
“打锡么？锡匠师傅刘师傅，你是江西哪一府？你问得清来我讲得明，

我是江西莲花厅……”
我的故乡在赣中吉水，小时候，常有锡匠唱着这首民谣从我家门前的

大街小巷走过。
一个流浪的匠人，挑着一担板箩，边走边唱，在他身后，小小的我似乎

已然看到千里星辰，感受四季风霜。
“师傅，停一停！”姑婆在厅堂挪出一块空地。匠人停下脚步，取出坩

埚、炉火、模版、锡片、木槌、烙铁，摆摊坐下。举手投足，舒缓平静。待匠人
收拾摊子，走向远方，那些素朴的锡器便和井台、神案、窗棂、月亮组成了属
于故乡的最为绵柔的一轴画。

亲爱的姑婆离世后，故乡似乎远了，那些她喜欢的锡器也渐渐模糊、不知
所终。锡匠们的生活会就此成为一个悬念么？内心油然起了牵念，所以，当省
里组织脱贫攻坚采风，我径直选往位于赣西、地处湘赣交界的莲花县。

南昌出发，近五个小时车程，莲花锡艺的发祥地路口镇街头村，到了。
打眼一看，河岸油菜，屋后桃花；祠堂门楼，荷塘古樟；新修的水泥路，

新建的篮球场；齐整的民居，热闹的集市；近处行走的保洁员，远处静止的
山峦线……与其他地方景色并无二致，不过是江西最常见的小村模样。那
盏起于唐朝贞观年间的炉火，那根敲打千年光阴的木槌，那些鹅卵石铺陈
的巷道，还能找到吗？我，有些惆怅。

“叮当、叮当”，街头一隅，传来声响。声响源头，是一幢新楼，门楣上挂着
莲花打锡传承制作工坊的牌子。熔锡、制坯、裁剪、打造、焊接、抛光……大厅
中央，五位师傅团团围坐，各自摆弄着一套活计；挨着大厅右墙，三位师傅依
次端坐，在木桌上敲敲打打。琳琳琅琅摆了一地的，是各种锡制酒壶、茶壶、
烛台、香龛……关于“莲花厅”的一段缺环似乎被严丝合缝地衔接上了。

二
街头，田少，户均不到两亩。街头成年男性，过去八成以上都靠打锡维

持生计。
54岁的刘建强从小生活在以打锡为生的家庭，他爷爷和他父亲都曾是

街头最有名的师傅。
40多年前的一天，刘建强的父亲打点行李，准备开启新一轮异乡打锡

的流浪生涯，那根沉沉的扁担，上肩又落下。
“打锡么？”父亲回身，摸了摸刘建强正在发育的身子骨。
“不打！”斩钉截铁的回答让父亲倍感失落。
生活，不过一场接力！传了 4代人的打锡手艺，不是说丢就能丢得开

的。第二年，12岁的刘建强成了打锡学徒，跟随父亲开始在周边县乡的前
街后坊里吆喝。

打锡功夫，全凭一双巧手。剪子、锉子、锤子、量尺、焊枪，工具虽简单，
工艺却极为讲究。少年郞心性难定，坐都坐不住，更别说静下心来学这细
致活了，何况就算父辈们关顾，小小的肩头每天依旧少不得挑上五六十斤
的锡箱担子走四方。

打打骂骂、哄哄劝劝，学艺6年，刘建强总算出师了。刘建强回忆自己
独立完成的第一件锡器，是一件磨刻了一朵并蒂莲花的茶壶。印象中，他
把茶壶交给父亲，父亲举着看了许久，顺着父亲的目光，那朵并蒂锡莲仿佛
有星子般的光芒。

街头巷尾都在说改革开放。一道出去打锡的同乡明显少了。星子般
的光芒敌不过远方的吸引，刘建强瞒着父亲，跟着那些不再做锡匠师傅的
师傅们去了改革开放的前沿之地广东，幻想自己凭一股子青春之气、壮年
之力，能在那个传说中遍地黄金的地方谋一个好未来。可是，对于没有文
化的刘建强而言，离开打锡手艺的远方终究不过一个虚幻，他能做的，只能
是辗转佛山、中山、东莞等地的小型家具厂做最底层的油漆工。

