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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小毛

去前汪村， 正好遇上下大雨。

早上八点从市区出发， 过了罗桥雨越下越大， 视线

模糊， 幸好灵山大道车少路宽。 我车上带着文友文瑜和

广东客人崔加荣。 文瑜如同她的名字一样文静优雅， 不

喜欢说话， 崔老师则忙着收集资料， 低头看着手机。 一

路上， 只有刮雨器的声音在“ 吱呀吱呀” 地响个不停。

车子很快就进入了山区， 山岚氤氲， 云雾缭绕。 一座座

青山， 被雨水狠狠洗刷过后， 变得愈发青翠起来。 在山

与山之间， 不时夹杂着一些粉墙黛瓦的房子， 还有一些

开着花的果树， 在朦胧的雨雾中， 使得这些景色变得更

有诗意。 我提醒车内的两人放下手机， 车窗外的风景虽

然一闪而过， 但依然会有不少惊喜， 只要你不想错过。

车过一座高大的牌坊， 我知道前汪村快到了。 没

开多久， 我看到湿漉漉的马路上停了不少车子， 一群

交警和志愿者在路上指挥交通。 我自觉找了个空位子

把车停好。

这里正在举办农耕文化节。 我是地地道道的农家子

弟， 七岁放牛八岁砍柴， 从小就在田间地头摸爬滚打，

农田里的那些活我都做过， 如今却以游客的身份去参观

曾经做梦都想要逃离的农业劳动， 不得不感叹社会的进

步。 当年干农活是为了生活， 是为了活命。 如今干农

活， 是体验生活， 是一种乐趣。 当传统的农业劳动变成

一种文化活动的时候， 说明社会已经进步到了一定的高

度。 我们每个人都享受到了改革开放的成果。

游客有点多， 下车的人都急着跑雨， 躲进村委会前

面的一家小商店。 我撑着一把小雨伞， 站在路上环顾四

周， 仰望着那雾起雾散的山峦， 心想

:

“ 灵山呢？ 灵山

在哪里？” 我们一路上都没有看到灵山。

同样困惑的还有崔老师， 一路上只见低矮连绵的青

山， 这些寻常的再也寻常不过的山， 在南方随处可见。

我只好给崔老师解释说今天雨太大， 云雾太浓， 把灵山

隐去了， 把今天要看的精华先藏了起来。

在前汪村委会门口坐上中巴车后， 我坐在副驾驶座

位上。 中巴车在山路上盘旋， 路两边的树林里掩映着许

多漂亮的楼房， 门口有果树， 此时正是桃子和李子成熟

的季节， 枝头挂满果子。 山路弯道多， 车子“

Z

” 字形

往上爬。 山坡和树木挡住了视线， 只能看到路边的一些

景致， 无法遥望远方。 中巴车翻过一道山冈， 视线变得

开阔起来， 这时， 车前挡风玻璃上突然闪出一个庞然大

物， 像大海里正在乘风破浪的巨轮， 迎面向我们撞来，

似乎要把我们的车子碾得粉碎。 这种感觉让我想起了看

3D

电影， 如同一辆高速行驶的车子向自己撞过来， 给

人一种紧张的窒息感， 让人喘不过气来， 我顿时一阵眩

晕。 车厢里发出阵阵惊叫声， 大家纷纷站起身往车厢前

面挤， 探着脑袋看窗外， “ 太美了！” 有人惊叹着。 此

时我才反应过来， 这艘“ 巨轮” 正是高耸入云的灵山，

那翻滚的“ 浪花” 是漂浮的云雾。 它竟然是以如此的方

式突兀而至， 让人猝不及防， 让人目不暇接。

灵山是如此之高， 怪不得小时候不听话， 父母亲

总会说

:

