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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 我又坐在书桌旁捧起

了书本。日复一日，直到一本书翻

完，我才意识到，我终于开始适应

这个新的阅读小天地。

我曾坐在结婚时买的书桌

前， 扭头望向窗外就瞥见小鸟在

蓝色背景下的黑影。 再望远些，

宽阔的河面上偶有一抹飞翔的白

色。如遇到大雨天，滚滚河水总让

我感受到生命在奔腾， 万物都明

朗。 更远处河对面的高楼似乎永

远在凝视着我， 如默默陪伴的老

友，虽不热烈，但始终不离不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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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前，我们搬进新家。 我

有了新的书桌，木板是我们自己

采购的，木匠师傅很细心地将书

桌镶嵌在窗户下面，书桌与墙面

没有一丝缝隙 ， 既最大利用面

积 ，又不留卫生死角 ，可谓一举

两得。 但是抬眼望出去，总觉得

哪里不太对劲 ， 视线被高楼阻

挡 ， 一层层地好像要压过来一

样。 其实，晚上窗帘一遮便能将

压抑挡在外面，可我还是没有时

间坐着看书， 我找寻各种理由，

与书桌保持着距离。

手机电筒的光线足以让我看

清书上的字迹， 我用平静的目光

慢慢扫过那些令我内心波涛汹涌

的铅字。 其实书桌上摆放有一个

黑色的护眼台灯， 当初特意买了

两个，书房一个，我的卧室一个，

可是打开便能照亮整个房间，哪

怕亮度调到最低，而听说这样会

影响孩子的视力。我突然想起去

年冬夜我也曾这样握着手机，一

束光在书本上跳跃，四周一片寂

静 ，但书中的故事 ，那另一个世

界 ，一走进就是人间烟火 ，一待

就想探个究竟。我觉得追书和追

剧很相似，没看到大结局根本停

不下来 。 我常常想起书中的剧

情， 好像真有一幕幕动画在我面

前上演过。

我不止一次计算过， 每看一

页书，时间都悄悄溜走两分钟，看

了多少页便能知道时间过去多

久。 和以往不同的是， 我不再羡

慕别人可以一目十行， 好书值得

细品， 我留恋每一处让我停下来

做标记的段落，那是心灵的碰撞，

是思想花朵的绽放。翻页时，我用

手指轻轻捻起书角， 尽量不发出

很明显的声响， 因为之前有把熟

睡的孩子惊醒过。 现在， 每成功

翻过一页， 我便像获得时间的额

外恩赐般感激。

离开依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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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整的书桌，

我用了三个月才将它安放在记忆

里。最近，我随《 平凡的世界》中的

孙少平，来到他工作的煤矿，我看

到煤矿工人的艰辛和危险， 那一

个个隆起的小土坡， 常在我脑海

里晃动，他的师傅也因煤牺牲时，

我的眼里盈满了泪水。 作者说得

对，这就是生活，在这个平凡的世

界里， 有人艰难地活着， 即使死

了，也可能不会掀起一丝波澜。

我很喜欢孙少平这个爱书的

热血青年， 他的坚忍和闯劲让我

对生活也充满希望。 他露着伤痕

累累的背， 趴在破烂不堪的棉被

上， 就着一点小小的烛光阅读的

情景总是打动着我。 原来， 与命

运抗争的人是这样有魅力！

套房不比自建房， 空间减少

很多，有些书便没有搬来，书架上

的变化仍让我感到陌生， 拿书的

角度和姿势也不尽相同。不过，一

旦走进书中的世界， 我依然会不

知不觉忘记自己身在何处。其实，

这如虚幻梦境般的瞬间游离于我

已经是种奢侈。

夜幕降临，忙碌的一天接近

尾声 ， 这样的时候特别适合静

思，适合阅读。我越来越相信，我

与更好的自己只是隔着一本书

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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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天，在学校值班，中午回妈妈家吃饭。 饭后和老妈

闲谈，老妈说楼上晒了红薯，昨天太阳不大，今天就下雨

了，红薯晒了个半干，说是到附近伯伯家那里买来的，没

有施过化肥，让我尝尝。红薯外面一层脆脆的皮，看起来

晶莹剔透像一块块黄色的璞玉， 半块红薯塞进口中，甜

甜的、糯糯的，丰富的红薯淀粉吃起来都会黏牙。

是了，这段时间正是红薯上市的好时节。 红薯不值

钱，现在一百斤红薯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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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块钱。但是在爷爷奶奶甚

