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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中，我们总是需要一盏灯，为我们照亮，给我们

温暖，让我们找到方向……

每个人都有悲伤失落的时候，都有迷茫无助的时候，
这个时候，如果有人给你点亮心灯，将是多值得庆幸的事。

活在这个世上，我们经历了太多。人的心性有太多

是相同的，也有太多是相通的。
当别人心情痛苦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给人以安慰

与理解？
当别人困顿穷苦时，我们是否会给予对方一些金钱

财物？

当别人生病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给予照顾与护理？
……

而这个“别人”，可以是亲人，也可以是我们的朋友，
甚至可以是身边的任何人。如果这样，世界将会多好。

佛说，我们的大千世界是娑婆世界。娑婆即遗憾、苦

痛的世界。
事实上，世间的人们的身心，确实随时可能生气、失

落、迷茫……甚至可能愤恨、嫉妒、仇视……
当人们处于这样的负能量状态的时候，就如同心处于

黑暗之中。这个时候，人多么需要一盏灯来点亮他的世界。

而我们，会是那个点亮别人世界的人吗？
点亮别人的世界，首先要自己能成为一盏灯。

要做一盏灯，人须要学会的太多。比如平静、快乐、
精进、慈悲、祥和、安宁……

如何才能自己拥有一盏灯？那就努力学习。学习能让

人随时受到超越自己很多的人的思想的感召、教化、指引。
常常学习，日积月累，人的思想与能力最终会发生蜕变。

同时，我们要学会放下。钱财名利，生死不带，学会
了放下，看到别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才会毫不计较，无

所挂碍地付出。

我们也需要拥有一颗慈悲的心。有的人只是对自己的
亲人朋友才有爱心。如果能超越亲情友情，爱大众，爱身边
的每一个人，是件多么慈悲美好的事情。世界首先需要和

谐，我们尽力地与每一个人好好的相处。世界也需要平等，

我们要尽力打开心量，能为每一个人付出，却尊重他们。

送人玫瑰，手有余香。最终，这些喜乐的能量会让自
己心安喜乐。

……

如此修习磨炼，最终我们会成为一盏有能量的灯。
当我们自己拥有了灯的能量，我们就可以随时保持

自己不会无明。我即是爱。当我们做到这一点，我们就

可以将光与暖无私地分给别人。
瑜伽经中有一个故事很动人。故事说：一个妇女天

快黑时走到院子里，忽然看到一条蛇，吓得大叫。其父点
亮一盏灯，到院子里一看，是一条绳子。于是妇女即不再

惊慌害怕。
人的痛苦与无明，就像黄昏时天暗暗的，看不清事

物。智慧与爱则像老人点出那盏灯，当你的智慧与爱之
灯一亮，就会看清痛苦，不再害怕它是“蛇”。所以，如果

人的心里永点一盏智慧与爱的心灯，就会看清世间种种，

不会再被蒙骗，不再无法走出苦痛。
愿我们都能有“父亲”为我们点亮心灯；
愿我们都能自己给自己点亮心灯；
愿我们都喜乐于为别人点亮心灯。

点亮心灯
王静

今天是周末，我陪着生病的父亲，督促儿

子整理书包，明天就是新学期开学了。
“家……家……”突然，父亲嘴里发出了

模糊不清的两个字，他的脖子和脸都红了。
这是他三个多月来，第一次说话。

我问母亲：“爸爸在说什么？”
母亲告诉我：“你爸爸说要回家。”