兜兜转转，3年已过，他逃也似的从外地跑回家，踏踏实实把打锡的手
艺重新捡起来。当然，沿海务工的时光，钱虽没攒下多少，但刘建强的眼界
到底宽了，思路也较父辈活络。他把打锡的范围从父辈们常去的东线（吉
安县区）往西线（萍乡、湖南）扩延，在锡器的图案、造型上更注重融入各地
风土人情，原材料也更讲究，这使得他的主顾越来越多；考虑塑料、铝制品
等对锡器市场的冲击，他让大儿子外出学装修，自己呢，教小儿子打锡的同
时办起了酿酒作坊。“盛水水清甜，温酒酒甘醇，贮茶色不变，插花花长久”，
刘建强利用这些不可替代的优势，用锡器贮酒，酒好卖得很。

三
2014年，莲花打锡成功进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着扎实功底

和推广思路的刘建强被认定为代表性传承人。
刘建强跟已是第六代锡匠的小儿子商量：“如今，咱们的手艺有了国家级

的牌子，今后，做事可就不能只想着自己混个肚儿圆了。”“爹，怎么想？我听
你的。”“我想办个打锡工坊，招些学徒，街头是发源地，得有发源地的样子。
将来，只要政府需要，再难再重的活我们都好好把它接下来，认真做好，指不
定能成规模呢，那时候，乡里乡亲的不也能多条创收的门路？”

风从河岸吹来，油菜花耀目金黄。
刘建强的打锡工坊开张了。从工坊里传出的“叮当”声，散布周围，填

补了河流、田野、山峦、甚至炊烟都不能填满的村庄的每一处缝隙。
清扫完红梅吐蕊般的鞭炮屑后，贫困户春根持帚而立。打锡也曾是他

家的祖传手艺，只不过，手艺没学透他就卷入了打工潮，在东莞做了近20年
油漆工，落下了严重哮喘，撑到孩子高中毕业，他就回乡了，村里照顾，聘他
做了保洁员，好歹每月能有800元收入。“叮当”之声，仿佛有无穷的魔力，春
根在工坊外头，待了许久。

“春根啊，工坊成立扶贫车间，特招6名贫困户当学徒，学费全免，每月
还发1000元学徒工资，出师后，派单计收，你，打锡么？”建强问他。

“打！”春根转身回家，将祖传的那只锡箱擦得锃亮。
锡是土地的一部分，有泥土的气息，它比塑料耐用，比玻璃典雅，比不锈钢

温情，似乎是可以活过时间的金属。当日子向好，人们对速度以及速度衍生的
事物不那么追求、在意的时候，手工锡器，似乎又成了附近十里八乡女儿嫁妆
里最排场的物件，暗含着远近人家的体面。订单通过电话、微信源源不断向工
坊涌来。

春根把一只炉瓶卡在一个特制的木轮子上，用一根粗棕绳牵制着轮子，
两只脚踏着绳不停上下踩动，眼神跟着炉瓶不停转动。他用刮刀一遍遍刮着
疙瘩，用砂纸一次次打磨粗粝，不一会，一件透着生活亮色的锡器就做好了。
我问他，这个能值多少钱？要自己拿到市场上去卖吗？他说，不用，工坊都是
订单作业，这个售价7000元，买主付过定金了。

汪汪锡液，流淌街头村千秋万代的悲欣；尊尊锡器，浇铸春根们追求好日
子的种种虔诚。“路通九天追星月，街达万里邀江湖。”轻诵村中牌坊这副对
联，转身再与打锡工坊的锡器对视，我似乎触摸到了路口街头的魂。

“一棵蒲公英只开一朵小黄花/
算不上好看，那么多蒲公英/星星点
点/落在春天的草地上/让春天好
看”

