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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是重庆春晚分会场
拍摄濯水人民“过大年”的喜
庆之日。天气虽冷，年味却浓！

沧浪桥上，狂风飞卷，大
师的手，早已握不住手中的画
笔、毛笔，刚挥豪写上去的毛
笔字，被风吹得墨汁四撒，像
极了树枝上垂挂着的冰花。
尽管如此，却抵挡不住乡亲们
的热情。大家守着大师，写了
一副又一副春联，画了一幅又
一幅美景。当我好不容易把

“抢”到手的四副春联悬挂、
晾干、收集到位，我的手已
冻麻木，大师们挥毫的手，
再也无法抓紧手中的笔。

其实，写对联、画国画
的舒适环境多的是，拍摄组
却将此次活动安排在了风雨
廊桥。只因为，濯水古镇风
雨廊桥，有着独特的魅力。
沧浪桥的风，席卷着我的长
发，肆虐着我的脸庞，却吹
不冷我这颗热血沸腾的心！
天气寒冷，我却陶醉在壮阔
的沧浪之水上，陶醉于热火
朝天的氛围之中！

白虎广场到牌坊，团年
饭，千人长桌宴拍摄拉开了
帷幕。这顿团年饭，既让濯
水人无尚荣光，更是一份沉
甸甸的责任。乡亲们按时入
席，依次坐好，等候剧组的
拍摄。三纵队长桌、六纵队
乡亲、两纵队炭火……彩灯
闪烁，射灯照耀，现场如同
白昼一般明亮。

音响设备里蹦出欢快的
喜迎新春的曲目，大厨们有
条不紊地现场挥刀舞铲。服
务人员鱼贯而入，训练有素
地将黔江特色菜品分享于桌；
剧组穿梭其中，将黔江美食
全聚焦镜头……一切都在井
然有序地进行着。

开席了，推杯换盏声不
绝于耳，航拍飞机在头顶上
空盘旋。人们享受着美食，
慨叹着濯水的巨变，感受着
浓浓的年味。

随机釆访开始了。当釆访
组釆访到坐在离我不远的返
乡创业青年小王时，对着镜
头，小王不乏紧张，却又无不

透露着骄傲与自豪。是啊，作
为正在创建国家 !" 级旅游景
区的濯水，阔别近三十年后目
睹家乡的巨变，怎能不欣喜。
去年归来，小王在古镇修建房
屋，开起了一家“归乡客栈”。
如今，再也不用丢下老人小
孩，为生活颠沛流离，为生计
天各一方。在家门口吃上旅游
饭，一家人团聚，其乐融融，又
怎会不荡起幸福的涟漪。

闻讯而来的山东游客，也
开心地和濯水人共进晚餐。他
们享受着黔江的美食，置身于
濯水人的热情之中，赞叹着濯
水的美景，连连声称“不枉此
行”。

土生土长的濯水人汪老，
无数次参加这样的长桌宴，而
像这次特殊的宴会，却还是第
一次。面对剧组的釆访，和身
边围坐的一家老小七口，汪老
是幸运的，更是幸福的……

过大年，看春晚这一环节
是必不可少的。时间还早，可
春晚现场早已人山人海。濯水
人的热情，把春晚拍摄一次又

一次推向高潮。
国家级、市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一一亮相。兰溪号子清脆
的嗓音，穿透每一个人的心
灵；西兰卡普———“土家花铺
盖”的现场编织和成品展示，
让观众惊叹不已。向氏武术的
精彩表演、后河戏演员的走
秀，让观众大开眼界。《龙船下
河》，配上之前濯水举办的端
午国际龙舟赛拼搏时的背景
图，大家都为演员们捏了一把
汗。仿佛，他们真正参与其中，
奋力向终点冲刺……

苗鼓声震耳欲聋、锣鼓伴
随着山歌响彻天宇，《美丽中
国走起来》激昂铿锵……手中
的荧光棒，随着台上的节奏卖
力挥舞得早已变形。欢呼声、
喝釆声，似麦浪、似稻穗，现场
热情一浪更比一浪高。

晚会进入了倒计时，祝福
的声音在扩散：新年快乐，万
事如意；狗年吉祥，恭喜发财！

台上台下，齐刷刷的恭喜
手势举过胸前，定格在春晚的
喜庆时光里！

春晚，心暖濯水
!庞秋波

携一缕旧时光，稻香如
酒，赤足走在窄窄的田埂上。

椰榔成林，四时碧翠风
香。美丽的小村庄，西边有一
口甜井。井，水清味甜，井水不
断，是村人世代饮用的一口福
井。坐在滑净温凉的井沿上，
可见一条田埂逶迤向西伸展。
前方是一山山郁郁葱葱的胶
林带，再远处，则是由东向西
走向的云雾缭绕的峰峦。山腰
处，是村人的玉米园地。

赤足走在窄窄的田埂上，
家乡的田野一年四季展示出
美丽诱人的景色。

年前，天气尚寒。父亲赶
着老牛，扶犁耕作，犁出一片
白花花的水田来。田埂上，摆
着一担葱嫩嫩的秧苗。母亲高
卷裤脚，双手提起几捆秧苗，
噼里啪啦，扔在刚耙好的水田
里，而后走下田埂，弯着腰插
秧。不久，身后是一行行葱茏

的春色。村人，家家户户，耙田
种秧苗，赶在春节前，忙完农
活，快快乐乐过个好年。田野
里，黑衣草帽，老牛木犁，男男
女女，老老幼幼，在辛勤劳作，
牛来人往，构成一幅乡村农忙
时节的田园风光图。

