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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十指连心 一场经络里的暴动猝不及防
他指着胶片上被光影抽象的另一个我

用草书写下诊断：
疾病由来已久
而我疏于防备

第五至第八颈椎之间
疾病沿背丛神经一路奔袭，剧痛直达指尖

葛院长，像一个从《黄帝内经》走出来的古人
军人出生成名杏林
他将用一把小针刀

剔除我椎管里深藏的病灶
（二）

覆盖安顺这座明代的古城
冬至第三天 一夜大雪冰封城市每一寸冬域

我动了动手指 想感受每一条道路以及两旁的房屋
是不是也在阵痛？

现在我置身这家中医馆
像置身红尘之外

我和这座城市 隔着一层薄薄的玻璃
我和这场病痛 隔着两排细细的银针

（三）
我要感谢她们——这支训练有素的队伍

针砭时弊 嫉恶如仇
携带着更加凛冽的锋芒

她们喊着号子：天柱、百劳、曲池……
一步一步，收复这一寸一寸的失地
感受着电流一通 瞬间建立的秩序

随着这律动
我知道，我丢失的节奏感正在回来

（四）
哎呀 这个假寐的黄昏

雪光竟已斓珊 疼痛渐次缓解
我的左手 是雕花深深浅浅的疏影横斜

我的右手 是艾灸明明灭灭的暗香浮动
哎 野鹤闲云的时光令人向往

如果我早点隐于山林
这时候应该有麋鹿探望
这时候应该有诗意敲窗

（五）
脊柱为龙 丹田为虎

我试着吐纳体内渐长的阳气
总结、提炼，一次一次

我要抓紧些！
腊月将近

我感到了故园凌寒
听到了喜鹊清唱

我要带好葛院长给我的药囊和处方
循着雪泥鸿爪 赶在小寒之前

去医治昨夜梅花的骨折
一如医治我和乡村的新伤，旧伤

中医馆纪事
□瀑乡刀客

工作在外，已有多年没回家乡了。
就在初秋季节，我终于回到了久别的家乡，贵州

省安顺市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花江镇一个山寨。
我在花江镇车站下了车，又坐上了一辆开往村里的面
包车。当车开至山顶又要往下迂回行使的时候，我从
车窗往下望去，只见一条蜿蜒如蛇的公路从山顶一直
绕到山脚，又从山脚一直伸向远方。

一路上，到处是一片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
农田里耕地的已不再是犁锄和老牛，而是现代化的微
耕机；公路两旁直至不远处的田野里，已没有了记忆
中的茅草房，掩映在绿树丛林中的是一座座新建不久
的白瓷砖房；公路上，不时有摩托车、货车、面包车迎
面开来；还有几个砖厂、花椒香料制品厂的工人不停
忙碌的身影。处于这样的景象里，我立刻变得心旷神
怡、兴奋不已。但我立刻又怀疑：这是我的家乡吗？
另一个声音肯定地回答：这就是你的家乡，只是阔别
多年，她已旧貌换新颜，你才认不出她的模样。我不
禁想要欢呼，为家乡天翻地覆的变化而欢呼，为我的
父老乡亲过上了今天的好日子而欢呼！

黄昏时分，漫步在村寨里，处处可见乡亲们洋溢
着幸福微笑的脸庞，处处可见孩子们穿着比我小时候
鲜艳得多的衣服在欢笑着嬉戏追逐；还处处可见经济
又卫生的沼气池。乡亲们的家里，电视机、电冰箱、电
风扇、电饭煲、电话、手机都已普及。有些乡亲的家里
还购置了现代化的家居：沙发、音响、大床、大衣柜，以
及全自动洗衣机……

知道我从数百里外回来，那些小时候看着我长大
的大叔大婶都急着跟我聊着过去、说着现在、也畅想
着将来，仔细聆听着他们的讲述，回想起家乡的过去，
我又怎不感慨万千呢？

我的家乡地处偏僻，那时交通闭塞、经济落后，乡
亲们的生活水平很低，生产生活资料的运进和农产品
的运出全靠原始的人背马驮。在想致富却连与外界
接触起码的公路交通都不具备的梦想与现实的冲撞
下，这个原本群山环抱、青山绿水、空气宜人的“世外
桃源”般的小山村，被乡亲们说成是个“穷山恶水、鸟
不拉屎的鬼地方”。

