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翡翠手镯
文 /何云清

男女

寻梦剑门关
文/黄少烽

漫游坊间

早 在 求 学 时 便 知 ，剑 门 雄 关 有

“天险”之称。杜甫曾以“两崖崇墉

倚，刻画城阔状，一夫怒临关，百万未

可傍”述其险状。

对此闻名遐迩的蜀中名胜，却一

直无缘拜视真颜。仅从史书得知，从

秦代至民国两千余年，这里一直烽烟

跌起，争战不断。尤其三国时期，这

里更是兵家争夺的咽喉要地。

蜀汉丞相诸葛亮兵出祁山，将剑

门关作为蜀北大门，立关戌守，并将

大批粮草囤集于此，又从大剑山至小

剑山沿崖凿石架空修建栈阁（栈道）

30 里，才得将粮草转运汉中。诸葛亮

死后，姜维继承其振兴汉业的遗志，

多次北伐中原，曾与魏镇西将军钟

会在剑门关外激战一月余，使数倍

于蜀军的魏军寸步难移……这些故

事大大增加了剑门关的神秘色彩，

使我迫切地希望身临其境，目睹它

的雄姿，感受一番这“天下雄关”的

气势。但因种种原因，这个愿望一直

未能实现。

当我如愿以偿饱览剑门风光时，

已是人至花甲。那年的阳春三月，几

位文学朋友相约，前往阆中、剑门等

地采风。一个中午，当我们参观罢古

城阆中之后，便驱车直抵剑门。

车子在山区的公路上疾驰了三

个多小时，便到了剑阁。驰出剑阁县

城不久，我们便从车窗外望见了巍峨

的大剑山，七十二峰连绵起伏，万刃

倚天，好似一只只横卧的猛虎，正怒

视远方。下午 5 点钟左右，我们在剑

门场住了下来，见时光尚早，便迫不

及待地去观赏剑门关。因川陕公路

直穿关隘，我们便沿公路漫步游览。

公路虽不很宽，却频频有汽车来往。

我们走了约莫两里路程，不知不觉就

走到关隘处。虽见两崖渐高，却并不

陡峭。关隘宽约 20 米，旁边建有关

楼，似乎也不怎么雄伟。无论怎么

看，也看不出此关险在何处，更没有

“峥嵘而崔嵬”的感觉。当地人介绍

说，因 1935 年修建川陕公路，拆毁了

箭楼，又拓宽了两边的崖壁，所以不

险峻了。

见此情景，又知眼前的关楼是近

年来移址新建的，不免大失所望。公

路与关楼之间有大剑溪相隔，我们不

能直接登楼，只好怏怏返回。

当晚投宿在林园宾馆，迟迟不能

入眠。难道这就是我几十年梦萦魂

牵的剑门关？这就是被诗仙李百叹

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剑门关？

我走出房间和同来的朋友谈及我心

中的遗憾。任君解释说，我们今天是

在山峰的背面往北看，怎么看得出它

的险峻呢？我听罢豁然省悟：当年诸

葛亮修建此关，本是为了阻击北边来

犯之敌的，我们自然应从北向南看，

才能领略它的险峻。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们再次去剑

门关。走过隘口半里许，见有架空索

道从公路横跨峡谷直达对面的大剑

山，我们便坐上了缆车。缆车在索道

上徐徐前行，似有飘飘欲仙的感觉。

行至中途，我忽发奇想，在这空谷之

上看剑门关，感觉又是如何呢？于是

回首朝隘口处望去，不觉精神为之一

振。只见大剑山脉像一道高大巍峨

的屏障拔地而起，峭壁从中截然中

断，如刀砍斧劈。两崖对峙如门，中

间巍然耸立着关楼，雄伟而肃穆，楼

前立一石碑，碑上书刻着刚健有力的

“剑门关”三字。真是鬼斧神工，气势

磅礴，令人神往。哦，这才是我要看

的剑们雄关啊。

下了索道，就踏上大剑山了。此

处怪石嶙峋，形状各异。首先映入眼

帘的是一高耸云端的奇峰，此峰巍然

独立，酷似一只巨大的石笋，当地人

称为石笋峰。我们在石笋峰留影之

后，又转身沿山道朝隘口方向走去，