再不乖就把你送到灵山顶上去！ 早知道灵山这

么美， 不需要父母亲送来， 我自己也愿成为这山上的

一粒石、 一棵草、 一朵花、 一滴水、 一片云。 下车后，

我久久回不过神来， 云雾中， 灵山一峰独秀， 高入云

天， 群山落在脚下， 唯我独尊。 山巅上， 密匝匝的花

岗石崖壁立千仞， 像钢铁巨人的肩骨， 裸露在苍穹之

下， 风雨之中， 给人一种勇猛有力的感觉。 在石崖的

峭壁上， 零星点缀着苍松杂树， 气势酣畅。 石崖下面

是成片的松树和竹林， 在暴雨中抖落身上的尘土， 青

翠欲滴， 更加炫目。 那竹林之上是缥缈的云雾， 白茫

茫一片， 像一条玉带缠绕在灵山的腰间。 这些云雾时

而挤挤挨挨， 时而上下翻滚， 但它们并不是胡乱地簇

拥 ， 盲目地翻涌 ， 而是像一群白衣少女 ， 手牵着手 ，

围着心仪的男子 ， 有节奏地舞动着 ， 她们衣袂飘飘 ，

她们充满活力。 此时的灵山就是一位英俊伟岸的男子，

深情地注视着脚下的土地 。 他吸引着所有人的目光 ，

他温情如火， 理性而沉着， 让围在他身边的人都能感

受到温暖， 感受到踏实。 大山不一定要让人攀登， 但

一定要给人依靠， 不会被任何困难打倒的依靠， 就像

我们父亲厚实的肩膀。 此前沿途“ 浮云遮望眼”， “ 不

识灵山真面目”， 这会儿走近了， 我们庆幸没有失望于

沿途低矮的青山打道回府， 前汪村给了我们一个大大

的惊讶、 惊喜和惊叹！

前汪村的梯田。 从山半腰到山脚， 从这个山坡到

那个山坡， 层层叠叠， 起起伏伏， 全是水田。 这些水

田已被犁耙平整， 等待农民来插秧， 它让我想到了准

备上花轿的新娘， 在静静地等着化妆师来上妆， 她秋

波闪闪， 含情脉脉。 我们沿着崎岖的小路爬上一道高

坎， 站在远处看这些水田， 只见水波荡漾， 鳞光闪闪，

此时的灵山变成了一条在云雾中飞翔的巨龙， 这些梯

田就是它身上的鳞片， 发出耀眼的光泽。 随后， 我们

不顾雨水淋湿鞋子， 沿着田埂向梯田深处走去， 有些

梯田中隆起一块块巨大的石头， 经过千百年岁月的侵

蚀 ， 石头表面变得光滑圆润了起来 ， 它们有大有小 ，

千姿百态， 有的似动物憨态可掬， 有的如卧僧形象逼

真， 有的像父子对弈， 有的像母女谈心。 它们有的因

地震从山顶滑落， 有的从地表隆起， 不管落下还是上

升， 它们都淡然于风雨之中， 坦然于尘世之外， 默默

地陪伴在梯田身边。

前汪村在灵山之南， 离市区较远， 这些梯田深藏

于尘世的喧嚣之外， 如同我们身边有些人， 甘于寂寞，

勇于奉献， 寂寂无声却又光芒四射。 在普遍抛荒的农

村， 不说这种难于耕作的梯田无人耕种， 就是在平原

上的优质良田， 单纯种植水稻的也不多了， 要么抛荒，

要么种些其他经济作物。 水稻种植因为经济效益低下，

农民不得不洗脚上田另寻生路， 也就是人们俗称的进

城务工。 如今在农村务农的年轻人已不多见， 懂得全

套农事的人就更少了。 看着农民们忙碌的身影， 看着

他们熟练地插着秧苗 ， 看着一块块水田披上了绿装 ，

让人惊喜。

我们步行下山的时候， 雨小了些。 回首灵山， 那

些在云雾中若隐若现的村子， 仿若仙境里的琼楼玉宇。

特意从惠州赶回来做向导的曹老师是前汪村人， 他告

诉我们， 那半山腰有五个村小组， 从山脚下望去， 那

些村子常年云雾缭绕， 就像生活在仙境里的神仙。 其

实， 他们就是太平盛世里的“ 神仙”， 是改革开放的参

与者 ， 是脱贫攻坚战的受益人 ， 那错落有致的梯田 ，

正是一步步通往“ 仙境” 的阶梯。 此时， 青山、 云雾、

梯田、 果园、 民舍、 流瀑、 劳作的农民以及人来人往

的游客构成了一副巨大的山水画 ， 它在天地间流动 ，

精彩绝伦， 壮观无比。 而我们， 都是这春耕图里不可

或缺的风景。

我的爷爷没有文化，地道的

农民。 爷爷看到有人读报纸，就

投向羡慕的眼神，觉得人家特别

有文化。 我上一年级时，爷爷经

常看我写字， 并夸奖我写得真

好。 其实爷爷一个字都不认识，

奶奶便在一旁说：“ 你又不识字，

怎么说写得好呢”？爷爷“ 嘿，嘿”

