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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冷四合，我从梦中醒来，忽听到窗外有谁轻轻地吟

唱。

我警觉地起身下床，拉开布帘并打开玻璃窗扇，一束

夜风裹挟着几星微尘扑向我的头脸，那微尘冰凉、湿润、

锐利，针灸一般地令肌肤酥疼，蚊蚋一般地扑腾窜动。

雪，下雪了！

打开电灯，我发现邻近窗外的光亮处，千万团雪花蜂

忙蝶舞似的盘旋翻飞，临近窗口的大樟树一身银妆素裹，

每一片叶子均负载着厚沉的雪绒。樟树身后的远方，仍然

是无边暗夜，楼厦的轮廓若隐若现，仅有几点路灯尽量睁

开昏黄与红肿的倦眼，默默打量在夜幕掩护下悄悄变幻着

的城市。

我所在的这海拔仅有400余米的江南小城，尽管冷暖

炎凉四季分明，但每年隆冬纵有冰雪光临，却少而短促，点

到为止，难以积存；决不像我海拔将近1800米的高寒山乡

那样，一到冬季，多数时日均是坚冰封冻雪皑皑，云遮雾绕

路漫漫。

下雪了，久违的雪！我兴奋得眼睛有些润湿，看看

表，凌晨5时40分。我突然有了拂晓看雪的冲动，急匆匆

穿戴整齐，洗漱完备，出门下楼扑向城市仍然是浓浓夜色

的广场与街巷，任积雪凉飕飕地覆盖我的两足裹住我的

鞋袜，任飞雪乱纷纷地融进我的襟袖漂白我的鬓发。

城里雪，令我萌生出一种时光倒流、返老还童的感觉

象！

开门见山，开门见雪，那是我童年、少年乃至青年时

期在乡下司空见惯的景观——白茫茫，寒森森，檐口冰凌

倒悬，崖石冰光溜滑，林木粉妆玉砌，道路雪锁冰封，低矮

的瓦檐木板屋形同狭小的冰窟，看上去颇有些不堪重负。

大约是50多年前吧，每年冬天我每天早早起身，背

负一个竹篾大奓背或者实木弯架子，腋下夹一根“丁”字

型打杵，摸黑踩着大人们留在雪地上的足痕，走向约摸20

里开外的煤炭洞去背煤炭。我一边走，一边借助手电筒

的光柱看雪。雪的舞蹈助我消解寂寞，等到天色微明不

再需要手电筒照明时，几眼幽黑的煤炭洞即在冰山雪岭

脚下赫然呈现在我的眼前。

雪，洁白晃眼；煤，乌黑发亮。煤炭洞里的挖煤哥与

拖手娃是些比煤还要黑的黑汉子，除了黑眼珠在白眼球

上骨碌碌地转动外，浑身上下全是“黢麻黑”。他们走出

洞口，走过雪地，雪也成了一溜一溜的煤黑色。我曾仿照

他们的姿态匍匐着进洞察看，惨淡的煤油灯的微光中，洞

壁黑如锅巴，阴森恐怖；洞室稀泥烂滑，积水成滩。挖煤

哥将灯盏缚在额头上匍匐着身子躺在积水里用铁镐挖

煤，拖手娃四肢着地匍匐着身子用沉甸甸的拖斗往外拖

煤，幽深曲折的煤炭洞仅有二尺来高，根本无法容人坐正

与站立。出得洞来，我欣慰地想，雪天背煤虽苦，但比起

劳作在深邃、黑暗与潮湿中的煤炭洞人来说，我等“背老

二”至少可以立式行进，至少可用雪光照明，至少可借打

杵稍歇，实实在在快活似神仙！

一两百斤的煤粉或煤块装进奓背内或弯架上压住脊

梁骨，凭着打杵探路，我随同众人踏雪登山，溜冰下坎，有

时为防跌倒，就手攀足蹬路旁因积雪重压而蜷曲着或倒

伏着的树条枯藤，一步一阵气喘，一步一身臭汗。雪是白

的，但落在身上的雪通过汗水浸染，立刻成了黑汗水流的