这样一想，这片土地，似乎就有
了一种人生哲学的生态意象。

“打锡么？锡匠师傅刘师傅，你
是江西哪一府？你问得清来我讲得
明，我是江西莲花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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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小时候最高兴的事莫过于看电影了。
上世纪 70年代末 80年代初，农村的物质条件

和文化生活都很贫乏，想看一场电影可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一般要等到逢年过节或谁家有大喜事
的时候。所谓大喜事主要有五类——婚嫁、升学、
建房、生子、做寿。正月是农村最闲暇、最热闹的
时节，新年一过，这些有喜事的人家往往会趁着过
年的喜庆和请客的便利，请来乡里的电影放映队，
连续几个晚上为村民放电影。因此，每年正月，特
别是元宵节前后，是农村放映电影的旺季。乡电
影队的工作日程表排得满满的，即使分成几个工
作小组连轴转，也忙不过来。

那时看电影不像现在，买一张影碟或连接到
因特网，坐在家里小范围欣赏，想看就看。一年到
头，人们没有几次看电影的机会，包括看电影在内
的大型群众性文化娱乐活动都是很稀罕的事。农
村看电影也不像城市，买几张电影票，邀几个亲朋
好友，坐进豪华舒适的电影院，隔绝外界喧嚣，专
心致志地欣赏。那里没有电影院，都是露天放映，
电影的热闹总是跟嘈杂的生活紧紧相连。

每个村子都有像晒谷场之类的开阔地，放电
影的当天，人们在边上竖起两根高高的木杆，把大
银幕一扯，高音喇叭一挂，放映机往场地中间一
摆，就形成了一个露天放映场。这里没有现代化
电影院里面正式、舒适，倒也少了些拘束，多了许
多自由空间。

二
农村放映季，孩子们最活跃，年轻人最卖力，

大人们最忙碌。
得知影讯的孩子们是最高兴的。有的连晚饭

都顾不上吃，呼朋引伴，早早地拿着坐具来到放映
场地，为全家占据一个有利的位置。不过孩子们
的兴趣并不全在电影上，虽然说是看电影，其实他
们享受的主要是现场的热闹。除非电影中出现武
术打斗或开枪放炮的场面，否则他们不会安静。
他们往往成群结队地在周围捉迷藏或做别的游
戏。对孩子们来说，放电影就是提供了一个奢侈
的、可以与同伴玩到深夜不归的机会，这种玩的乐
趣远在看电影之上。今天，已经中年的他们回忆
不起多少那时电影里的情节或场景，而与小伙伴
们各种玩闹的细节却历历在目。

孩子们也最容易疲劳，打打闹闹一两个小时
后，电影还没放完，他们就纷纷散去，找到各自的
家人，投入父母的怀抱，合上两块沉重的眼皮。年

轻的父母生怕耽误了欣赏电影中精彩的故事情
节，顾不得把他们送回家，只是用早已准备好的厚
衣物把他们包裹起来，搂在怀里，直到全部影片放
完，散场回家。

不分时代和地域，年轻人身上总是有一股热
情，村里来了电影队，也给年轻人提供了一个大显
身手的机会。他们往往最先得到放电影的消息，
最先知道将要放映什么电影，最先打听好了电影
的故事情节和精彩片断，当然也是电影活动最积
极的义务宣传员。放映的当天，他们会帮着埋好
木杆，拉好银幕，挂好喇叭，布好电线，摆放好发电
机和放映机。到了晚上，他们还会变身志愿者，承
担维护放映现场秩序的责任。而放映结束，帮着
收拾场地和工具的，也往往是年轻人。

大人们则比平时要忙碌些，家里的安排也要
准点起来。农闲时节，人们本来是懒懒散散，并无
严格的时间观念，吃饭早一点、晚一点都不碍事。
但是，如果晚上有电影，生活的节奏就会突然紧张
起来，时间要算得精确。到了下午，小孩就会迫不
及待、三番五次地催促大人烧饭，大人也是相当配
合。当然，他们除了考虑赶电影之外，更担心的是
晚饭太晚，小孩顾不上吃。所以，提早做饭，确保
提前到场，成为大家的共识。另有部分具备商业
头脑的家庭妇女，知道流量就是生意的道理，她们
不会轻易错过乡村这场难得一聚的人气，常常在
下午准备好一些花生、瓜子之类的炒货，以便晚上
带到放映现场去销售。不到傍晚，缕缕炊烟便会
在村子的各个角落里袅袅而起。