上世纪6、70年代，村民住的是用树木搭建的毛草
屋，照明用的是煤油，碾小麦、玉米还是用传统的石
臼、碾槽，费时费力，一担稻谷要用脚踏石臼一整天，
用牛拉碾槽也要半天。碾完一担小麦，人和牛都累得
筋疲力尽。村里了解山外信息的唯一渠道就是收听
广播，要想下山一趟，就得沿着羊肠小道从山顶走到
山脚，一路坑坑洼洼，高低不平，人到山下，早已累得
气喘吁吁、汗流浃背。如果遇上雨天，粘土相当湿滑，
摔跤更是常有的事，鞋子陷在泥里，拔都拔不出，只能
挽袖用手掏。雨天走完十多里山路，身上很难找到一
块干净的地方，早已是“泥花朵朵开”。

常言道，要致富，先修路。为摆脱贫困，乡亲们多

么渴望村子里能早日修成一条公路啊！
在本世纪初期虽然修通一条山间公路，但汽车爬

行在绵延起伏的山中，弯多路陡，沙石公路坑坑洼洼，
颠簸不止，耗油大，行车速度慢，上坡如同老马负重，
嗡嗡作响，交谈都要提高嗓门如同吵架。若碰上下大
雨，道路泥泞不堪，特别是暴雨，常常发生塌方，阻断
公路。记得当时沙石公路很窄，勉强能过得去一辆汽
车。要是碰上对面有汽车开过来，那就要先找路面比
较宽的地方停下来，等另一辆开过去才行。村民们到
乡里送公粮、到集市上卖肥猪时，可就苦了，经常是一
堆人推一段路程，出一身热汗。每当这个时候，我就
想，要是路平坦了，路宽了，那该多好。那铺满沙土的
路面虽然说比山间弯曲的小路好走，可车一来，行人
就苦了，烟尘滚滚，一路下来，已是一脸的泥尘和一身
的黄土。

记得2002年，我表弟26岁，刚刚当上乡里的副乡
长，小伙子事业有点眉目，该成家了。表弟家里有亲
戚在城里，帮忙介绍了一个好姑娘，年纪小他几岁，条
件挺般配。媒人一牵线，约好在城里见。相亲那天，
表弟起了个大早，把自己从头到脚认认真真打扮了一
番，还特意换上了新买来的“红豆”衬衫。临出门，姨
妈叫住了，又仔细打量了一番：“这么棒一个小伙子，
人家姑娘肯定中意。”于是，表弟兴高采烈出了门，骨
碌一下爬上开往城里的运粮车。一家人在屋里等喜
讯。不过直等到天色暗下来，表弟才灰头土脸地进家
门。看得出来，事情不是很顺利。一家人围着问，表
弟才吐出了原委：坐错了车，走错了路。顺着崎岖破
落的山路，运粮车“扑哧扑哧”到城里，一路风尘全落
在表弟身上。黄土夹着汗，俊小伙成了“土包子”，雪
白的“红豆”衬衫染成了“黄马褂”，乌黑的头发染上灰
像上了一层蜡，泛白光。人家姑娘说：“你怎么这副模
样？”表弟尴尬地想笑一笑，却没想到牙上也沾了泥。
第二天，城里的亲戚去问结果，姑娘说：“这么‘土’里

‘土’气的人居然还说是副乡长，不大靠得住！就算是
乡长，我也不愿意往这样的穷地方嫁。”于是表弟的第
一次相亲就这样草草结束。

终于有一天，一个消息给乡亲们带来了福音，乡
亲们争先恐后相传：县里派来了党建扶贫工作队，工
作队决定在财政经费非常紧缺的情况下，划拨给村里
一笔修路专款，但这笔资金只够买炸药和租赁机械
等，须村民们无偿出工。就这个消息已足让乡亲们度
过了一个不眠之夜：自己出工怕什么？我们有的是力
气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梦想就要变成现实了，谁会放
弃这个难得的机会呢？