目标是登上关楼。这一段山道连山

起伏，迂回曲折，山陡路窄，崎岖不

平。时而钻在两崖相夹的缝隙之中，

难见天日；时而漫步平缓的石板达

道，视野开阔。走过“姜维城”，山路

更多险恶，一边靠绝壁，一边临深涧，

而且左折右盘，上下凹凸，不由人呼

吸急促，浑身冒汗。如履薄冰半小

时，终于走完这段险道，脚下的石梯

也变得宽阔一些了，顿有化险为夷之

感。但见关楼已在前面，才大大松了

一口气。

关楼是近年移位修的，虽然已没

有了军事价值，但也基本保持了原楼

的外观形状。楼的底座像一堵高耸

的城墙，中间有一拱形圆门。上面两

层翘角，筒瓦盖顶。前后均有朱漆大

门。我们穿过底座的拱形圆门，沿石

梯拾级而上，终于登上关楼。楼内塑

有诸葛亮的座像，他手执鹅毛扇，状

若沉思。两边还塑有关兴、张苞等的

立像。

站在关楼的门口，投眼开阔的原

野，仿佛已如古人所说“背靠巴蜀，北

望秦川”，不觉豪气顿生，思绪飞驰。

历史的步伐已走过两千多年了，现在

进出川的道路已四通八达，剑门关为

“巴蜀门户、四川咽喉”已成明日黄

花，“打下剑门关，等于得四川”也不

过是古人的夸张，然而，站在这关楼

上凭吊古迹，回味历史，仍会使人感

慨万千。

阿沫是我们家楼下阿沫拉面店

的老板。大致从我记事起，这家拉

面店的味道就一直萦绕在我的记忆

中。

每天清晨四点，阿沫总会按时

打开门面，操手准备起一天要用的

食材，熬制卤汤。等到一声鸡鸣响

起，人们被那卤汤诱人的香味唤醒，

纷纷走下楼，吃碗拉面，开始一天的

生活。

据说阿沫的面有种魔力，可以

让有心事的人掩面哭泣。从小到

大，我看到数不清的人在吃尽一碗

面之后抱头大哭，这时阿沫总会递

上一包纸，默默安慰着那些受伤的

心灵。

阿沫不喜与人交谈，能不说出

口的话尽量不讲。他常常一个人坐

在门口，抽着一支街坊们送的烟，一

坐就是整个下午。小时候的我不太

理解阿沫的行为，常自己搭根小板

凳坐在他身旁，“沫爷爷，你在想什

么呢？”阿沫总会伸出他那双布满老

茧的手，抚摸着我稚嫩的脸颊，“想

想爷爷这平凡一生呐。”

听街坊们说阿沫以前是一名大

学生，主攻的科目是理论物理。他

曾经是学校物理系冉冉升起的新

星，十分受领导与教授的重视，几乎

物理系的所有人都认为他的前途不

可限量。

可就这样的一个人，在一天夜

里，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无法理解

的决定。

听到消息的所有人都用尽各种

方法想让阿沫改变决定，重新走向

“正轨”。

“沫啊，你可要仔细想想啊，这

头等大事可开不得玩笑。”

“阿沫！我含辛茹苦养了你这

么多年，你太让我失望了。”

“沫，如果你回去，我们俩就永

远不要再见面了。”

阿沫考虑了一个晚上，留下一

句话，一个人背着行囊就踏上了回

乡的火车。

阿沫拉面店就此诞生，从那之

后，三十年风雨从未停歇。

不谙世事的小孩总是好奇的：

“沫爷爷，你留下的那句话是什么

啊？”这时他总会安抚着我的头，轻

轻一笑，“等你长大了，就知道了。”

可在那之后不久，阿沫就走了，

像面汤中冒出的轻烟一缕升上天空。

那 天 ，小 镇 上 下 着 淅 沥 的 小

雨。几乎所有的街坊都早起给阿沫

送行，与陪伴了三十载的阿沫和他

的拉面告别。

街坊们在整理他遗物时发现有

一本泛黄的日记，其中夹着一页小

便签。我将之拾起，小心摊开在手

心。上面用着俊逸的字体写到：“用

尽全身力气，只为过好我这平凡一

生。”细想，这就是阿沫留给大家的

话吧。

有人曾问过阿沫后不后悔做出

了那样的决定，他站起来耸了耸肩，

将未尽的半支烟抽完。“当你过完这

一生，就没有什么值得去后悔。”