液体与气体。走累了，我等将背上的重载支放在打杵上，

让肩肌略微放松，望着莽莽苍苍的雪峰雪原与雪谷，扬天

吐气一声“嗨唷——”可激起山鸣谷应，可划开重重迭雾，

可抖落周边乱树枝梢上沉甸甸的积雪，让雪粉化作雪雨

霏霏。

雪，圣洁、晶莹、柔美、多情，当我们将煤炭背往目的

地卸下重载，掬一捧雪粉揉搓手脸与脖颈，喝一口冰凌煮

沸的茶水，可立刻让劳累烟消云散，让心境豁然开朗，让

青春明丽温馨。

乡下雪，苦难而多情，寄托着少年人若干说不明也理

不清的残梦和幽梦。今晨，已经老迈的我独步城市，独步

黎明中的雪地，看黑夜退隐，看天光渐明，看雪落街巷静

无声，看嵯峨楼房与停泊的车辆组合成无数雪丘，看徐徐

发动与行驶的车队如同乳白色的群羊，看一树一树腊梅

在白雪的映衬下更显得浓艳欲滴，看雪的身、雪的影漫天

飘洒与遍野结晶，看雪的力、雪的魂从虚空到实地不绝如

缕地缠绵交融…… 我不由自主地张开两手，接下若干朵

美的花瓣雪放在眼前细细地品赏。

雪，花瓣形态的雪，没有杂质，没有污染，白得纯粹，

白得透亮，其形体图案竟然精致得难以想象：每一粒，均

是一样的六片型花瓣，对称、优美、玲珑剔透、丝丝入扣，

细细的丫杈与纹理呈放射状，工整精美，本色自然。我

想，天底下的石头会不会是这样？森林里的叶片会不会

是这样？宇宙中的星系会不会是这样？人身体的细胞会

不会是这样？人类精心打造的艺术品会不会是这样？假

如这世上没有雪，人们很难用自身的创造力将一类物质

凭空合成如此高超、如此统一的结晶。那么，我们曾经流

过的冰凉的眼泪呢？我们曾经拥有的缤纷的梦幻呢？是

不是也与花瓣雪一样是一类统一的造型？我实在想不起

来！

雪花，冰凌之花，白而宁静，冷而温馨，一片一片地在

我手心消融成泪珠子，转化成雾丝子。我知道我留不住

完美的花瓣雪，也留不住眼泪、青春、梦幻之类的人间大

美；但我可以让雪裹挟自己、冻僵自己，让雪冷冷地守护

着我，让雪眼泪一般、青春一般、梦幻一般地镂刻在我的

记忆深处！

城里雪，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唯有我被雪洗亮的鬓

发与眉梢如同珊瑚炫目，如同银萼缤纷！

我记得，少年的我在背煤的雪谷中曾经重重地跌倒，

背的煤块经头部泼撒到雪地里，顷刻间无影无踪。我忍

受住膝盖被冰石磕破的生疼，忍受住脑勺与耳轮因煤块

砸打而溅血的狼狈，雪人一般地站起身来，望着白茫茫大

地真干净的雪地刹时不胜惶惑：煤，我的煤呢？

听到一同劳作者的哂笑与叱责，我爬伏在雪地中拼

命刨挖。雪太厚，谷太深，摸索了好一阵子，也只寻找到

几块拳头大小的冰雪煤团。万般无奈，我只好重新返回

十多里开外的煤炭洞子，用自己积攒的几毛零花钱重购

一大背篓煤炭进行补偿。煤炭未受损失，可我头上与腿

上的鲜血，却给冰雪大地洒下一路梅花瓣，后来伤口化

脓、结痂，50多年后，疤痕仍然历历在目。

煤，是那时的生命燃料；雪，是那时的梦幻写照。一

趟一趟地往返背煤，成就了我少年时的强健筋骨、坚定意

志；无数冬日的雪域攀爬，冶炼了我成年后的审美情操、

求索理念。我曾用负重跋涉养育孱弱的生命，我曾用碧

血汗渍浇灌迷离的梦幻。从14岁到20岁，我运载的煤炭