夏阳如火。收割的季节，
稻田里，一阵阵喀嚓喀嚓的割
水稻声；嘭嘭，稻谷被农人拍
打在木谷桶上脱粒。农人，汗
滴如雨，双手挥舞，挥舞着辛
勤，挥舞着“谁知盘中餐，粒粒
皆辛苦”的诗意。田埂上，排满
一担担、一包包黄澄澄的稻
谷。刚收回的稻谷，摆在晒谷
场。几日后，晒干，风干，一座
座大谷篾堆满农人丰收的喜
悦。

晚夏时节，山间林木飞
翠，流瀑哗鸣，云鸟竞唱。村人
的玉米山园里，玉米挂须露
齿，颗粒饱满，山林间飘荡着
淡淡的香味儿。田间收割后，
村人上山采摘玉米。晚风轻
吹，家狗汪汪，一队队的人群，
一担担的玉米，走过田野，走
回村庄。夕照红染，田埂上又
是一帧动人的美丽图景。

寒冬来临，田野一片寂
静。蜻蜓收翅，寒鹊高唱。树叶
黄了，河水瘦了，而田地的番
薯正在长熟。上午，阳光正暖，
村中的小伙伴，挑着箩筐，挖
冬薯去。他们挥开铁锄，一条
条的薯块被挖出土畦，去颈除

须，累满箩筐。在田里，燃起火
堆，选上好的薯块，放在红红
的火碳上，慢慢烤熟。田间，烟
火袅袅，薯香四溢，牧童的歌
声惊飞林雀。

甜井的那一端，弯弯的田
埂伸向西边，伸向胶林，伸向
远处的林岭。小的时候，把一
头家牛牵过田埂，在小树林坡
放牧。小山坡，芳草萋萋，老牛
自得其乐，美滋滋地啃着青
草。西阳落山，牧童的竹篓里
装满野果，吹着口哨，骑着老
牛，得乐而归。

弯弯田埂，绿色的小田
埂，是连接村人与大山的情感
纽带。清晨，几缕烟云游挂林
间，待薄雾散去，田野山峦之
秀色隐约可见。田埂上，村人
荷锄持刀，背篓挂壶，走向大
山。黄昏，可见村人扛着干柴，
拎着山木薯，竹篓里装有黑山
溪螺野果，走过田埂，走回炊
烟袅袅的村庄。

近年，有时回家乡走走，
看看家乡的变化。是的，家乡
有了明显的变化。走到村前那
口老井，那演绎着村人几多故
事的老井，已是面目全非。井
口淤积沙泥，昔日光滑洁净的
井沿，已断裂凹凸，绿藓爬满。
井东面的依依槟榔林，只乘下
几棵黄叶枯干的身影；而今，
老井，只能翻开岁月的记忆，
在记忆中拾掇往事。井前的田
埂，那条通向大山的路，村人

大山梦之歌，也难以再唱欢
歌。田间支起的一架架瓜菜
棚，走过，会闻到一股淡淡刺
鼻的农药味。寒冷之日，瓜蔓
枯萎，耷拉着一件件破旧的冬
衣，随风摇摆，摇摆着冬天的
凄寒。瓜架下的田埂，杂草丛
生，泥泞不堪。农田改造，田畦
四周，筑起引水沟。田间，几条
小路，四通八达。小车驶过，飞
尘扑面。弯弯的田埂，已难于
寻找。

弯弯的田埂，一条弯弯的
童年之梦啊。赤足走在窄窄的
田埂上，听得脚步噼啪噼啪
响，动听的歌谣醉在童年美丽
的时光里。那亲切的呼唤，随
风飘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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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足走在田埂上
!胡天曙

歌唱慰藉
!何崇贤

慰藉是春天的芳菲，

能拂去你的伤悲；

慰藉是航行的灯塔，

能给你增添人生的光辉；

慰藉是一抹灿烂的阳光，
能驱散你心中的阴晦；

慰藉是精神的鸡汤，

能让你焕发容光；

慰藉是心灵的碰撞，

能滋润你的心扉；
慰藉是万能的良药，

能让你摆脱痛苦……

啊！歌唱慰藉，

是否能让你脸儿更明媚？

讲好《诗路》故事
助力“三大”建设

本报《诗路黔江》大型系列报道研讨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 谭鹏）# 月
## 日上午，武陵都市报社策
划并执行的大型系列报道
《诗路黔江》 研讨会在武陵都
市报社四楼会议室举行。区
政协学习文史委主任何泽禄，
武陵都市报社相关负责人参
加研讨。

据了解， 《诗路黔江》
大型系列报道是继 $%#& 年
《寻源黔江》 大型系列报道之

后，全方位挖掘古诗背后的
黔江历史文化，为旅游大发
展、乡村振兴和文旅融合腾
飞，提供文化支撑的一次大
型采访活动。该活动以“坚
定文化自信，传承中华文脉'

溯源黔江古诗，丰富乡愁内
涵”为主题，为“工业强区、
旅游大区、城市靓区”建设
聚智聚力。

据不完全统计，能查证

的以黔江为题材的古诗，兴
起于唐宋，在明清达到高峰。
杜甫、黄庭坚、寇准、张之
洞等历史名人都在此留下了
脍炙人口的诗句，同时还养
育了陈景星等著名本土诗人。
这些诗歌，既成就了黔江古
十二景，又开启了今天的
“创 "”之路，新景点如雨后
春笋般冒出。

会上，何泽禄对 《诗路

黔江》 系列报道方案进行
了肯定，并提出自己的意
见和建议。

据了解，该系列报道将
用 ( 年的时间，全方位溯
诗而上，挖掘古诗背后的
黔江历史文化，在讲好故
事中立典，用健康向上的
民族精神，书写爱国、爱
家乡的新乡愁，并进行全
媒体推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