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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活 下来慢
“阿依”这个词到底是什么含义？它的

发音是那么柔软和甜腻，如绸缎般丝滑。
它是一个好词，它通过人们温润的唇齿，口
口相传，成了一个让人爱恋的词语。

阿依在彝族和土家族的嘴里成活
了，干脆就成了“姑娘”的代称。
彝族和土家族人生怕阿依这
词还不够娇，不够媚，不够软
得让人心儿融化。在阿依
的前面又加了一个“娇”
字，阿依就变成了“娇阿
依”，娇阿依就是娇姑
娘。彝族和土家族人想
把世界上所有美好的东
西都和阿依这个词联系在
一起。姑娘是美好的，那就
娇阿依，河流是美好的，那就
阿依河。于是，一条河的名字也
用阿依这个词命名了。

阿依在西北的维吾尔族人那里
也在生活着，她的美好被维吾尔人
用的也十分频繁。维吾尔人把许许多多姑
娘的名字都命名“阿依”；把许许多多小伙
子的名字也命名“阿依”。比方：阿依古丽，
阿依努尔等等。于是，在维吾尔人那里就
有了成千上万的阿依古丽和成千上万的阿
依努尔。“阿依”在维吾尔人那里是月亮的
意思，“古丽”是花的意思，阿依古丽就是月
亮花；“努尔”是光的意思，阿依努尔就是月
亮光。

两个民族相距千山万水，隔着大漠雪
山，可是，他们不约而同地把阿依这个词用
到了极致。

如果维吾尔人的阿依是一种比喻，他们
用月亮代表心意，指代美女和帅哥；彝族、土
家族却来的那么直截了当，阿依就是姑娘，
没有比喻了，也不要通过月亮来转换。

阿依在维吾尔人那里叫月
亮，月亮被汉族人称之为婵
娟，上面住着嫦娥。月亮
在我国古代诗文中有许
多有趣的美称：辛弃疾
称玉兔，屈原称夜光，
陆游叫冰轮，苏轼干脆
给月亮起一个姑娘的
名字叫“婵娟”。但愿
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一句诗词照亮所有的民
族。此外，月亮还有许多别

致的雅号，如玉弓、玉桂、玉
盘、玉钩、玉镜、广寒宫、嫦娥等。

汉族人最后终于把月亮叫嫦娥
了。嫦娥当然是美女，可望而不可及，

是一个让人欲罢不能的美女。也许彝族和
土家族从汉族那里得到了启发，既然汉人把
月亮称为嫦娥姑娘，那就把阿依这个维吾尔
人叫月亮的词，直接就指代姑娘吧。阿依这
个词穿越了时空，让两个历史上不可能频繁
交往的少数民族共同喜爱着。

维吾尔族一般把人命名为阿依，彝族
和土家族把自己喜欢的一切命名为阿依。
美丽的姑娘称着娇阿依，美丽的河流就叫
阿依河。

阿依河原名长溪河，发源于贵州省务
川县分水乡，向东北蜿蜒而入重庆市彭水
县境。经长旗坝、舟子沱、三江口，最后由
万足乡长溪滩注入乌江。

我来到阿依河，首先被河的名字吸引
了，因为阿依这个词离我太近了。阿依就

埋在我的心中，它时刻都能从我的笔下脱
颖而出。在我的长篇小说《老风口》中，我
虚构了一个叫阿依的泉，就是月亮泉。“阿
依泉”在大漠深处，那泉水只有在月亮升起
的时候才会喷涌，善良的人喝一口阿依泉
水，泉水就如蜜一样甘甜；贪婪的人喝一口
阿依泉水，泉水会像毒药一样苦涩……

我来到阿依河时心下便一动，难道阿
依河早就在这里等待着我了。从阿依泉到
阿依河，它们不但穿越了时空也穿越了我
的心灵。阿依泉从我的内心一直流淌到了
眼前的阿依河，它们通过一条暗渠穿越洪
荒之源头一下就打通了。我的阿依泉，我
的阿依河。

乘上竹排，下到河里，放下一切，随波逐
流。江面绿水清幽，两岸翠竹环绕；山高谷
深间奇峰怪状，悬崖嶙峋，古树繁花。那些
状若擎天的石笋，形似嬉戏的群猴，稳坐岩
上的石佛，深不可测的溶洞，让人忘乎所
以。竹排行于水上，滩塘相连，水碧山青，波
光粼粼，绝壁连绵，仿佛置身于山水画中。