于是，老人和妇女保生产，各家主要男劳动力齐上
阵的一致意见形成。伴随着开山炮的轰响和机器的隆
隆声，乡亲们顶着烈日，甩开膀子热火朝天地修开了。

人心齐，泰山移。一年后，乡亲们苦盼多年的公
路终于修通了。通车那天，这个沉寂多年的村庄沸腾

了。乡亲们齐聚村头，庆祝这个胜过以往任何一个节
日的喜悦时刻。在响亮的鞭炮声和乡亲们热烈的欢
呼声中，第一辆货车像远道而来的贵宾一样驶入了乡
亲们的视线，接着就是第二辆、第三辆，直到乡亲们盖
起了今天的白砖房，直到今天的小村庄已完全改变了
往日的模样。

时常有家乡人来做客，谈得最多的还是家乡的
路。从中得知，2017年实施“组组通”公路工程，交通部
门不畏辛苦、跋山涉水、顶酷暑、战高温，测量最佳线路，
修起了一条20公里的进山水泥公路，通到各自然村。
新农村建设，山村装上有线电视、电话、宽带，使村民足
不出户，就可以了解外面精彩的世界和农产品销售信
息。随后，村里建起了自己的农产品销售网站，网上发
布农产品销售和农副产品加工的招商信息。

引进的客商到家乡搞花椒、核桃和火龙果种植，
办起了加工厂，生产旅游纪念品，还办起了农家乐。
在外打工的村民都回来了，有的还在村里办起了企
业。农闲时村民到厂里打工，月工资3000多元。

我又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舒适的中巴车穿行在幽
幽的山峰和绿葱葱树林间，眼前熟悉而又陌生的一切，让
我心旷神怡。然而，最让我感慨万千的还是车下的路。

这次真的被家乡的路震撼了：条条笔直、宽敞、平
坦的道路如晶莹的“玉带”镶嵌在美丽富饶的大地上，
连接全县四通八达的公路网在家乡已全面建成，阴雨
天再也看不到泥泞难行的道路了。一条条“组组通”
犹如一条条流动的血脉编织起一个畅通的农村公路
网络，一栋栋样式别致的楼房展现着实施“组组通”带
来的山乡巨变。

如今，家乡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利用
种植基地，重点发展花椒、枇杷、核桃和火龙果农业观
光和休闲旅游，推出了春摘枇杷、野菜、秋摘核桃、花
椒、火龙果、夏纳清凉、冬赏雾凇、晨观日出、夜赏星月
等活动，客人在此可以“住农家屋、吃农家饭、干农家
活、享农家乐。”村里的瓜果蔬菜、鸡兔鱼羊等绿色食
品源源不断地运到了城里，城里的冰箱、彩电、电话、
电脑也陆陆续续搬进了山村的小洋房。经济的发展，
促进了公益事业的发展和村民文化生活的提高，村里
完善了医疗养老保险制度，60岁以上的老人每年都可
以享受一定的经济补助，村里还建起了文化体育活动
室、诊所，全村呈现出规划有序、村容整洁、文化氛围
浓厚等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动面貌。

作为家乡的儿女，我由衷地为家乡感到骄傲和自
豪！返程途中，我试图努力想象出家乡未来的面貌，
但却又总想象不出具体的样子。是啊，就像家乡今天
带给我的这份惊喜，又何尝是我曾想象到的呢？但不
管怎样，我坚信一点，那就是明天家乡的变化将更加
巨大，乡亲们的生活会比今天更加殷实、幸福和甜美！
我更希望全国尚处贫困的偏远山区都能修成这样的
康庄道、致富路。

组组通山村变
□姚启超

小时候，我对父亲充满敌意。
从我记事起，听到村里老人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哟，这个姑