温暖过无数火炉，烧炼过大量石灰，但终究日复一日地烟

消雾散、粉身碎骨，唯有石灰粉尘们将雪一样的清白撒在

田野，留存人间。

今天的孩子问我，你说你年轻时常常与雪为伍，那你

是否乘过雪橇？是否堆过雪人？

我说，是的，我乘过雪橇，我堆过雪人。不过，我的雪

橇就是我的脚板，或者一双稻草鞋加上结冰的棕片；我堆

雪人，其基本构架就是我的筋骨、我的躯体，积雪仅是雪

人的表层。雪人能够上坡下岭，雪人能够忍辱负重，哪像

今天你们砌成的雪人，除去一堆寒雪，仅有红纸贴的鼻子

与嘴唇，墨汁涂的头发与眼睛，虽然有头有脸，却缺少一

枚火热的灵魂！

我源于山乡一个寂寞的雪人，我用生命与梦幻淘洗

过我的灵魂。我乐于像煤一样地燃烧身体，我乐于像雪

一样地凝聚精神。

屈指算来，我走过60多个春夏秋冬，在一片看不见

的雪地上，永远留存有我那负雪的身影。乡下雪，不仅仅

赐予我满面沟壑、一头霜鬓；乡下雪，更催化了我的多思

善感、老成持重！

前30年，我是乡下人；后30年，我是城里人。但因为

雪的缘故，其实我走遍天下的城市，也改变不了乡下人的

宿命。如果说，城里的雪，只是一声呼唤，一番提醒，一封

发自乡下的鸡毛信；而乡下的雪，则是一种归宿，一类永

恒，一丘庄重而又美丽的坟茔。

此刻，我漫步在城市的广场、城市的街衢，看阳光蒸

腾积雪，看树木抖落冰凌，看高楼夹缝仍然是车如流水人

如蚁，看市民们用手机与相机抢拍难能可贵的皎皎瑞雪

以及雪与树、雪与梅、雪与车、雪与亭台楼阁的相互依存。

我深深感觉到：雪很美，爱雪的人亦美。遗憾的是，城里的

雪过于短暂，过于娇弱，千呼万唤始出来，欲抱琵琶半遮

面。当蓝色天光默默地发出召唤，星星点点的碎雪就化为

气泡升腾而去，像微风悄吟，像音乐舒缓，像倩影闪退，依

旧还原了这座大拆大建屡建屡拆的城市的原貌。

城里雪，昙花一现；乡下雪，久经历炼。也许，城里雪

与这座城的市容一样不断地沧桑演变，而乡下雪则像高

山深谷一般总是壁垒森严。其实，在生命大起大落的奔

走中，我也曾饱览青藏高原玉龙山巅的万古寒雪，也曾踏

访阿尔卑斯铁力士峰的雪谷冰原，但亘古不移的雪如同

生命的化石，绝非像我童年、少年与青年所熟知的季节雪

一样，灵光四射、活力无限。

我是乡下人，我是山里人，因为我的生命曾被山腹中

的煤炭反复锻烧，因为我负载梦幻的灵魂总是在飘雪的

冬季千百次冻饿熬煎。我知道这大千世界色彩缤纷美丑

驳杂而且千变万化，唯有雪的大幕，能将诸般图景层层叠

叠地覆盖只留存一身纯净、无限皎洁，能将生命与灵魂尽

情拥抱让其不留痕迹、不露声色。雪峰错落，雪岭逶迤，雪

谷深邃，雪原苍莽，雪路盘旋，分明是生命与灵魂的最终

归宿。如果我是灵光涌动的雪人，即使被雪深深地掩埋，

也会在悄无声息的宁静中将美的灵魂与梦幻继续孕育。

岁尽年逼的日子，我喜庆漫天飞雪洒落到我所居住

的城市催发了我的缤纷记忆，我突然有了返归山乡重走

追梦之旅的切切企盼。若与大山里梦幻般的冰封雪飘景

致重聚一次，纵然苦不堪言，也会再度燃旺我那些青春、

爱情、理想与求索的斑斓狂想！

离开街市，登楼入室，抖落头上身上的雪与雪融后的

水珠子，我嘴里仍在边咀嚼边回味地喃喃自语：“城里雪，

乡下雪……”