阿依河意思就是姑娘河。姑娘河里自
然有姑娘，她们会唱歌。唱山歌，唱水歌，
唱情歌。

上了竹排你就想唱，唱的是什么你也
许自己都不知道，歌声会从嗓子里随风飘
出。有人说只要你放声高唱，这阿依河里
就会有娇阿依出现，只要你能唱就可以唱
出娇阿依来。这难道是神话传说吗？半信
半疑的，几个声音好的同伴真的就引颈高
歌了。平常那些被烟熏火燎的破锣嗓子，
这时候在阿依河水的滋润下，在两岸美景

的感召下，在艳阳柔风的呼吸中，居然高亢
有力，明亮甜美了。竹排上至少有五个民
族的声音，纯自然，原生态。

有人这时发挥了自己的出口成章的特
长，真的就唱了。

“阿依河啊阿依河，娇阿依在哪里？现
身来相会……”

水面安静，轻风袭来，只有鸟儿歌唱，
没有阿依应答。

“阿依河啊姑娘河，阿依河中无姑娘，
让我来这干什么？”

这时，一个意外出现了，远远居然真有
娇阿依的歌声传来，歌声甜美，悠扬动听。
竹排上的人一阵骚动，定眼望去，一片竹
筏，一位民族服装的姑娘真的出现了。大
家不由欢呼，鼓动着竹排上的人再唱：“天
上有雨又不落，情妹有话又不说，是好是歹
说一句，让我心里有着落。”

那划竹筏的姑娘近了，真是个娇阿依，
她边划边唱，居然也出口成章：“天上有雨
早就落，阿依有话不能说，哥有情来妹无
望，家有情哥等着了。”

大家都笑，竹排上我们这些城里来的
就唱起了流行歌：“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
也带来了我的烦恼，我的心中早已有个他，
哦……他比你先到。”大家唱了笑了。事
后，我了解到刚才的这一唱一合其实就是
阿依河上的旅游节目。只是这旅游节目却
能让游客如此入戏，现场感极强，栩栩如
真。应该给一个大大的赞。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重庆作家
协会副主席、专业作家）

行路人，你何故破了我的空山

我的棋局和云意

你的脚步声惊了山鸟、月光

引花香袭来

微闻人语

懵懂的行路人，你不该扰了我

的空山呀

这苔痕如画

溪流天籁

我和我的空山都藏于一芥

不染悲欢

任岁月无辜

我的空山装得了所有日月、酒

香、书卷

行路人，锁了你的琴和笔罢

我和我的空山没有等你

你不必来，也不必去

新雨之后有晚钟

微一停顿，你我皆不见山

（作者单位：三峡银行垫江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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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依：一个词语的时空穿越

美丽的玉米

病中的父亲
父亲是老军人，一生好烟好酒好强。

言谈中常说的一句话是：虎死不倒威。
1987年春节刚过，在一次例行体检中得知
自己患了肺癌后，望着焦急的我们，他
竟爽朗地笑道：没得啥子，就当是
打仗没打死，多活了几十年
……

父亲做的第一件事就
是戒烟。在医院的后花
园，他从上衣口袋里摸出
一包大前门，点上一支后
对我们说：把这包烟抽完
就戒了，你们要监督我哈
……我当时心里酸酸的。
看得出，父亲对生命很留
恋。但他清楚自己的病不可
能治好，坚持不住医院，在家里
吃药治疗。

那时，我们几兄弟想的是尽可能
用一些好药，听人说丙种球蛋白能增
强免疫力，就托人弄来几支。他知道
后说：这药两三百块一支，好高级哦，你们
先去单位问清楚，如果不能报销，就自己掏

钱，不能违反规定。我们听了都
极力反对，说：管他的，你是
老革命，用了再说，不信单
位不给报销。但父亲坚
持要先问清楚再用药。
无奈，我们只好到街上
转一圈后回来对他说：
问了，能够报销，他才
放心地用了。父亲的一
位老中医朋友送来一个

处方，里面有一味“别直
参”，我们跑遍了县城的所

有药房，都不知道是什么东
西。请教老中医本人，他说：这个

方子是从书上抄来的，说是很管用，
你们照方抓药就是。我们到处打听
查资料，终于弄明白“别直参”就是人

参的一种，其实就是人参。父亲说，人参是
肯定不能报销的，坚持自己掏了钱。

那几天，他常翻出一盒泛黄的老照片，
一张一张地看，边看边指着照片对我们说：
这是谁谁谁，和我在一个连队呆过，打仗很
勇敢，后来当了营长，退伍后就没再联系
上。这是谁谁谁，好像在朝鲜战场牺牲了，
一直没打听到他的下落。又指着他自己的
照片问：我年轻时穿军装是不是很威武？
又说，你去买一本像片薄，把这些照片装
好，还有那些军功章，要好好珍藏哈……