有电影的日子就是农村的盛大节日。只要不
是行动不便，家家户户必定全员出动。整个村
子，人去屋空，就像在山川的怀里睡熟了一样，除
了偶尔传出几声狗叫声，万籁俱寂。农村的治安
问题不需要担心，有的只是随手把门一带，有的
只用木栓拴住，不管怎样，都是放心而去，家里的
物件完全不必担心，颇有“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之风。

看露天电影，最扫兴的事情莫过于天公不作
美，突然下起雨来。因为物质条件有限，很多人家
里都没有雨具，即使有，也可能极其原始或简陋。
随着雨势渐大，场地上的观众越来越少，只有一部
分带着雨具的人继续坚持。那么大的一个露天放
映场，只剩下中间一小撮人，四周空空荡荡。雨水
带走了人潮，也冲走了嘈嘈杂杂的声音，银幕上的
对白和放映机的转动声都清晰可辨，远处的发电机
还在孤独地发出轰鸣。这雨不但浇灭了人们的热
情，也淋湿了人们的心情。四散而去的观众极不情

愿地挪动着脚步，在三步一回头地向家里走去的同
时，嘴巴里还不断地埋怨着这个天气。

三
在那个文化娱乐极度匮乏的年代，单调的生

活需要一场说去看就去看的露天电影。自己的村
子里有露天电影固然是必看不可，有时临近的村
子放电影，也会有三五成群的大小影迷去追。虽
说交通不便利，资讯不发达，传播手段落后，可是
哪个村子某日有电影的消息总是不胫而走。

到别的地方去追露天电影的人一般都是年轻
人，精彩的电影和晚上出门的刺激性是双重吸引
力。夜幕尚未完全降临，能见度还有几十米，一行
人排成一字长蛇，有序前进，整体看起来，队伍就
像一只多足的虫子，爬行在乡间的小路上。三四
里的路程，平时也就是20多分钟就能到达，但心里
想着电影时，无形中步调加快，步幅加大，感觉不
一会儿就到了目的地。

乡村的露天电影场总是人山人海，等我们这
些外村的人赶到时，场地上已经很难找到空位，有
的人站在银幕边上，以很小的角度观看，甚至还有
观众爬上了周围的泥墙或大树。实在没有空位
时，就站在银幕的背面观看，虽然图像和字幕都是
反的，但并不耽误欣赏。

看电影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电影很快就放
完了。与来时不同，回时已到深夜，人们挥动着各
种照明设备四散而去，天空杂乱地划过一条条光
柱，人声逐渐稀疏，人群慢慢融入浓浓夜色，没多
久便了无痕迹。

返程的时候，大家没有来时期待电影的兴奋
劲了，心里想的无非是早点到家安寝。一路无话，
气氛凝重，脚步匆匆，只有人影在眼前快速晃动。
山风掠过树梢，不知名的野兽发出怪叫，各种虫鸣
此起彼落。夜行人步伐轻灵，个个都是神行太保，
回到村子用的时间比来时就更短了。

四
岁月悠悠，往事悠悠。故园就在那里，它已不

是昔日的模样，此影此声早已消散。在电视、手机
十分普及的今天，露天电影在农村已无市场。偶
尔有送电影下乡活动，乡亲们也是无动于衷，银幕
前那种人山人海的场景尘封已久，那只是某个历
史阶段的画面。来到城里生活多年，看电影的机
会比以前更多，环境更美，条件也更舒适了，但是
年少时看露天电影的那份乐趣、那份热情和那份
陶醉却无处寻找。