一笑， 接着说：“ 我看着很整齐，

大小均匀就是写得好。 ”

后来我考上了离家几十公

里远的高中就读， 有时候一回

到老家爷爷总是望着我说：“ 你

最有文化， 上衣兜里怎么不别

支钢笔？”我笑着回答：“ 要考上

大学，才算有文化。 ”“ 哦，这样

呀！我不懂。”爷爷有些疑惑。爷

爷不会读书看报， 从来不听戏

也不听收音机。 爷爷唯一爱做

的事情就是养牲口， 最多的是

养牛。 从记事起爷爷第一次养

的是一头黄牛， 后来因为黄牛

生崽子期间喂养不当， 得了一

场病就死亡啦。 从此爷爷认为

黄牛不好喂养，便改为养水牛，

一养就是二十几年。

爷爷养牛不是爱好或者兴

趣，他是觉得作为农民，能够种

好庄稼、收好庄稼，必须得有一

头耕田的牛， 只有这样才能及

时收好庄稼

,

不至于再受穷挨

饿。爷爷对水牛照顾有加，每天

都计划着它的草料， 夏天忙完

地里的活， 就抽中午休息的时

间割草回来， 唤上我帮助按铡

刀， 与爷爷一道把草切碎了用

来喂牛。

其实爷爷喂养的牛并不肥

壮，因为他不舍得放草料。拌草

料就是一些米糠， 爷爷视米糠

如珍品，只给那么一小捧。不过

那些青草呀，稻草呀，玉米秆什

么的，爷爷处理得特别仔细，不

能让它发霉， 那样水牛吃了就

会得病。冬天只要有太阳，爷爷

就会将稻草和玉米秆一捆捆地

排开，放在墙脚下晾晒，乐此不

疲。除此之外，爷爷还把碎玉米

秸，再用筛子反复地筛，直到那

些碎玉米秸里没有一颗砂粒为

止。 有些老人见了爷爷就连声

夸赞，说他喂牲口有经验，非常

细致， 乐得爷爷眼睛都眯成了

一条线。

爷爷把水牛当成了我们家

的资产， 他还是那种刚解放时

的思想，有了水牛有了田地，农

民就有了盼头， 就会过上好日

子。从记事起，爷爷就是住在牛

棚里。牛棚是一间简陋的房屋，

爷爷在牛槽的后面放一张木

床，每天晚上都与水牛为伴

,

对

它悉心照料。 过年有亲戚来看

望爷爷，他总是拉着客人的手，

到拴牛的桩前讲述这牛什么时

候下崽，牛有几颗牙（ 代表它的

年岁） ，怎么去喂养，客人听罢

大多连连称赞。 后来我发现别

人家养的牛， 都比我爷爷养得

膘肥体壮。经过我的观察，我才

明白，牲畜毕竟是牲畜，多喂食

料或粮食就能长得肥壮。

种庄稼也是如此， 爷爷也

总是夸口自己家的稻谷或玉米

长得好。 其实爷爷并不舍得花

钱买化肥之类的， 只不过是收

集一些农家肥， 并挑到田地里

施肥。至于庄稼的长势，只不是

爷爷孤芳自赏。又过了好几年，

农村实现了机械化， 用牲口干

活的效率远远不够。最后，爷爷

把养的牛就卖了。 有半年多的

时间，爷爷变得很少说话，常坐

在椅子上沉默寡言。 那间养牛

