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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游泳记

红袄漫话
□张文泽/画 冷冰/文

爆米花
滚筒红火炉
五谷拌糖精
忽然嘭一响
遍地白花生

踢毽子
一二三四五
盘蹦拐磕勾

“里和” 加 “外拐”
翻飞做云鸥

追风车
飞机能够上天
全靠螺旋成功
如果我也快跑
风车带我飞行？

滚铁环
别看一个圆圈
推跑可不简单
回想当年叱咤
武林高手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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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 看好东西呀， 到了给我电
话。 ”妹欲言又止，眼睛有些湿润，我故
作淡然：知道了，回去吧。等候安检，我
几次回头，她都站在原处，临行，又上
来帮我整理了下包， 我下意识咬了嘴
唇，神色潸然，终于走了进去。

突 然 思 及 昨 日 和 妹 及 妹 夫 闲
聊 ， 妹夫笑着发问 ： 我重要还是你
姐重要？ 妹颇带意味看了一眼他， 果
断地说： 永远不要妄想跟我姐比呀！
以为的尴尬完全没有， 接下来是相视
大笑。

湘西的一周，日日住在山上，一开
窗，满眼的青山绿树，白天我看书，闲
聊或写稿，妹收拾杂物或写论文，淅淅
沥沥的雨一连数日， 清晨鸟鸣动听悦
耳，我跟妹常踩着青石台阶，在细雨声
中去荷塘赏雨。

“你看那亭亭的舞女的裙，朱自清
说得果然没错。 ”荷塘旁有一片竹林，
轻轻巧巧踩着夏雨， 一递气儿穿林拂
叶，星星点点的雨打在衫裙上，衣袂随
风而起，颇有些飘逸的情思。荷塘里粉
的荷，黄的荷各自竞艳，我们自得雨后
荷塘清莹的美。

有一日雨停了， 妹夫强烈提议去
凤凰古城，我们悠悠然出发，一路上沈
从文和《边城》在脑海里荡然翻腾。 翻
腾上来的，也不过是青葱岁月，曾想寻
寻那样的湘西旧迹，隔着百年的光阴，
又知枉然。

凤凰的夜 ，灯火通明 ，有瓢泼的
雨，拥挤的人群，俗不可耐？

第二日 ， 简直想直接走掉 ， 又
得照顾同行人感受， 只好在大小街巷
流连。 背竹篓的苗族妇女， 编花环的
土家族老奶奶， 还有当地人担着竹筐
沿街叫卖的各色蔬果 ， 倒有一番趣
味。 从他们的脸庞， 言行中， 略略寻
了寻湘西旧迹。

穿过幽深小巷， 一路攀爬上去，
终于来到沈从文墓地，妹夫说，与古城
的热闹比，这里行人寥寥呀。

我说，愿意理解他的 ，来拜访他
就足矣，茫然的热闹和喧嚣，倒吵了他
的清静。

“他或许永远不回来，或许明天就
回来。 ”盘旋着《边城》里的结句，饮几
口山泉水， 心头不悲不喜： 生命的意
义，大约就是，我来了，我走了，我留下
了什么，又似乎没有留下什么。

当 “艳俗” 的花环戴在头上时，
我突然感觉喧嚣的小巷有了活色生香
的美。

在凤凰古城 ， 有一晚专门开了
窗，对着青山和栀子花入眠，那一种花
和泥土的香，让人心醉，当然，代价是
连着感冒了七日。

古朴小巷，栀子花，“艳俗 ”的花
环，连着七日的感冒，还有悠然浓烈的
姐妹深情， 成为凤凰古城给我最美的
印记。

凤凰古城 □余翠平

□李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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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日炎炎似火烧”， 盛夏的气
温一直居高不下， 别说是在户外了，
就是在室内活动一下也会汗流浃背。
不由想到， 要是能游个泳清爽一下，
那该多好啊！ 于是， 我回忆起小时候
在村头那口大井里游泳的事情来。