故园已无此影声
□□ 吴吴 辉辉

七月，几乎都是雨。最内心喜
悦的，当属草木，吃饱喝足，养精蓄
锐，接下来就有本钱安度酷暑炎
夏。出门一周无法浇水的栀子，我
们都以为它无法活了，回家跑去阳
台一看，却在这断续的雨中，爆满淡
绿新芽。它们一点点从根部、从枝
梢头，从任何部分拱出来。每一芽
都是求生意志。当然潮湿也助长各种虫，有一晚在家中水槽边竟
然看到一条肥圆的粘粘虫偃卧。身居高楼，也不知道它是从哪里
爬过来的。寄居花盆泥土中的小蜗牛也越来越多，多到得用筷子
一个个夹走。这个活，眼尖心细的人才干得了——园丁也不是人
人都可当的。

委屈的只有太阳花、蟹爪兰这些喜阳植物。这一月，太阳花
每天早上都积攒起一个个紫红花苞，昂昂然，等着见太阳即开。
来的却总是一波又一波雨。它顶着的花苞，终于还是没有开成。
它不服气，第二天又来过。周而复始，不屈不挠。

天压得很低，空气重了许多，整个天地的色调也有一种凝重
的美。出门一趟，整个人体重都仿佛增加了不少。回到家里，手
摸摸墙壁，是湿的，沁了水意。是水意，水还在缓慢生成之中。

苔藓随时在生长。即使平时一直在走的路面，也时常要叫人
打滑。要小心翼翼地，或是攀住另一只手什么的，才得平衡。青苔
是草木的远房表妹呀，一直小小的，一直喜欢湿润与阴凉。她们这
时这么调皮地来捉弄路人，也是因为遇着喜欢的季节而心中欣悦
吧。

本就无所事事的鸟，更无所事事了。穿黑白相间衣服的八
哥，想做个炫技的花样飞行，最终却只是低低地滑行一小段，顺势
就把自己埋进了草丛。麻雀在我家窗下叫，脆脆的。它翅膀有点
湿，又没什么地方去。放在空调架子上的小米很快被它啄完了。
真是欣喜呀！我们赶紧又添上一把。仿佛家里来了客人，添茶续
水一般。

整个梅雨季，人们安静了许多。雨鞋虽然翻出来，可是宁愿
不出门也不太去穿。因为已经穿不太惯了。伞倒是人手必备，路
边也总是躺一把、两把被弃的断骨伞。惜物的人见到，不免会生
出一种“为啥要扔啊，修修还能用呢”的惋叹。门卫师傅缩在大门
边的小屋里，随时在打盹。卖小笼包子的女人，撑着肘在发呆。
还没到她售卖食品的高峰时段，也串不了门，这么坐着呆想想事
情也是挺好的。邻居大姐在炸花生米，香气溢过墙来——这都是
平日不太愿意花时间去做的事，好了，雨一铺天盖地下下来，就
愿意慢慢折腾了。都说南方多诗意。这梅雨天气也助了一臂
之力。不是吗？人人都湿润着、安静着，储存了一些话，积压了
一些事，心里酿一酿，就成了诗。即使不写下，也有另外的形式
展现——以柔软的容貌。以含蓄的性情。

新闻里传来南方某地山体滑坡的消息。这当然也与梅雨有
关。自然于人类总是这样，有恩亦有罚。这时候就不能安心做
事，内心祈求远方人畜平安。仿佛所有人都是亲友。仿佛他人之
家亦是自家。

我坐着，看一位心仪已久的导演的新作。那导演的电影里，
她镜头最钟情处，永远是日本奈良的森林，深绿，浅绿，森森的
绿。绿得你不会再爱别的颜色了。修剪成大圆球状的茶树丛里，
穿白衣的主人公行走其中。是两个各自忍受丧亲之痛的人，在一
家疗养院里相遇后发生的故事。男人要去祭奠死了 33 年的妻
子，刚刚丧子的女护理员跟随他上路。在绿得深不可测的林中，
他们迷路，遭逢暴雨，彼此取暖。又在千年古树下祭拜树神，拥抱
沉默的树干，从老树那里获得力量。如此，默默修复受损灵魂。