娘生下来差点被送人了，你看人家一晃就长这么大了”。
第一次听到“差点把你送人”这句话时，我伤心地跑回家问母亲，“为什

么要拿我送人？”母亲只是笑，叫我不要理他们。后来，村里人见到我还是
会这样说，即使当着父亲的面，他们也会似开玩笑又不开玩笑地说，“你小
时候差点被你爹抱送人了，不要张他”，父亲也只是笑。终于有一次，我们
经常在一起玩耍的小伙伴们，正儿八经地对我说“你出生后，差点被送人
了，说你是多余的……”我气急败坏地跑回家，抱着母亲哇哇大哭，我问母
亲“为什么？为什么要拿我送人？”母亲看到我泪如雨下，哭得稀里哗啦，告
诉我，“你头上有三个姐姐，只有一个哥哥，哥哥从小体弱多病，奶奶担心哥
哥保不住性命，就要求我再生个儿子。可是自从生下你哥哥后，就连生你
们四姐妹，没再生个男孩，因此，奶奶时常会责怪我。生下你后，奶奶看见
你还是个姑娘，在我“坐月子”的时间里，都没来看过我们母女，你父亲担心
我受家人的气，才决定把你送人。满月的那天，抱养的夫妇一大清早就来
到家里，等着抱你走，我抱着你一直在哭，并且不让其他人碰你一下，生怕
你一离开我，今生再也见不到你了。此时，你突然大哭不止，不吸奶，小脸
哭得发紫，你爹心软了，改变了主意，决定把你留下。打发那对夫妇走后，
你爹说即使我们全家喝稀饭也要把这个小姑娘养大！”

虽然父亲决定把我留在家里，陪着哥哥姐姐们一起长大，但是在我幼
小的心里却对他暗生恨意。从小我就不太愿意跟父亲亲近，更不像其他人
家的幺妹那样，有经常在父亲身上撒娇的经历。每当父亲逗我说话时，我
只是咬咬牙，然后跑开。

八岁那年，我被邻居家的大黄狗咬伤，血流不止，父亲闻讯赶来，几棍
子就把狗打死，然后一把将我揽上背，向县医院跑去。从我家里到县城十
五公里的山路，不通汽车，父亲一路小跑，把母亲和邻居远远地甩在后面。
这是我第一次乖巧地伏在父亲的背上，疼痛和恐惧仿佛也减轻了许多。时
值盛夏，父亲背着我向县医院小跑了两个多小时，汗水和我伤口流出的血
液溶在一起，把父亲的衣服都湿透了。虽然父亲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却不
愿意停下脚步歇一会，嘴里一遍又一遍地说着：“快了，快了，快到医院了，
到医院就好了！”

我伤愈回家后，对父亲开始有了一些依赖。父亲从来都是个严厉的
人，平时不苟言笑，就算我心里开始不讨厌他，却还是亲近不起来。我们兄
妹5人年龄相差不大，在一起总是又吵又闹，停不下来，父亲觉得我们太吵，
经常责令我们不许打闹，小声说话。如果某天我们大吵大闹被发现，他马
上就板起脸，狠狠地瞪我们一眼，我们连大气都不敢出，立即停止嬉笑，悄
悄地跑开，换一个地方玩耍。

年轻时候的父亲，高高瘦瘦的。他当过几年“生产队干事”，很健谈，乡
里乡亲哪家遇上点官司，总是来找他商量对策，请他一起去说理；父亲总挺
着腰板走路，而且走得很快；他喜欢穿白衬衣，并把衣服塞进西裤里，系着
帆布皮带，脚上那双“解放鞋”已洗得发白。他很帅气。

我上小学那几年，父亲很少和母亲在田里干农活，因为种田地难以养
活我们一大家子，他冒着风险，偷偷摸摸地做木材生意，赚钱养家。他经常
要去不同的地方买卖木材，有时十几天才回一次家，但是到家时肯定给我
们拿出十几颗糖果，平均分给我们五姊妹吃。父亲买的糖果一直是我们向
小伙伴炫耀的资本，我常常一颗糖揣在兜里几天都舍不得吃，生怕吃完了
父亲做生意还没回到家。那时候，家里很苦，一家人总是吃素白菜拌包谷
饭，一年只有过年才能吃一顿大米饭。偶尔买点猪肉吃，一定把油渣炼到
快糊了才肯捞出来，生活即使如此艰苦，父母总是让我们先吃，他们坐在一
边看着我们笑。我母亲能把一个鸡蛋分成5份、把花生按颗均分给我们五
兄妹。而现在，当我看见我的孩子们把蛋黄乱扔，对饭菜挑三拣四，说起我
们儿时的这些艰苦经历时，两个小家伙总是不相信地说“你在骗人？”