那是一口面积很大的圆形井， 直
径有上百米， 人工挖掘、 青石垒砌，
井台高高的， 只在南面留有供人们上
下的台阶与出口。 正因为它大， 所以
全村老少都称它为 “大井”。 大井很
深， 至少有几十米， 井水呈浅绿色，
无风时宛如明镜， 明净可爱； 风起时
碧波随风荡漾， 晃动得让人眼晕。 春
秋冬三季， 这儿很安静， 然而， 夏天
一到， 这儿可就成了热闹的游泳池，
村里上至五六十的老头， 下至五六岁
的男孩都来这儿游泳。

一开始， 我只敢在出口处的浅水
区徘徊， 偶尔向里面游几下， 也赶紧
退回来， 更不要说到中心部位了。 后
来慢慢习惯了， 胆子就大起来， 一段
时间后， 我已经可以从此岸游到彼岸

了。 那时， 小伙伴们经常比赛潜水而
行从南岸游到北岸， 我也是初生牛犊
不怕虎， 每次都积极参加， 深深地吸
一口气， 潜入水中向对岸游去。 在水
中潜行 ， 听着身边搅动的哗哗的水
声， 感觉自己就像一条鱼儿般特别惬
意。 有时， 半路就憋不住了， 急忙从
水中探出头来呼吸空气， 不免就输掉
了比赛。

更有趣的是“踩水”。 身体直立，双
脚在水中不停地划动， 从而让身体保
持平衡悬浮于水中，大有“弄潮儿向涛
头立”的得意。双手还可以空出来与伙
伴们打水仗， 双方都用手掌击水去攻
击对手，这时，只有踩水的技术高超，
才能稳稳地立足水中， 发挥最强的战
斗力，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井台离水面有两三米高， 我们想
出了两种很有意思的玩法。 一是 “跳
冰棍”。 站立在井台上， 双手贴在大
腿两边， 保持立正姿势， 然后向前一
步走， 身体就会笔直落下， 可不就像
一根冰棍？ 只听 “刷” 的一声， 剌开

水面， 直向下去。 你尽管顺其自然，
不久身体就会自己浮上水面的。 二是
“跳炸弹”。 在往水里跳的时候， 双腿
蜷曲， 像蹲坐一样， 同时用两只手抱
住小腿， “咚” 的一声， 就像一枚炸
弹般落入水中， 炸开了大片水花。 有
时， 小伙伴们排好顺序轮流往下跳，
就听见 “刷刷刷” “咚咚咚”， 夹杂
着大家的欢笑声， 整口大井似乎都沸
腾起来了。

在水中既凉爽舒服， 又有趣味，
感觉真是美好。 然而， 父母却担心我
的安全 ， 不让我去大井里游泳 。 因
此 ， 每天中午 ， 我都得软磨硬泡一
番， 最后才使得他们同意。 但在我临
出门前 ， 他们又总是少不了叮嘱一
番： 要注意安全， 不要老是在水里泡
着 。 我嘴里答应着 ， 人早已窜出家
门， 顶着滚滚热浪向大井飞奔， 前去
享受水中的那份清凉与快乐。

蓦然回首， 儿时在大井里游泳已
成往事 ,然而 ， 它曾经带给我的那些
欢乐，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散文

浅 秋
□胡巨勇

一场雨造访之后
西风开始收割蝉鸣
面对蛙语书写的季节履历
荷香的校对弥漫着诗意
包括九月的草色和鸟语呵
这些都是岁月的原著
雁影的笔误， 寄语
头戴雏菊的村庄
明喻里的空旷
碾过游子的心原

披一身露水和夕阳
牵牛花爬过篱笆墙头
朵朵笑脸， 聆听
草丛里蟋蟀掩隐的密语
炊烟保持缄默
不经意间， 黄昏
又短了一寸

@秋蝉

一定是痴情的恋歌， 告白
于高高的舞台

不怀疑， 我从不怀疑
如果秋色不是这样静美
如果坚守的内心，
没有浓情
曼舞飞扬

谁愿意将火辣辣的情话
老调重弹， 一再固执地
交给户外的浅秋
接受众生的检阅

（外一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