的小屋，爷爷一直没有搬出来，

里面放了一些农具。 最终爷爷

是在那间小屋去世的。 光阴似

箭，爷爷去世已有十来年了，每

当看到那间小屋， 我都想起那

些往事，心中不禁流下泪水。

桥头村的石桥是一座拱形

桥，虽然陈旧，但是弧线依然优

美， 斑驳的石头表面镌刻着不

同形状的花纹， 在石头的缝隙

中，生长出浅浅的苔藓，几抹绿

色的点缀和倒影映衬， 让古朴

的石桥显得更加稳重又内敛。

石桥虽没有古人赞美桥之

词“ 初月如云，长虹饮涧”之称，

但它依然在漫长的岁月中，经

过无数次洪水冲击、风吹雨打、

冰霜侵蚀都安然无恙， 巍然挺

立在桥头村。 乡村的人都称它

为“ 桥头桥”，这座桥连接着溪

流两岸， 也连接着溪流两岸的

人家。

历经沧桑岁月， 石桥承载

着桥头村几代人的回忆， 它有

我童年时背着书包路过的脚

印； 也有父辈们肩挑簸箕， 手

牵黄牛路过的身影； 也有爷爷

抽着烟袋凝望流水的叹息。 当

然， 石桥上也走过我爷爷的爷

爷， 他们同样看到过这美丽如

画的物象： 石桥流水、 烟岚绿

树、 鸟鸣花香， 隐现的村落和

山脉……

石桥连接着村里村外， 也

连接着现实和梦想。 石桥的外

侧， 山高路远草木葱茏； 石桥

的内侧， 如今村庄像一个被遗

弃的蜂巢， 在时光中干瘪。 桥

头两端都有店铺， 记忆中逢年

过节， 村民们在石桥上摆放蜡

烛， 焚香许愿， 温柔的烛光在

风中摇曳， 烟花在天空中尽情

绽放， 烛光和烟花都会映照在

溪流中， 绚丽多姿平添了一份

诗情画意。

石桥就在村口， 一条大路

通向村外， 也通往大山之外遥

远的世界，不管是外面来的人，

还是从村里出去的人， 都由石

桥经过， 石桥见证着人们迎来

送往， 也见证着人们的成败悲

欢，自古不变。

在节假日里， 石桥两边就

成了临时集市， 卖菜的， 卖肉

的，卖袜子衣服的，卖生活用品

的，七嘴八舌的讨价还价声，人

来人往熙熙攘攘， 现实生活和

古老石桥相衬相映， 又平添了

几分烟火人间的情趣。 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无论桥头村的喧

嚣和宁静， 石桥下依然流水潺

潺，清澈见底，游鱼成群，自由

自在。

石桥静静地横卧在溪流

上， 像一弯月亮， 又像一条彩

虹，时刻给人美的享受。当落日

余晖映照着它沧桑的容颜，透

着霞光的温馨， 石桥仿佛在展

示着历史的荣耀， 它是桥头村

最大的骄傲，也是最美的风景。

《 孝经·开宗明义》 有言： “ 身体发肤， 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 意思是身上的一切都是父母给的， 绝不能