至父母那一辈，红薯是主食。 那个年代，大米不够，熬成

粥都吃不饱，这时富含淀粉的红薯就派上用场了。 现在

吃番薯粥是尝鲜，那时候确是家常便饭。 不仅是红薯收

获季节在吃，粮食短缺的时候，一年到头都在吃红薯粥、

红薯饭，而且大多是红薯多，大米少。新鲜红薯保存时间

有限，就把红薯切成小小块，煮熟后晒干放进藏有石灰

的缸子里储存，需要填饱肚子的时候，就用拿出来放进

米汤里一起煮。

小时候在外婆家，家里养了猪，红薯藤每天割下来

后挑回家，新鲜薯藤捆成一扎，放进一个大盆，用菜刀剁

碎，这叫“ 切猪菜”。 我那个时候还小，不敢尝试，只是看

见表姐放学后坐在一个小板凳上，要切上整整一大盆的

薯藤，然后晚饭后大人将切好的薯藤放在柴火灶上面和

少量碎米一起煮。 农民在冬天来临前，将所有的薯藤都

做成“ 猪菜”，冷却后，倒进番薯缸里。 冬天，猪没粮食的

时候，勺出来加热喂猪。 新鲜的红薯叶还可以和青菜一

样炒起来吃，特别鲜，小孩子会用红薯叶做成耳环挂在

耳朵上玩。 那红薯呢？

红薯成熟的时候，辛勤劳作的人们将红薯一箩筐一

箩筐的挑回家。 除了近期即将会吃掉或者加工的红薯，

其余的都会放进红薯窖里面。窖子一般是在一个山包底

下挖一个深四五米，高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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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的小山洞。 冬天的红薯窖