还有一个月就是父亲的七十大寿了，
我们几兄弟商量提前给他办七十酒。他坚
持只在家里办，而且只请他的同事战友。
那天，父亲很高兴，完全看不出是一个病中
的老人。他拿出一瓶珍藏多年的茅台，给
自己倒了一小杯，又给战友和我们一一斟
上，强忍着疼痛举杯大声说：“干……”看着
坚强乐观的父亲，我们几兄弟忍不住悄然
落泪……

一晃，父亲离开我们整整三十年了，他
的魂灵也回归了他朝思暮想的故乡。然每
到清明时节，我的眼底就会浮现他病中的
样子，面对死亡，从容、淡定、坚强……

（作者系江津区作协副主席）

空山禅韵

在所有的农作物中，玉米无疑是很美
丽的。它叶片修长，枝干挺拔，站在田野
中，宛然是绿裙婆娑的妙龄女子。六月初，
鲜嫩的玉米便开始上市，市场上，随处可见
大堆大堆的青色玉米。玉米的壳，宛
如绿色翠玉，一层层剥下去，颜色
渐淡。最后那一层，薄如贴身
纱衣，撕开这层纱衣，颗颗洁
白晶莹的玉米粒便呈现在
眼前。有经验的人掰下一
颗，轻轻一咬，奶白色的
浆汁四溅。如果这浆汁
是清甜的，那煮出的玉米
必然又甜又糯。白水煮
嫩玉米，在夏季，是家家户
户必不可少的美食。傍晚
时，常看见一个人，穿着拖鞋，
一个玉米横在嘴边，慢慢啃着，
悠闲地摇出小巷。

然而在我童年的记忆中，玉米却
不是人们的零食。吃嫩玉米，是一种
奢侈，一种浪费。农人们都要等玉米熟透
了，才一穗一穗地掰下来，在院中堆成小
山。晚饭后，院子里放倒一根长板凳，板凳
脚套上两只底朝天的解放鞋。把玉米棒子
朝鞋底一搓，顿时，飞珠溅玉，玉米粒儿哗
啦啦地飞下来。不一会儿，地上就铺了厚

厚一层。人们还经常展开搓玉
米比赛，看谁搓得快，繁重的
劳动在农人爽朗的笑声中
也成了一种游戏。搓得
月亮爬上了天，搓得星
星眯了眼，农人们才肯
停手，院子里静了，只
有蛐蛐的叫声起伏。

玉米搓下来还要晾
晒，那段时间，家家院坝

前都像铺了一地的金
子。晒干后，这些玉米要

磨成面，打成粉，大半年中，
它们是人的口粮，也是猪啊鸡啊
的口粮，一点也浪费不得。所以，
吃嫩玉米是一件奢侈的事，市场

上也没有嫩玉米出售。
在我家周围，都是成片的玉米地。早

春时节，农人们就会准备无数的小泥团，称
之为“营养罐”，每个罐里都孕育着一棵玉
米苗。他们把玉米苗移植到土壤中，施肥、
除草，精心侍弄。几场春雨一下，玉米便拔

节疯长。待到四月间，已经长出美丽的穗
子，出落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再过
不久，姑娘们便背上了“胖娃娃”，有的背一
个，有的背两个，娃娃们还长着白色的、红
色的、褐色的头发——玉米须。这时，玉米
地已然变成了绿色的汪洋大海，人们从旁
边经过，听见玉米叶子在风中哗啦啦地响，
似乎在进行着一场大合唱。六月初，玉米
灌满了浆，粒粒饱满。

等到八月，玉米都收完了，但玉米秆
还站立在田野中，这时才是我们撒野的
时候。拿把镰刀，满地寻找甜玉米秆，寻
到后，便嘎吱嘎吱大嚼起来，甘甜的汁液
顿时溢满口腔。有时，父亲也会来帮忙，
帮我们选上一捆甜玉米秆，搬回家去慢
慢享用。

现在人们的生活好了，吃嫩玉米已经
不是稀奇事，而玉米秆早已无人问津。夏
天，偶尔吃一个嫩玉米，我常常对它凝视大
半天，仿佛要在这玉米上，寻回那些过去的
时光。

（作者单位：巴南区鱼洞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