老山界上追云彩老山界上追云彩
□□张中原张中原（（苗族苗族））

古镇。斜阳。

“滇西茶马古道第一镇”鲁史的四方街广场

上，一方古戏台依旧。

坐北面南的戏台，刚刚被修饰一新，整个四

方街广场因此而弥漫着淡淡的油漆气味。夕光

从西檐下打进来，照着彩绘一新的柱枋和檐角

下的雕头，照着戏台的正靠以及上面圆形的木

格花窗（似乎，曾遇见过的古戏台，不论檐头如

何装饰，正靠上面却几乎总是有着这样圆形的

木格花窗），照着戏台的木板的楼面。在台子的

底下，一个穿着牛仔T恤的年轻人正弯着腰、神

情专注地给戏台的最后一根柱脚刷上朱红的新

漆——恰若一出戏，正要缓缓落向它圆满的结

局。又或者，由此打开新的序幕。

“历代壮奇观，睹胜败兴衰，千古英雄收眼

底；高台欣共赏，听管弦丝竹，数声雅调拓胸

襟。”历来戏台，上演千古往事；所谓看戏，不过

听一段笑泪悲喜。一方小台，家国天下；生旦净

丑，百态人间。“或为君子小人，或为才子佳人，

当场便见；有时欢天喜地，有时惊天动地，转眼

皆空。”远山如卧。夕光从戏台的檐角上，从那个神情专注、弯腰劳作的

年轻人的肩背上一点点落下去。台上安静着，看过去，不见咿呀呀水袖

漫舞，哦呵呵旌旗连天，才子佳人万里江山，都还在旧的夜色里，在赶来

这方古老戏台的路上——彩妆漫上，杯茶夜浓。

茶或是澜沧江岸上高枧槽的梅姓老人曾煎予徐霞客的太华茶，专

门慰藉羁旅的孤寂与疲惫、古道的烈日与风尘。夕阳西下，归鸦万点。

跟着马帮风尘仆仆一路行来的旅人，在一阵犬吠声中叩开路旁的一方

古院，门内，晚炊的青烟正从屋瓦间缓缓升起。待客人入屋，抖尘落座，

好客的主人，不仅以饭食慰客之腹，更以炭火慢煎的太华茶慰客之神。

由是，关山远道，万里披尘，都在这一杯煎茶的清醇厚味里被轻轻安抚

下来，而后，化作饮者笔下的文字，留香百年。

又或是凤山春尖。在那条分缕析的清朗模样里，暗藏着几把春风、

几筛春雨，藏着关于晒茶的石板、阳光，炒茶的灶火，以及关于那双揉茶

的手的指尖形状和气息的记忆。就等着一段风尘仆仆的旅途，等着一

个一怀明月两肩风霜的旅人，等着夕阳落尽，等着夜色四起，一把茶叶，

在一盆炭火、一盏土陶罐和一壶沸水里，缓缓展开那个春天的模样——

等一段离合悲欢的人间故事，于一个新月如钩的夜晚前来相逢。

戏台的左前方、四方街东面正中，起设于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

年）的旧时的阿鲁司巡检司衙门，现如今是可以品茶的所在。古镇的名

字“鲁史”，正是由旧时的“阿鲁司”演变而来。这400多年的衙门旧地，

从外面看去，门额上“阿鲁司巡检司”的牌额依旧，两旁黑底金字的对联

依旧，朱红漆的木大门依旧，只在门楼的上檐下，多了一块浅金底书黑

字的牌额：阿鲁司客栈。在上、下两块牌额的两旁，各挂了一对六角的

宫灯，等着在一个又一个不断赶来的古镇的夜里，散发出恍若旧时的柔

和的光来。

此际，夕光还在古镇高处的屋檐上作最后的逗留。没有马帮前来，

没有飞骑报讯，门外安静着，朱红的双合木门被一根钢管从外面穿过门

环斜着销上，人不得其门而入。是后来，终于在当地一位师友的文字

里，窥见了这客栈里面的样子：这个由旧巡检司衙门改建而来的客栈，

里面除了客房，又有茶室多间，古道、古镇、古衙门的文物展厅一间，古

道、古镇自然风光展室一间，乃至恢复布置了旧貌的审案大堂，以及大

堂“明镜高悬”的扁额、两侧的对联。院中题联处，一彰衙门史职，二显

古道风物，三味茶中光阴。

据说，总有那样一些时候，这古镇上，以及阿鲁司衙门外，忽地又来

了旧时的马帮，头骡二骡头戴花饰，额嵌圆镜，脖挂铜铃，鞍配花雕，斜

阳下，驮着茶叶以及各方货物的马帮在赶马哥长长的吆喝声中，叮零咚