是暖和的，感觉红薯是在里面过冬呢。 红薯窖不仅放红

薯，芋头、南瓜、土豆、冬瓜都可以放在里面。没有小动物

进去偷吃，保存的好的话，能放到来年春天，再往后红薯

也就坏了，会有一股子烂红薯的味道。

红薯的吃法有很多种，现在最常见的就是洗干净削

皮做成红薯粥。 小时候的红薯粥是在柴火灶上做的。 大

锅水开后下米煮到七分熟，然后用簸箕把大部分的米捞

上来，剩下很清的米汤，接着外婆会把削了皮的红薯放

在手心上，用刀在手上切红薯，切一下，往外拨一下，一

块红薯就掉进咕噜咕噜的米汤里，每块红薯的形状都不

一样。 煮出来的红薯粥特别的香。 现在都用电饭煲做红

薯粥，总觉得少了一股人间烟火的味道。 这种掌上劈红

薯的切法，至今我也不敢尝试，总觉得心惊胆战，一个不

小心，手被切上一刀，后果可太严重了。

其次，红薯可以磨成红薯粉，如今有专门磨红薯的

机器，红薯放进去后，机器两边口子一边出红薯渣一边

出含有红薯淀粉的水，等乳白色的水沉淀好，下面就是

一层红薯淀粉了。最后把这层淀粉倒出来，暴晒四五天，

就变成了红薯粉。每每这时，就在感叹时代的变化，人类

是多么聪明的啊，发明了这么多便利的机器。 要知道小

时候听长辈们讲他们小时候磨红薯粉，可是至少要花整

整一天的功夫。 一口内部带有尖角的缸，把红薯放进去

利用摩擦力，将红薯磨得细细。这一道工程可就不小，不

仅花费大量人力，而且稍不留神，手就会被缸内尖角给

划破。接着需要把这些磨好的红薯，糊连渣带水一起，用

干净的布过滤成红薯渣和红薯淀粉水。架子下面放一个

大桶，布的四个角分别绑在架子上，将磨好的红薯糊一

小桶一小桶倒进去，期间需要不停地倒水进去，再把装

有红薯糊的布拧紧成团，让淀粉水过滤到底下的大桶里

面进去，等水沉淀。 沉淀下去的精华就是雪白的红薯粉

了。 日常做菜的时候也可以把红薯粉当成普通淀粉使

用。红薯粉做的粉丝很好吃，很有嚼劲。最好吃的是煎红

薯粉，红薯粉放水化开，煎成一块饼状，然后切丝，放一

把自家种的辣椒，做一道辣椒炒番薯粉。 整个厨房弥漫

着辣椒的味道，瓦房又没有油烟机，也排不出去油烟，大

人小孩被香味馋的流口水，闯进厨房后，一个个被油烟

呛得眼泪汪汪。

红薯还可以炸成金黄的红薯片，或者就直接切块蒸

煮晒干做成红薯条，当小孩子日常的小零嘴。 因为红薯

产量高，每年会蒸煮很多红薯，需要放在户外晾晒，这就

需要有人专门去守着红薯了，以防止被小动物偷吃或者

调皮的孩子糟蹋了。 这个好差事当然最适合小孩子了，

大人用箩筐将蒸好的红薯， 倒在山上比较光溜的石头

上，嘱咐孩子们看守好。我最喜欢那种晒得不是很干的，

既不会硌牙，又不会太软。看守后的中午，午饭是吃不太

下了，一个个鼓着肚子，都说吃饱了。 天气好的话，三四

天就能将红薯片晒干，收回来后，大人们会放在油锅里

炸，炸的酥酥脆脆，红薯表面炸出小泡，吃起来咔嚓咔

嚓。 红薯自带的甜经过高温不断地翻转，已经和油香浑

然一体了。

我最爱的是和大几岁的哥哥姐姐们一起烤的红薯。

冬天户外寒风凛冽，我们一群孩子围坐在柴火灶门前添

柴烧火，听着烧柴声，闻着饭菜香，打闹声和笑声不断，

饭前就将红薯进柴火中，饭好了，红薯也就熟了。红薯被

烤的外焦里嫩，剥开后，香味扑鼻，表面不断冒着热气，

垂涎欲滴，尝起来还有木炭的味道，别提多香了。这还不

是最好吃的。 最好吃的是和姐姐们带上柴火、 土豆、红

薯、腊肉、黄豆，去山上进行“ 户外烧烤”。 在草坪地上挖

一个洞，底下放小木柴，中间放红薯土豆，最上面继续放

干柴。小树枝串起来的腊肉在火的燃烧下变成透明的金

黄色，有时候还会拿一些黄豆撒上去，在炭火的包裹下，

黄豆被高温膨胀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

红薯全身是宝，是个好东西，过去给人们填饱肚子，

现在品种越来越多，可以制作成各种零食。 吃在嘴里的

红薯是香甜的，回忆的红薯是童年的味道。童年的红薯，

长大后吃不回那个味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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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果香醉人。 我又想起老家那棵柿子树，想起那

柿子的味道。

柿子树在老屋东面，距墙角仅十来米，每天出门都

可看见。 打记事起，这棵树就有脸盆底般粗，两层楼高，

说是爷爷的爷爷栽种，至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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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树龄，在全村绝

对是最老“ 寿星”了。

如今，柿树已长到三、四层楼高，两人才能合抱。 树

皮呈褐红色，满身粗糙，似老人饱经风霜的手。 不知何

故，主干腰部有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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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长的沟状裂口，百余年风侵雨