父亲今年七十一岁，和母亲在农村生

活。我们兄妹多次接二位老人到城里来住，

他们总找各种理由拒绝。
三个月前，父亲生了一场重病，在区人民

医院住了半个月。出院后，他连白天黑夜都

不知道。吃饭时，要把饭碗放在他面前，把筷
子递到手里。我们做出吃饭的姿势，他才吃

饭。我们叫他，他脸上僵硬，一点表情也没
有，也不回答我们。

“这是怎么回事？”我专门去医院问医
生。医生告诉我，这是典型的老年痴呆症，

失去了记忆。身边不能离人，防止走丢。于
是，我们兄妹商量，把二位老人留在城里，方

便我们照顾。
父亲嘴里喊出的“家”，让我回想起医生

的话：“你父亲的记忆，只有他看到心里难忘

和牵挂的事，才有可能恢复。”
家里有让父亲难忘和牵挂的事，一定是大

事。我们兄妹商量，送二位老人回家去看看。

我开着车，走高速路。从高速路下道，十
分钟就到了农村老家。

父亲没有进屋，站在屋前，眼睛直直地望
着屋前的大路。我对着父亲的耳朵，大声说：

“进屋！”还用手拉他，他还是不进屋。父亲嘴
里含混不清地说着什么？用手指着路，向我

打着手势。

屋前的路通往村里小学校，距离学校一

里远。我在那里读的小学。听说，前几年，小
学校还有五十多个学生。近几年，外出打工

的人多了，在学校读书的学生少了。今年上

学期，学校只有九个学生了，都是留守儿童。
偶尔有两三个学生从屋前的路上走。由于走

的人少，路上长满了茅草和不知名的刺。
路上有什么让父亲牵挂的？我听不懂父

亲的话，又不明白他的手势。我心里也着急
起来，便问母亲：“爸爸在说什么，他打手势，

是什么意思？”
母亲看了父亲的手势，对我说：“你爸爸

的意思，是要把路边的杂草除干净。”
把路边的杂草除干净，难道父亲把贵重

的东西掉在路边杂草丛中了。我问母亲：“父

亲丢了什么东西在路边。”
“什么也没有丢。”母亲说：“你把路边的

杂草除完，看他的反应，你就知道了。”

父亲见我们只顾说话。他更着急了，脚
使劲跺地，手不停地挥舞着，嘴里发出的“呜

呜”声音更大了。
我见父亲着急，按照母亲说的办法，找来

锄头，和妹妹两人除路边的草。
我们动手除草，母亲去做午饭，父亲站在

屋边，安静下来。

我们兄妹俩，花了两个小时，累出一身汗

水，终于把路边的杂草除干净了。
我们回家时，父亲还站在屋边。他见我

们回来，嘴里说了两个字。这次，我听清楚

了，是“好…好”两个字。我还发现，父亲的脸
不僵硬了，还带着微笑。

“这是怎么回事？”我问母亲。
“新学期开学前，你爸爸都要把路边的

杂草除干净，让学生上学好走路。他已经
干了十年了。”母亲告诉我，父亲还把自家

种的水果，摘来送给放学过路的学生。说
他们更需要关照。过路的学生，都亲切地

喊父亲：“爷爷！”
吃完午饭，我开车回城里。我从反光镜

里，看见父亲的脸上还挂着笑容。我做了一

个决定：出资把屋前大路硬化，让它成为干净
整洁的路。

记忆
杜春成

金佛山属大娄山系，拥有独特的桌山地

貌，缥缈的云海奇观从挺起的脊梁向北延伸，

直至宾化（南川古称）北门——太平场，伫立

的九台山和天赐山弄云成水，化作一汪碧玉

——黎香溪，千年流淌，滋养着太平场两万儿
女的休养繁衍，千年无悔、大爱无言。

生长于斯的黎民百姓，从幼到老，从生到
死，从刀耕火种到现代文明，历经数代，无不
感恩这方膏腴的水土，膜拜大自然鬼斧神工
的造化，处处留下动人心弦的风情故事，有东

汉阳嘉二年雷劈崖墓，有隔渡滩头渔火闪烁，
有渝黔挑盐古道翻山越岭，有郑家侠医散银
赈灾……众多故事和传说汇聚成厚重的人文

底蕴，如一粒粒晶莹剔透的珍珠，散落在漫漫
历史的风尘中，似风如雾亲切而遥远。

风雨廊桥，太平场地标性建筑，飞檐翘角
横卧在清澈的黎香溪上，任春肥秋瘦、冬冷夏
炎和年轮疯长，一如既往地仰视皓月星空，始

终如一地凝眸溪水烟波，不知疲惫地迎送过

往村民休养生息的希望，嘎吱作响的脚步声

是其辛勤工作的浅吟低唱，哗哗流淌的溪水

声是其美好生活的飞扬激情。桥旁的吊脚楼

不堪重负凸现苍老，佝偻着身子嫉妒廊桥的
伟岸和坚强；桥下的青石板略显懈怠长满青
苔，停留着脚步疑惑廊桥的青春和娇艳。

其实，廊桥也会苍老，廊桥也有青苔，缘
何在四季轮回的蹉跎里如此坚强笃定？如此
朝气蓬勃？因为它承载着一个动人的故事和

承诺。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太平场地处巴国国

都与南邑荒蛮交界处，原本无桥，黎香溪水流

湍急且深不可测，两岸村民只能隔溪相望、无
法通达，偶有涉水横渡者无不危险至极，给当

地村民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不便。随着人们
生活水平的逐渐改善，两岸村民齐心协力在
黎香溪下游隔渡滩前拉一绳索，凿一小舟撑