母亲常说，她这一生就错在“只看见了你父亲一眼，就接受了外公的安
排嫁给他”。父亲说话干脆，有些“大男人主义”，在家里像个将军，对全家
人发号施令，显示他的威严。母亲是个贤妻良母，性格温和，逆来顺受，不
管父亲说的有无道理，都无条件地服从。父亲有时会责骂母亲，而我常常
为母亲打抱不平。当父亲数落母亲的不是时，哥哥姐姐们都不敢说话，只
有我敢顶撞父亲。或许是因为父亲小时有把我送人以及由此我有些疏远
他的缘故，在我帮母亲说话、顶撞他时，哥哥姐姐们都以为我会像他们一样
挨揍，父亲并不打骂我，只是走开，顺便扔下一句话，“小娃娃家只晓得吃
饭，大人的事不用管。”

我的童年是在对父亲既崇拜又讨厌的矛盾中度过。看见父亲一直为
我们奔波辛劳，来去匆匆，心生难过。我上初中时，政府对木材销售严加管
制，父亲倒卖到外地的一车木材被政府没收后，他难过极了，在家里躺了三
天，发誓不再做木材生意了，事实上也没本钱做了，因为这次倒卖木材的损
失让家里欠了很多账，我们一家人用了几年的时间才还清债务。

见识母亲的隐忍、父亲的不易，我想我长大后一定不能过他们这样
的艰辛生活，所以我学习一直很努力，成绩名列前茅，然而，父亲仅仅只
知道在每个学期开学报名时问我要交学校多少钱，平时对我的学习不
会多问一句。这个固执的老头，他没有为我开过一次家长会，当我说出

“老师讲，这次一定要叫家长去学校参加家长会”时，他脱口回答，“我去
开家长会，你喊老师来帮我做农活呀？我去不去开家长会，学习还不是
你的事？想有出息就自己好好读书！”所以，在我短暂的学习生涯里，家
长会都是我自己开。

母亲的一场大病，打乱了我上高中、考大学的计划。尽管我学习成绩
不错，由于家里实在是太困难，没钱继续供我上学，我不得不情愿地放弃读
高中的打算。就这样，大学的书香，象牙塔的幻想，不得不终结在那个心里
漫天飘雪的夏天。

记得南下深圳打工的前夜，父亲特意宰了一只鸡，让我多吃点。父母
知道我不甘心放弃读书，却无可奈何。因为母亲的那场大病之后，家里实
在找不到一分钱了。为了筹钱给母亲治病，父亲已经借遍了所有的亲戚朋
友，还有谁愿意借钱供我上高中？何况那时候大家都很穷，手里哪来那么
多活钱借人？

出门打工的前一夜特别漫长。母亲挨着我睡，一遍又一遍地叮嘱我，
外出要注意安全，要和别人好好相处，要听姐姐的话，不要像在家里那样任
性……父亲在那一顿饭的时间里，没有说过一句话，我和母亲睡后，透过家
里用竹条编的房间隔断，看见父亲一个人坐在火坑边的草凳上，双手抱着
头，双肩在抖动……

一年又一年地过去，父亲老了，我们兄妹也先后成家。经过多年的努
力，如今都在县城同一住宅小区购房居住。那些苦涩得不愿回忆的少年时
光，尘封在岁月的长河里。

现在，父亲已年迈。他两鬓斑白，但还是像个将军，命令家里的每一个
人干这干那，还是只允许他一个人大声说话。他一直在使用老年手机，不
会用智能机，尽管他写得一手好字，却不会发短信，他说手机里的笔画看不
懂，汉字笔顺不会拆分，他也不会在ATM机上存取钱，如果要取钱，他就给
我打电话，我也不得不放下手里的活，赶过去帮他，否则，他可以隔一分钟
打我一次电话，直到看见我为止。

今年，父亲年越一甲子，还是喜欢白衬衣配西裤，黑皮鞋总是亮铮铮
的，虽然腰板不那么挺直，走路还是带着风声。

每当父亲在街上遇到村里来的人，总是会说“走，走，到家里吃饭去。
不要啰嗦，听我的”，然后，掏出手机拨打电话，我们几姊妹任何一个接到

“将军命令”，都得赶紧买菜回家，准备饭菜款待客人。如果他回家看到厨
房还没有动静，脸上就会呈现出将军一样的威严……

这呀，就是我的父亲！

父亲
□耳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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