我看着，想起自己一些铭心记忆，眼里也下起了梅雨。的确，
每一个灵魂都需要修复，正如每一年这姓梅的雨都会前来。

有雨姓梅有雨姓梅有雨姓梅
□□ 王晓莉王晓莉

这座城市有很多令人心动的瞬间，最
令我难忘的总是那些和爱情有关的片
段。也许只是一个侧影、一个手势，或是
一个欲说还休的表情，但偶尔被作为旁观
者的我看见，总让我心底莞尔，继而细细
咀嚼一番。大多数时候我和他们只是萍
水相逢，我也并不知道前因后果，只能用
眼前的一幕，加上自己的推测，拼贴出我
想象中的情节。这样的臆想带有极大的
主观性，而且也无法验证它有几分正确，
但我仍乐此不疲。原因无他，生活已经足
够沉闷，只有爱情的正在进行，可以证明
这座城市实实在在的生机。

在那天暴雨如注的南昌，网上流传的
众多照片里有这么相似的几张：年轻的男
孩弓下挺拔的脊背，将娇小的女孩稳稳地
安置在自己的背上。他高高地挽起裤脚，
一步步走向既定的目标。女孩一手搂着
男孩的脖颈，一手尽力地擎着伞。伞面大
多罩在男孩的头顶上，她的马尾辫却早已
湿透，一缕缕地往下淌着水。在如今一帆
风顺的生活中，大概很少有人会碰到让人
揪心的困境。偶尔来临的恶劣天气，正是
一次不大不小的考验。他们年轻的身体
互相依偎着，形如一体，合力对抗着面前
的险阻。其后的人生还无比漫长，谁也不
知道他们会不会这样一直同心走下去。
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只要眼前这个风雨飘
零的时刻，他们是彼此最信任、最可以依
赖的人。看着这些并不算清晰的照片，手
机这端的我不禁为之动容。

我经常在周末去小区小吃店里吃早
餐时碰到同一位大姐。小吃店的店面狭

窄，售卖的食物品种也很有限。不过是因
为我周末总是起得很晚，能将早餐的经营
时间一直延续到将近中午的，附近只有这
一家，我才常常来这里。那位大姐的出现
显然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她每次总是穿
着垮掉的睡衣，蓬着一头卷发，坐在面对
门口的位置，低头拨拉着一碗汤粉。估计
此刻的我也好不到哪里去，生活不规律的
人，总能轻易发现同类的踪迹。

又是一个寻常的周末，店堂里只有我
们俩用勺子碰撞汤钵的声音。大姐的手
机忽然响了起来，她选择了免提接通，一
位男士的声音顿时响了起来：“昨晚睡得
好吗？怕太早打电话吵醒你，现在不打扰
吧？”我忍不住瞥了一眼那位大姐，她用手
掠了掠鬓角的头发，把桌上的手机拿起贴
在耳畔，低声咕哝着，时不时发出清脆的
笑声。她一边说，一边挺直了腰，将手肘
轻轻地搁在桌面上。桌下她的双腿本来
趿拉着拖鞋，懒散地随意伸展着，此时也
优雅地并在一起，微微倾斜着形成一个好
看的弧度。我不禁讶异于爱情的力量，她
的穿着依然如故，甚至连她面前的蓝边碗
里，还在像刚才一样袅袅蒸腾着热气，而
就在这一刻，她仿佛周身都散发着动人的
光彩，和几分钟前判若两人。最可贵的是
这种改变是不自知的，仿佛一旦被爱情击
中，整个人就会立刻呈现出最佳的状态，
以此来感谢爱情的眷顾。

念及此，我匆匆吃完了面前的饭食，
走出了小吃店。那个周末的天气本来有
些阴沉，但由于刚才的偶遇，我觉得到处
都充满了令人愉悦的甜蜜气息。

街角的爱情
□□ 张小圈张小圈

城市
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