船摆渡，暂时解决了两岸村民

的交通运输，渡船成为了太平

场黎香溪两岸一道靓丽的风

景。曾几何时，撑船艄公用轻
划的竹篙荡漾起两岸村民美好

生活的向往，漫不经心地摆渡

出黎香溪两岸的繁荣。

历经岁月更替，巴国与南邑
交往日益频繁，大量的人流物流

涌向太平场隔渡滩，太平场茶马
古道、渝黔要襟的地位开始树立

并日益凸显，一叶小小的渡船如

何能承载起南来北往的希望？
这竟然成为了一代又一代隔渡

滩艄公的心头之痛，面对汹涌而
来日夜渡船的客商却又无计可

施，艄公们寝食难安。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这

句亘古名言在隔渡滩头一位艄

公身上得到了完美的诠释。清
朝嘉庆年间的一天，年过六旬的

艄公生命弥留之际，拿出穷其一

生撑船积攒下来的积蓄，交于后
人，留下“修建廊桥”遗愿。艄公

子孙承父志，四处募捐修桥，世人皆感动，纷纷
慷慨解囊，公元1817年，风雨廊桥建设竣工，黎

香溪两岸天堑变通途，成就了古老巴国向渝南

黔北传递社会文明和文化的驿站伟绩。
廊桥遗梦的艄公精神是一种大爱无私，

承载着艄公对村民美好生活的向往；廊桥遗

梦的艄公精神是一种坚韧执着，承载着艄公

毕其一生的实干和苦干；廊桥遗梦的艄公精
神是一种豁达开放，承载着艄公心忧天下的
胸怀气度。艄公精神激励和影响着一代又一

代太平场儿女，让他们在战胜自然、改造自然
的历史洪流中，总是那么不畏艰险、无私忘
我、奋发图强、开明开放。

如今的风雨廊桥依然横卧在黎香溪上，

一如既往地仰视皓月星空，始终如一地凝眸

溪水烟波，像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虽然已卸
去南来北往的重担，却在岁月的铅洗中成为
太平场儿女心中永远的图腾。

太平场廊桥
王云中

五月的金佛山，时雨时晴。雨后乍晴的
山体，云雾缭绕，云天相接，犹如仙境。南川
乐村林场大山深处的辉煌村，有个叫做“白果

云”的地方，在海拔1200米的山顶之上生长着
一株千年白果树。在素有植物王国之称的金
佛山，有这一棵千年古树，被叫做“白果云”，

很有意思，值得一探！
乐村森林覆盖率达百分之九十以上，空

气清新，是休闲观光避暑的好去处。盛夏季
节，穿梭在茫茫林海中，听风声如涛，游小径
探幽，总是别有一番味道。我有一种感觉，那

大山深处，总有一朵云彩会呼唤我的到来。
这种感觉，来源于农民作家聂明忠。在一

次作协笔会上，偶然听说聂明忠笔耕二十余
年，默默写成一部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我
想，高山之巅，有刀耕火种，却少有笔耕不辍，
大自然的生态，必与人文的传承相互作用，才
能演化成为一种文化的动力。我决定去探访
一下这位深居于大山深处的农民作家。

从南川出发，经水江镇到乐村，一路盘旋

而上。这里原是乐村公社和乐村乡所在地，
后因撤乡并镇归入水江镇。四周皆山，苍翠
碧绿，空气负离子沁人肺腑，清新而润湿，使
人心旷神怡。远处的群山，近处的村落，构成
一幅山间仙居图，然而，我却不知道辉煌村在