隆走进镇来。入夜，四方街的戏台上升起灯火。待一番丝竹声起，从那

圆框的木格花窗的正后面，一一走出了青衣和花旦，走出了黑脸、红脸

和白脸，走出了王冠，走出了旌旗……夜的古镇，由是一脚迈回到过去，

回到数千年攘攘往事的某一个桥段里。且看那台上，你来我往，你笑我

哭，啊哈哈金榜高中，哎哟哟陈郎负心；哦呵呵美人在怀，哎呀呀失了江

山。数千年光阴如云流走，戏中的人们哭过笑过，打过骂过，到最后，戏

终人散，灯光重新照着台下穿着现代服装的男女老少，时间才又重新回

到现场：却原来，那叮零咚隆的马帮、那穿着羊皮褂子的赶马哥，那戏台

上的江山才人，长袖漫舞，都不过是某部正在拍摄的电影或是电视剧中

的一段情节。“上无人上无友人上无友人切莫上；前是客前是过客前是

过客不久前。”戏已散，茶在场，且循着客栈里的这一副回联，在古镇的

长夜里，煎一壶茶，再听一段千年古道的茶马往事。

一茶天地阔，壶中日月久。当又一个傍晚来临，古镇上不见马帮，

不见赶马人，不见徐霞客，不见董姑娘，但见镇西头的饮马池依旧，数百

年的古榕树依旧，古镇依旧，楼梯街依旧。在楼梯街中段西侧，一户人

家门面上暗红的油漆，在时光流走里显出了浅浅的灰。临街的窗铺门

开着，里面开了一爿杂货店，货架上摆着白酒，瓶装和罐装的啤酒，以及

各种瓶装和罐装的饮料，各种糕饼糖食。楼上的屋厦下，秋天里收获的

玉米以中间的厦柱为分隔，白色的堆挂在左边，黄色的堆挂在右边，一

挂一挂状若松塔的玉米，堆画出古镇的田野在过去这个秋天的模样。

亦农亦商，亦耕亦读，这古老的集镇，仍不变地保有着它最初的质地。

时间正要进入晚饭时分，开着的窗铺前没有顾客前来，店内也不见主

人，想必是在里面忙着。待后来翻起手机上拍下的照片，看那窗铺旁临

街的木板大门上，饰了花边和福童的红底金字对联，上联写着：富贵门

庭日兴旺，而下联被留在了镜头外面，于是诌上一句下联：平安家宅长

吉祥。

在古镇的高处，楼梯街入口的古榕树下，一间小店在门前的小货架

上卖着各种饮料和当地的土特产。在古树根上，白色的泡沫箱子上摆

开了一排形状大小不一的、装在土陶罐子和塑料罐子里的豆豉，在那一

罐一罐的“鲁史滋味”里，使人遥遥想见这古镇千年绵延的光阴。日暮

天远，古树下的公路上车来人往，树后的一间民居，将楼梯挂在临街的

墙外。看过去，不见民国时大理茶商曾于此修建的迤西会馆，不觅门外

青石铺就的九台阶梯。

“是夜为中秋，余先从顺宁（指今凤庆县城）买胡饼一圆，怀之为看

月具，而月为云掩，竟卧。”古镇的冬夜，寒冷而清朗，明崇祯十二年中秋

之夜徐霞客没能看到的那一轮月，化作一弯窄窄的弦钩，清照着这一方

古老的集镇，在夜色里，与一壶山长水远的古茶如约重逢。

城里雪城里雪 乡下雪乡下雪
□□邓邓 斌斌（（土家族土家族））

鲁
史
古
镇

鲁
史
古
镇

□□
左
中
美

左
中
美
（（
彝
族
彝
族
））

老家地处大山，山中云来雾往，在老

山界上的亮崖口上，晴天，头顶蓝天脚踏

云影追赶云彩，奇景天成，妙处无比。孩童

时，在那里玩过一回，真是其乐无穷记忆

犹新！

那时候，只要能种上庄稼的地方，都

种上了庄稼。溪沟峡谷两岸，沿坡的山山

岭岭，一直到梁上的梯田坎下，土脚深一

点的种红苕洋芋，土脚浅一点的或者太偏

远的地方种包谷黄豆。这还不够，还走十

多里山路到老山界上的亮垭口的插花地

里都种上包谷，真想广种博收，实际上品

种老化缺少肥料，最终是广种薄收，劳民

伤财。从我能记事起，家里一年四季都在

为吃发愁，吃的是冬来红苕夏来洋芋，有

时候连红苕洋芋都没有，只得光吃青菜萝

卜。队里分的几颗谷子都是留在犁田打耙

栽秧打谷等活路重的时候果腹。

女人的手脚比男人灵活，打猪草一般

都是她们，奶奶包着“三寸金莲”，母亲整