蚀，积满腐叶淤泥，上面竟生长出一层绒绒苔藓，宛如老

人身上的老年斑，更显柿树的沧桑与厚重。

小时候，这棵树成了我们四季乐园。 春天，盼着树枝

发芽、泛绿，开出一朵朵小喇叭柿花。 捡一朵嗅嗅，那特

有的淡淡花香，沁人心脾。夏天，到遮荫如盖的柿树下乘

凉、吃饭、玩耍，无忧无虑，那是最快乐的事。 秋天到了，

瓜果飘香，我们天天守着青色柿子，看它何时变黄变红，

何时成熟。寒风凛冽，万物凋零，红艳艳的柿子在树上随

风摇曳，像一团团小火焰，拂除天空的寒意，燃烧心中的

欲望。 我们拿起自制弹弓，驱赶啄食柿子的鸟儿。

全家拥有的果树，除了一棵不结果的梨树外，只有

这棵柿子树。 在上世纪那个物资极度贫乏年代，家里人

多，能吃上饭填饱肚子已是很幸运了，根本没奢望到市

场上买水果吃。 能品尝到的唯一水果，就是这棵树上的

柿子。

霜降过后，柿子变红，树叶飘落，满树挂着红彤彤的

柿子，像一盏盏红灯笼，特别诱人。 这时，我们几兄弟就

会偷偷爬上树去拣摘几个。俗话说，柿子拣软的捏。手一

捏，很硬；咬一口，苦涩的很，立马唾弃。

看到我们连吐带喷、一脸苦涩样子，父母亲也忍俊

不禁，嗔责道：“ 七月桃，八月梨，九月柿子红了皮。 柿子

要经过几番打霜见白才好吃的， 你们不要太急了”。 于

是，我们天天绕着柿树转，抬头仰脖望柿子，盼望着它早

点成熟。

柿子树高大挺拔，一条大道从旁而过。 路人来往穿

梭，那满树的红柿子自然招人惹眼。 村民也三三两两来

这儿溜达，捡快石头往树上扔，希望砸中几个柿子。那些

小精灵———鸟儿们，时常扎堆地涌到树上，叽叽喳喳，啄

柿觅食，与我们争抢果实。

见此情景，先前稍平缓的心又焦虑起来。 如果等柿

子完全成熟再采摘，恐怕都没了，一年到头的期盼可能

落空。 我们兄弟几个合计，先把柿子采摘下来，储存好，

待它慢慢成熟。

父母亲看清了我们这点小心思，要我们不要过早采

摘，让它们继续留在树上，一来在树上自然成熟的柿子，

味道更佳。二来让别人摘几个尝尝，也是行善结缘。三来

小鸟吃不了几个，有它们在还热闹着呢！ 父母亲拗不过

我们几兄弟，只同意把那些容易摘到的柿子采了一大篮

子，大部分留在树上。

虽过了霜降，柿子由橘黄变橘红，但用手捏捏，还是

较硬，尝了一个，仍是苦涩味，这让我们有些失落。

“ 别看柿子红了这么久，时节未到不会熟。 你们拿去

放进谷子里，沤上一段时间再看看”。那时各家各户都用

竹篾织成围编，围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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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多高的大圆柱，用来囤积全年

收获的稻谷。 按照父母教的方法，我们用一节节小芝麻

秆，插进每个柿子里，然后抬上楼，埋进囤里的稻谷中。

冬天楼上气温高，贮储的谷子干燥，插上芝麻秆，可催熟

柿子。

打这后，我们就不再关注树上的柿子，只惦记着楼

上的柿子。有时在课堂上，会突然想起那些柿子，做作业

也会分心走神，心里不免暗责自己没出息！放学回到家，

丢下书包，就急忙噔噔噔地爬上楼去，扒开谷子，用手捏

捏，看柿子是否变软。 但十天半月下来，每天爬上爬下，

就是不见柿子成熟，内心便又躁动不安起来。 这柿子成

熟怎会要这么长时间呢？ 吃上一个柿子真难呀！

“ 心急吃不成热豆腐。 一粒米也要经过播种、育秧、

管理、收割、碾米、蒸煮等大半年，才能到嘴里，中间要流

多少汗哟。 ”父母亲的话，让我们浮躁的心又静下了些。

可有时耐不住又偷偷爬上楼， 用手伸进稻谷中去，

轻轻摸捏柿子。又过了几天，突然捏到两个变软的柿子，

兴奋如淘到一件宝，赶紧用手抹去柿子表层灰尘，掰开

一咬，虽比前些天的味道好点，但仍含麻涩味。

这柿子真折磨人啊！

看我手里拿个柿子，嘴角沾着柿汁，满脸悻悻然样

子 ，担两土箕红薯刚进门的父亲 ，来不及擦拭额上汗

珠，用沾满泥土的手，挑了一个鲜艳光泽的红薯，在他

衣襟上擦了擦递给我。 母亲正在菜板上切着雪白细嫩

的萝卜，选了几片放进我嘴里，以解口馋。“ 伢子吔，一

年四季，日晒雨淋，等到秋冬才有收成。 世上冇有不费

劲，张嘴就可得到的好事”。 那时，对父母亲讲的这些

懵懵懂懂。

后来长大成人，走上社会，随着年龄阅历增长，经历

风雨世事，品尝酸甜苦辣，才深知当年父母所言乃是至

理箴言。

秋风萧瑟，霜重如雪。 忙完了秋收，又开始冬种，家

里一年到头总有干不完的农活。我们也似乎忘了埋在稻

谷里的柿子。

阵阵寒风吹过，那棵柿树上叶子都没了，光秃秃的，

高处还挂着没有摘下来的柿子。我们便用长长的竹竿轻

轻敲了几个，掉在地上裂开了口，露出鲜艳欲滴的柿肉，

似乎张开嘴笑着说：“ 朋友，现在可以亲吻我了！ ”