哪一个角落。人的想象，总是对准那些即将

来临而浑然不知的事物。聂明忠说，他家在
离乡场不远的大山深处，那儿有绿水青山，有

肥田沃土，有熏肠腊肉，有千年白果……这是
何等壮丽的山水诗画！“思飘云物外，诗入画

图中。”我们顺着主人的引导，从乐村林场沿
着通村山路再蜿蜒而下，在一处山谷平川，到
达辉煌村聂明忠的家。在大西南，群山之间

一般都是两峰夹一沟，而这里，却在两峰之
间，孕育出一处平川，虽然很小，却有数百亩
良田好地可供耕种。这片土地上，现在种植

着白芨、天门冬、黄精等中药材以及苞谷、土
豆等农作物，山坡上一幢幢砖瓦房、石垒房、
木构房点缀着，白的、黑的、灰的，加上缕缕炊
烟袅袅升起，如世外桃源。

聂明忠是本地人，地地道道的中年农民，

这几年也种植了些中药材。据其祖辈讲，他们
是从江西移民过来，在此落业已有近七百年
了。他的砖瓦房，收拾得很干净，一进屋有一
股清凉之气。让我惊奇的是，他只上过初中，
既没有深厚的家学渊源，也没有上过哪所高
校，却硬是用烂笔头在大白纸上写出一篇长达
十四万字的小说，反映的是从抗日战争到上世
纪六十年代的一段农村生活历程。一个普通
的农民，二十余年，凭着一股对日本鬼子的痛

恨和对大山深处这一片土地的热爱，在干农活
和进城打工之余，写成了这篇《郑柳的春天》。
我无意对他这篇还未发表的小说进行评论，何
况我还没有细读。只是，这一种精神，在大山
深处的肥田沃土之上，到底是大自然的朴实，

还是家国情怀的执着？文化和文明，不会像庄
稼一样生长在田土里，却会像种子一样萌发于

每一个爱国爱家的百姓的心坎上，世代传承。

在热情的主人家吃过腊猪脚，喝过见面
酒，聂明忠带我们一行徒步去参观千年白果

树。我们又从山谷平川中出发，步步抬升，视
野逐渐开阔，又见群峰，层层叠叠，景致勃勃，
漫山皆绿。绿色的海洋，渐次展开，无穷无

涯，如一幅油画。我似乎看见，一处山峰之
上，云雾若即若离，依依不舍，绿的峰，白的
云，缥缈之间，有一巨树如伞盖，俯视群山

——那就是“白果云”！
我们怀着极其虔诚的心，来到这棵千年

古树之下。其树干斑驳陆离、老态龙钟，诉说
着岁月的沧桑；而其新叶却绿得鲜明、嫩得醉
人，描绘着人间的美好。我们用七八个人，才
能够围拢树干一圈。树枝筇立，如健美运动

员的手臂，向四周伸展开，笼盖了百余平方米
的地面。村民在树根处燃香礼拜，祈求幸
福！据说，树干里面，已包裹着一尊佛像，那
是因为数百年前有人在树旁立了一尊石佛，
随着白果树的生长，那一尊石佛就被树干包
裹进去了。谁也不知道这棵白果树的真实年
龄，只能用千年来概述，而千年之树，既不称
王又不称后，只叫“白果云”，这难道不是摆脱
世俗、与世无争的达道？达道即是中和，古

云：“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此万山群
壑间，有此千年白果，非王非后，如云如雾，悠
然自得而睥睨万物，实在是神树！

如果生命是对时空的记忆，那么，承载这

个记忆的，是深植于土地之间的根系，还是伸
展于天空之中的绿叶？也许，那一片若隐若

现缥缈于大山之巅的白果云，以及执着于在

土地上书写的人们，正是传递人与自然永恒
记忆的磁极！

大山深处白果云
余道勇

风雨廊桥 陈荣森 摄

寒冬渐渐远去，
春天般的心，
正不断捎来，

洒向人间都是爱，

来到人间。
一场场雨，
一阵阵风，
全是春的洗礼，

因为有了爱，
感受到温暖。

嫩绿的芽儿，
即将绽放花蕾，
不经意间，
开得灿烂，
只有爱心，才能享受颜色的七彩。

春暖，春爱，
人人都向往，
憧憬和奉献，

是一对情人，
爱心就是花海。

昨夜，雨声滴答，
那是爱心从天而降，

人们的心灵啊，
经历了爱心的洗礼，
得到了春天的大爱。

春天的爱
钟华

版画 李云浩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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