天在队里忙活，我没有姐妹，家里打猪草

的事全是我的，打的人多了，近处的猪草

很稀少，老山界上和堰塘坪猪草很多。到

老山界上去的时候是缓坡，回来比较轻

松，堰塘坪就非常艰苦，去的时候下罐子

坡，真的像走在瓦罐壁上，上来挑一挑猪

草，磕磕碰碰撑上石梯，汗水从下巴滚下

来砸在地上，衣裤湿透了，上到坡顶放下

箩筐，脱下衣服外裤拧干汗水再穿上。

我还跟着父母到老山界上薅过最后

一道包谷草。上界是很辛苦的，去来两头

黑，披星星戴月亮。中午坐在包谷地里，折

一双树枝或细竹棍做筷子，吃用麻布包袱

包着的一大碗洋芋颗粒冷饭和盖在上面

的酸菜。做到天黑的时候，肚子饿得咕咕

叫，还要扛上一根柴或者挑一挑猪草跑十

几里山路。山路很凶险，黑洞洞的无路天

坑卧在脚底下，高耸的大山围在四面。树

木很茂密，即使6月晴朗的中午也寒气逼

人，一年四季白色的雾气冲天而上，摇撼

着洞口近旁的草木枝叶。夏天暴雨来临，

电闪雷鸣，彩虹从洞口冲出来，乡间传说

彩虹是妖怪吹的妖气形成的，如果距离它

很近了，它会像妖魔一样舔走人的魂魄。

还要经过淹死过人的绿茵塘，传说中死去

的人在天色模糊时，经常在水塘上面现

身，甚至从水里爬上来撵人。胆小的人如

果落单了还会遇上鬼，姑妈和母亲说自己

遇上过一回，上界的人都上前了，早上天

空黑蒙蒙的，她们走到一片没有人烟的树

林里，姑妈看见一个披头散发的黑影抱着

茶树摇起来，慌忙拉住母亲喊道：“姐姐，

那里有个鬼摇树子啊——”她们接着看见

漫山遍野的树子都摇起来了。她们拉着手

连滚带爬往回跑，嘴里“咦哩哇啦”地吼

叫，近处的人家认为是鬼叫，呼唤着狗跑

到她们跟前，她们已经吓得不省人事了！

老山界上，山顶是成片的青灰色的石

林或直立或漫蹲或躬背缩头，千姿百态地

掩映在绿树翠竹里，包谷林像翠绿的梯田

层叠上去，湾梁里的包谷绿绸似的飘荡下

来，停留在长满猪草的大土坪里边。鸟儿

奇异的歌声山下人从来没听见过。沿着从

石头下面伸出来的石板路走上山腰去，一

块高约两米宽一米五左右、表面板平光滑

的石头站在路边。我们拿起镰刀敲击它，

它发出铜锣般的声音，再捡起石头砸在上

面，也发出同样的声音，这就是著名的铛

铛岩。我们敲啊，敲啊，后来敲起了三棒鼓

的调子，还唱了：亮垭口的倒湾坪，岩头发

出铜锣音，虽是世间稀奇物，坐在深山人

未闻……玩倦了，跑到大土坪外沿上，朝

来的路上望去，脚下的山岭宛如条条青绿

色的巨龙扑下山去，沟壑纵横，远眺新峡、

老峡、贵帽山、沙子坡……无穷无尽的山

头灰绿色地依稀探望过来。矫健的山鹰仿

佛一片黑色的树叶飘荡在天上。我们低头

割着猪草，一会儿脚下拂过片片阴影，抬

头望上去，朵朵白云贴着头顶飘过去，转

过脸来望下山去，蔚蓝的天空撒下白云投

下深绿色的阴影，像片片巨大的豹纹一样

从峰峦上扫过来，拂过头顶。我们急忙丢下

镰刀猪草，呼叫着欢笑着望着白云高举双

手，踩着云影随了她的节奏奔跑。我们蹦上

三尺多高还是差那么一点点，一直追到石

林跟前，云影从脚底下溜走了，白云碰在山

头上一个斤斗翻过山去了。我们追来赶去，

闹累了，躺在6月的阳光下软绵绵的草地

上睡去。母亲走过来喊醒我们，微笑地看

着稀少的猪草，没有责备，吃了午饭，我们

一起去割猪草。

山影渐渐淡下去了，父亲过来用藤条

捆起猪草，插起签担挑在肩上。母亲在柴

背篓里把猪草装成小山似的，艰难地背

起来，跟上父亲。我也背起猪草，肚里咕

咕叫唤，迈开酸痛的腿步，回头望去，那

高耸挺立的山峰，那绿树翠竹掩映的石

林，那平板光滑的铛铛岩，那软绵绵的绿

草地，那层层叠叠的包谷林……都模糊在

彩云装饰的天幕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