我猛然惊喜，丢下竹竿，快步回家，爬上楼，从稻谷

里掏出已柔软成熟的柿子，用篮子装好提下楼。

乡下的秋冬，早已寒气逼人，全家人围着地炉一边

烤火，一边分享着柿子。

摸着红彤彤、软绵绵、圆溜溜的柿子，口津顿溢。 用

手轻轻掰开，那晶莹透亮、滑滑润润柿肉，甘甜细腻、清

香可口柿汁，用舌尖舔一下，味蕾绽放。 慢慢含在嘴里，

慢慢吞下咽喉，慢慢流进心里。

走过春夏秋冬，经历风霜雨雪，柿子由青色 ，变黄

色，再变红色；味道由苦涩，变麻涩，再变甘甜。这是柿子

的味道，秋天的味道，成长的味道，人生的味道。 我品尝

着，思考着，回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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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有件老风物， 即生铁铸造的宛

如小船模样的药碾，至今已有

160

多年。

它高

20

公分，长

65

公分，中间宽

18

公分，两头略窄一些，其碾槽坑呈弧形，

最深处超过

10

公分， 配有一个直径

30

公分的碾轮子。

药碾， 顾名思义是用于碾磨中药材

的。 一般是医院的药房、中药药店备之用

之，而我家世代没有从事医药者，那药碾

何来之有？

据奶奶讲， 这个药碾是爷爷的爷爷

中年时购来家用的。 爷爷的爷爷是个秀

才， 他以办私塾教书为职业， 兼做地理

（ 风水师） ，还懂医药。 他有个大园子，种

的是五花八门的中草药。

这个药碾传到奶奶手上， 大家就习

惯地叫它“ 碾槽”了。 碾槽，不仅仅是碾

药，只要是需碾又可碾的东西，它都碾，

它比药房里的药碾更忙。 无论是本前村

人，还是纪家、西山底、刘狮圩等别地方

人，只要需要，尽可借碾，奶奶从不推辞。

每当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春节前一

两天，来碾芝麻、豆沫之类的人们络绎不

绝，这碾槽便从早忙到晚，叮叮当当响不

停。 奶奶手上忙着织麻丝，嘴上与人家谈

谈笑笑。 整个屋舍香气扑鼻，笑声朗朗。

到了冬季， 大家红辣椒晒好可以碾辣椒

粉了，这碾槽就忙得白天没得空，晚上还

加班。 有时候一人借去，他人接上，十天

半月都没归家。

那年爷爷英年病逝， 大伯才九岁，父

亲才两岁。 自此，奶奶母子三人艰难困苦。

有一天，吴村的一个药房夏老板上门与奶

奶商量，愿出高价买走奶奶的碾槽。 奶奶

笑着说：碾槽虽然是我的，但是前村是个

上百户的大地方，还有周边的村庄，有了

它，大家想用都方便，我日子再艰难，也不

能将老祖宗遗下的这个“ 活宝”卖掉！ 夏老

板没奈何地笑着说：言之有理。

父亲遗传了奶奶的基因， 待人热情

和善。 他当家的岁月里，碾槽跟他一样一

直没闲着。 无论人们上门碾东西，还是把

碾槽借去使用，他也从不厌烦。 如果来碾

或借的人是会喝茶抽烟的， 只要父亲在

场总是烟茶相待。 要是碰得巧，父亲还会

酒饭款待呢。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有一天，吴村

药房的那个夏老板又一次上门跟父亲

谈，想出一两百块钱将碾槽买走。 当时一

两百块钱确实很值钱。 可父亲先留夏老

板吃中饭，在饭桌上这样回答：当年我母

亲世道那么艰难都没答应卖给你， 现在

碾槽还服务着前村的老百姓， 我怎么忍

心将这个“ 传家宝”卖了呢？ 夏老板感叹

说： 这么个无利可图， 白搭上烟和茶不

说， 还要搭工夫的玩意， 我出高价都不

卖，真是服了你们母子俩！

八九十年代， 前村塘圩的那个凭中

草药行走江湖的叔叔， 常常到我家大把

大把的碾药， 有时干脆把碾槽搬到他家

去用。 有一次，他借用之后送还我家，我

们发现一个好好的碾槽居然两端都破

了， 一头破的是左边， 另一头破的是右

边。 当时我们一家人看到这惨景，个个痛

心不已。 那个叔叔说是不小心掉路面石

头上摔破的，要我父亲作个价钱卖给他。

我当时心中疑惑：掉地上怎么会破两端，

且一端破左边一端破右边呢？ 该不会是