有丝毫的损伤， 指爱护身体如同敬爱父母。 所以， 我们

要孝敬、 尊重父母， 当不在话下。 孔子在 《 论语·里仁》

又说： “ 父母在， 不远游， 游必有方。” 因为我们是父

母身体的一部分， 是父母身上掉下来的肉， 子女要是走

远了， 父母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双亲是会心神不安的。 我

很信奉这两句话。

在我幼小的记忆中， 年轻的父亲就有一头乌黑、 油

亮、 细嫩却稀疏的头发。

那时， 偌大的村庄没有一个剃头匠。 男人剃发都是

从外村请的剃头师傅。 剃头的人， 是十几里远的铁路埂

村人， 大家喊他“ 像师傅”。 他与父亲差不多年纪， 个

头矮小敦实， 标准的农村庄稼汉， 剃头不过是他的闲余

手艺罢了。 一个乡间手艺人， 家里同样种着十几亩田。

每隔十天半月， 剃头像师傅背着他那一身灰黑的行头，

走村串巷到各家各户为男人剃发。 剃头都是包年， 平日

不收钱， 只吃派饭。 碰巧， 刚好在你家忙豁到已快中午

或临近傍晚， 就吃一顿派饭， 谁家都不会推辞。 工钱只

等到年底结账。 如实在手头紧张， 等下年付清也是有

的。 乡人们都很淳朴， 恪守着诚信二字， 无人会赖账。

吃手艺饭的， 都会通情达理， 知道各家的情况， 实在周

转不过来的东家， 让他拖个两年。

不过话说回来， 像师傅的手艺倒是一般， 确实不敢

恭维。

他给乡亲们剃的头， 也是标准的乡下头， 一看就土

里土气， 十足的农村味。 更重要的是他出手比较重， 可

能跟他长期劳动有关。 我们村男孩子因了大人的缘故，

隔三岔五也会“ 享受” 到像师傅的手艺。 我们都被逼无

奈， 不然也不愿在像师傅面前俯首称臣。 像师傅左手按

着你———好像你不老实似的 ， 右手拿着迟钝的推剪 ，

“ 咔嚓咔嚓” 替你剪发。 长短不一的头发犹如鸟的羽毛

往下掉。 不知是推剪不锋利， 还是手上拿捏不到位， 推

剪总是咬着头发根撕扯， 有时好像要把头发拔下来似

的， 叫人生疼。 这并不打紧， 尤其是帮你修容刮汗毛的

时候， 飞快的刀从皮肤上耀武扬威驶过， 带着寒光， 大

热的天， 却一点儿也不冰凉干爽， 却有一种热辣辣的灼

痛之感。

一个夏天， 五六岁的我熬不住僵硬呆板的身姿， 头

稍一偏， 像师傅一不留神， 手没按住， 我便觉得脸上一

阵火烧火燎的疼痛， 原来脸上被蹭出了一道鲜红的长印

子， 不时渗出血迹来。 我顾不得害羞， 号啕大哭起来，

边哭边使劲挣脱像师傅的手， 跑得老远， 气急败坏地

说： “ 不剃了， 不剃了！” 一旁的母亲也有点怪像师傅

下手太重。 像师傅尴尬地搓着手， 掸掸刀片儿， 自圆其

说： “ 还好， 还好； 不会， 不会； 没事， 没事。”

以后， 每次碰到像师傅， 我都如临大敌， 如履薄

冰， 战战兢兢。

但是， 全村的大老爷们挺能包容像师傅的服务。

我父亲每次理发， 坐在一把竹椅上， 背往后伏下，

头稍稍仰起， 任凭像师傅的摆布。 剃完头， 另要刮胡

须、 掏耳朵， 甚至剪鼻毛。

父亲因头发稀少， 在像师傅的“ 铲土机” 势不可

挡的作用下， 横扫千军， 要不了霎时功夫， 他的头发

就短下去变顺了。 便是刮胡须、 掏耳朵费时费力。 有

过前车之鉴， 我总担心像师傅手重， 会不会把父亲的

耳朵弄疼了。 当看到大人们一幅闭眼享受的模样， 担

心也是多余了。

一直以来， 父亲从不用洗发水洗头发。 大热天， 钻

进港河里， 任自然的流水洗濯， 那叫一个痛快淋漓。 平

常也只是拿手巾擦擦揩揩， 哪怕劳作过后， 出了汗水或

弄脏了头发， 或头皮发痒了， 父亲也只是打盆热水， 将

头发浸在脸盆里好好泡一下。 根本不用那些化学的洗发

水、 洗发乳、 洗发液、 洗发露什么的， 顶多也只是抹上

香皂， 再用水冲洗。 不知是舍不得还是不喜欢， 父亲总

是说： “ 用肥皂洗头发好， 干爽爽的。”