赵雷的《阿刁》说：“甘于平凡，

却不甘于平凡的溃败。”阿沫并没有

像世人所认为的那样溃败地活着，

他只是换了种活法，而没有人能讲

清哪种更好。但至少，在生命即将

结束之时，阿沫能清楚知道他这一

生虽然平凡，但是不悔。

许多人都认为成功就是大富大

贵或者是大红大紫，所以他们想方

设法能博取别人的关注，从而换取

自己的利益。其实不然，真正的成

功源自于你内心对自己的和解。即

使你身处底层，即使你生活困难，即

使你的成就未能达到世人要求的标

准，但是只要你的行动为周围的人

带来有益的影响，能对得起这个国

家和社会，只要你在百年之后能认

为不悔来这尘世走一遭，你就是成

功的。

谢谢你，阿沫。

谢谢你，甘于平凡的人们。

她经常提及的旧时光

就隐藏在这深深庭院里

是的，树干黝黑，石阶爬满

青苔的、深深的庭院，某个

有着古怪名字的神秘机关驻地

枯叶或是落花，总是那么安然

地飘落在每个窗台的四季……

风 依 然 吹 着 白 衬 衫 ，小 楼 犹 在 ，水

井犹在

晾衣服的那根绳子呢，还在晃悠

父亲们的下酒菜呢，还在镬里

年轻的妻子还在小厨房涂口红吗

那夜夜汲水的清朗少年呢，听说

他会讲俄语，写漂亮文章

在外省当官，有一个娴静太太

然而，最会讲故事的那棵香樟老了

然而，我明白了她一生钟爱紫色衣裳

的理由

小院

这个季节，小院阳台

再次被仙人球踢爆桃李交换系列表
情

铁栅栏内，白玉兰以饱含胶原蛋白的
美

为河流召回汛期
与周围的低矮灌木取得共识

昨夜，一列火车满载金黄骑兵
立刻占领所有开放性城市的郊区
掀起一场纱巾的革命
通过杨柳风
为群众运送流年和信仰

通常，人们造访完这所油菜花大学

会一厢情愿，赋予这小院一颗初心

男人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了。有

件事心里一直纠结着，渴望女人能在

他临终前告诉他。

几年前，女人在一次梦魇中伤心

哭泣，他听见女人在喊着一个人的名

字。他才知道，女人心里原来藏着另

外一个男人。

伤心失望之余，他辞去工作，离

开了心爱的女人去外地打工。

还不到一年，他就开始后悔离开

她，想念女人似水的柔情。后来，他

在心里慢慢原谅女人了，只要跟着自

己好好过日子，心里即使藏着他人又

何妨呢？

第三年，他迫不及待地回到家，

见到日思夜想的她。

女人见到他不惊不喜、安静从

容、亦如从前温柔贤惠。唯一让他感

到不安的是女人手腕上无缘无故戴

了一个翡翠手镯，他从来没给她买

过，他也知道女人素来节俭，更舍不

得花钱买如此贵重的物品。

尽管他内心非常渴望女人告诉

他关于翡翠手镯的事，但同时又很矛

盾，甚至恐惧女人告诉他什么真相。

女人对戴在手腕上的翡翠手镯，从没

有遮掩过，也从没想过要对他说什么

或解释什么。

那戴在女人手腕上的翡翠手镯，

就像一根刺，绿得越晃眼，就刺得他

越痛。

虽然女人在病榻前对他精心呵

护，悉心照料，他的病情最终还是越

来越严重了。

在女人用毛巾给他轻轻擦洗身

子的时候，他默默地瞅着女人平静的

面容，黯然地问：“你后悔过嫁给我

吗？”

女人看了看他，摇了摇头。

“来世，你还愿意嫁给我吗？”

女人拿起用过的毛巾，放在温水

盆里，搓洗着，然后绞干。一边给他

擦洗身子，一边淡淡地说：“人只有

今生，哪有什么来世？”

男人听了，微微闭上眼，断断续

续地说：“我希望有来世，来世……”

女人愣住了，停止了给男人擦洗

身子的手。

在说完这句话时，男人慢慢地呼

出了一口气，离开了。

安葬好男人后，女人取下戴在手

腕上的翡翠手镯，把它锁在箱子最底

层。

一年后，女人心里藏着的那个

他，无意中得知她男人病逝的消息，

风尘仆仆地来找到女人 ,当他一瞥眼

看见她手腕上什么也没戴时，伤心欲

绝了。

他转过身，踉踉跄跄，头也不回

地离开。

望着越来越远的背影，女人紧紧

咬住嘴唇，没有喊出那个让她日夜思

念的名字来。他也无法看到，女人在

他身后，泪流满面。

平凡一生
文/王施竣

行吟

然而（外一首）
刘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