故意敲破的吧？ 这只有他心知肚明，我没

敢说出口。 父亲是这样回答他的：破已破

了，好在还可以用，至于卖给你，你出再

多的钱也办不到， 我也不要你赔一分一

厘，痛就痛在我们心上了。

从那以后，一个打了破相的碾槽，带

着不癒的伤痛， 继续为地方上的人们任

劳任怨地服务着。

2000

年以后，地方上年富力强的人

基本外出赚钱，留守的几乎是老少体弱

者 ，加之碾辣椒粉有机械碾了 ，我家的

碾槽也就清闲多了，只是周围的人偶尔

使用。

如今，我的父母都不在人世。 我们三

兄弟可分的东西都分了， 但这个碾槽没

有分，也不能卖，权当众家的公产，由我

二弟代表第五代主人经管着。 只要有人

借用，二弟和碾槽依然义不容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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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之河，名曰：珠溪。 珠溪

蜿蜒，奔流不息。

一夜暴雨的倾情投入， 珠溪

尽揽怀中。催生了河水猛烈怒涨，

先前干涸、袒露的河床，被雨水淹

盖，好似刚生产的哺乳期妇女，乳

房丰盈，乳汁饱满，承担着养育后

代的重任。

此时， 细细的雨滴， 打在河

面，戳起铜钱般大小的水晕印章，

呈现、消失，消失、呈现，如此循环

往复，不知疲倦。 雨水不停、水晕

不消。 看起来，珠溪波澜不惊、静

水深流，不显峥嵘。

珠溪是小城托着的飘带，迎风

飞舞。 河水穿城而过，清浅安然。

酣畅的秋雨过后，河水浑黄、

混浊，表面上声色平静，或许内中

藏着隐秘浩大的心事，有激流，有

漩涡，却恁谁也看不清摸不透，城

府颇深。

岸边的杨树、柳树、枫树等，

纷纷弯腰附首， 为珠溪所折服倾

倒。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一位位

佳木美人临水自照，对镜梳妆，欣

赏自己婀娜多姿的倩影； 或是顾

影自怜，一腔心事都付与珠溪，娉

婷袅娜的身姿，摄人魂魄。更有甚

者，将纤纤树枝散入水中，洗濯青

发，任三千烦恼顺流直下，漂走自

己无边思绪……

两岸河埠头， 蹲着一排女子

在浣衣。这是沿河附近村庄、小区

的妇女， 每日清早在溪河定时演

出的保留固定曲目。 她们或两两

相对，头靠头；或两两相背，臀近

臀。 俯腰前倾，双手按住衣物，不

停地搓动， 身子亦有节奏地前后

耸动。时或挥起手中的木槌，在空

中划出优美的弧线， 尔后砸在衣

物上，发出“ 咚咚”的响声，仿佛将

自己的喜怒哀乐全部发泄在用力

敲打上。

俗话说， 三个女人一台戏，每

天有众多女人聚在河埠头，那是多

少场（ 折）戏呀！ 没有谁数得清。 她

们的笑声，能传到对岸，她们的话

语，能惊动树上的鸟儿。 这儿，是信

息的集散地，一些信息被从村庄或

小区出来的妇女，和将要换洗的衣

物一道裹着，带到河边；一些信息

又被妇女装着， 和已经洗好的衣

物，带回村庄或小区。 张家长李家

短，东家高西家低，信息通过妇女

的喉舌，瞬时飞向四面八方。 世事

风情，在河埠头叠交演绎，迅速传

播，这些浣衣女，功不可没。

小城两岸的居民， 与珠溪融

为一体。不可想象，没有珠溪的小

城，会是一幅怎样的图景？自古河

桥不分家， 有河必有桥。 树木清

绿， 空气清新， 共同酿造的氧离

子，散发强烈的磁场，吸引他们每

天风雨无阻， 尽情演绎自己的激

情余生。

洲中的林阴深处， 有男性在

“ 哦哦哦”地吊着嗓子，只闻其声

不见其人，高音从胸腔而出，直冲

云霄，似有帕瓦罗蒂雄浑、高昂之

气势，隐隐有“ 我的太阳”之风韵。

几只白鹭时而俯冲， 时而跃

起，分明是河面屏幕上闪现的灵动

的诗行，让人的目光随着它们的高

低起伏，读出抑扬顿挫的绝句。

珠溪， 一条名不见经传的小

河，养育了小城两岸数万百姓。它

是小城的动脉， 每天为小城输送

新鲜的血液， 富有张力， 饱含弹

性，极具韧劲，让小城滋润起来，

生动起来，鲜活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