很多人在中年甚至青年， 因受遗传基因的影响， 年

纪不大， 就有一头白发， 长得“ 仓促焦急”， 我们称之

为“ 少年白”。 人未老， 发已白， 灰白相间。 为了美观，

众多人喜欢去染发。 染色的头发看起来乌黑， 却缺少天

然的光洁， 黯淡无光。 若干时日之后， 经过多次冲洗的

缘故， 头发颜色复原， 灰白掺半， 杂七杂八， 煞是触

目， 惨不忍睹。

俗话说： “ 一白遮百丑”， 皮肤白， 能够掩盖人其

他的缺点。 人有一头秀发， 亦是迷人的， 女人是如此，

男人也一样。 电视中， 洗发水的广告， 离不开乌黑秀丽

的头发作前缀。 通常情况下， 头发粗和密是相辅相成

的， 稀和疏是相得益彰的。

父亲头发稀薄的基因遗传给了我。 每次去理发店理

发，师傅会说：“ 你脱发还是蛮厉害的。 ”我也只是默不作

声。 更为好笑的是，到超市买洗发水，立马有服务员十有

八九给我隆重推荐防脱发的品牌，搞得我异常尴尬。

值得庆幸的是，耄耋之年的老父仍然有着一头头发，

虽然稀薄，却如当年，细嫩、乌黑。 愿父亲生命之树常青。

我曾在心底里对一位女孩

非常暗羡， 她遥远的家乡有成

排的青黄相接的梯田。 实际上

我早已淡忘了女孩， 可李梅山

下的梯田，突然如梦般降临，猝

不及防！ 我在半山腰迎着风闭

目摇头叹息。这一刻我承认：李

梅，我刚好想你，你正好在那！

我曾喜欢读莎翁的诗， 细

数光阴的脚步， 听落叶低语。

我真切地感叹 ， 万水千山寻

遍， 却在这里找到最好的默诵

地———秦晋古道。 你朗朗地暴

露在那里。

儿时村后舅奶奶家的大栗

子树，让我流了多少口水，挨了

多少次的呵斥。 而李梅山上的

山栗子， 怎么能这样漫不经心

地在路边开遍，怎么如此柔情？

早早地怒放着来抚慰我的心心

念念。李梅又是如此神奇，让我

拍得一幅美照， 这照片无论从

光影效果还是取景角度都是绝

佳的， 刚好在分享照片时把这

句话转送给同行的水水姑娘，

期望她对我芳心暗许！

上得白云峰， 入得真人练

丹寺。 气氛马上变得肃穆起来，

无形中仿佛在提醒我们万不可

造次。 虔诚之余， 我们不禁想：

“ 如此仙地道场， 大可求个签问

个前程。”依然是仙地李梅，慷慨

地赐给我们一支上上签！签文虽

然凭同行两位老师的水平，一眼

便能解得， 可因为是上上签，我

们欣喜地请解签人慢慢地读了

又读。 得了真道的李梅，我的小

心事，你刚好都知道！

真的，下山路上，李梅被我

们的欢声笑语感染， 见我们要

走，怕了寂寞。还跟我玩起了游

戏， 在山谷一隅用一颗参天大

树玩了一回行为艺术， 变身为

一尊硕大的奖杯送给我们。 下

山时才感觉到小腿肚的酸胀，

才让我们想起上山时由于兴奋

而忽略了李梅的高度。

在李梅岭生态林场， 办公

室一桌一椅陈设简单整洁，墙

上地上挂的摆的字画， 却透着

几份雅致。 食堂大师傅的手艺

和来自李梅的山珍佳肴， 那真

要给个大大的赞。兴致使然，我

们请朱克如老师泼墨挥毫，因

没带印章和所备的笔太小，儒

雅谦逊的朱老师， 提议大家都

参与进来，一人一句书写名诗。

明知道我们没有写大字的功

力， 朱老师的提议却让我们马

上释怀，遂放开手脚，由朱老师

起头在宣纸上肆意妄为起来，

最后每人都押上手印， 由白场

长小心珍藏， 只盼有朝一日其

中有人出人头地， 我们的墨宝

也便水涨船高，千金难求。

大家兴犹未尽，继续请朱老

师演奏二胡， 我求听名曲 《 赛

马》， 朱老师为了不让赛马的快

节奏惊扰了李梅的宁静， 改奏

《 葬花吟》。 我用手机做了直播，

群友都嫌录的太短大呼不过瘾。

啊！ 秋的李梅，李梅的秋。

我爱李梅山下稻田里蠢蠢欲动

的饱满， 也爱李梅山上光阴的

安静，脚下水库流水的柔情。我

会想念你， 李梅山上的小叶紫

薇、野生蕨菜、夜来香、樟、枫和

无数叫不上名字的树， 和树上

每一粒种子闪耀着的光。

在山里， 朋友静静站立盈

盈如仙女同我们挥手道别，她

那神情似手中捧着一盆世界上

最美的墨竹， 那墨竹也静静地

开放在友人们的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