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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讲真实故事，自己的，他人的，都

可。字数控制在1200字内，原创首
发。面向四川省内征稿。勿用附件，
标题务必注明“时光”。首发封面新
闻 APP，部分作品会被华西都市报《宽
窄巷》副刊选用。

投稿信箱：

huaxifukan@qq.com

如今的成都，“窗含西岭千秋雪”的景象
时常能见，“门泊东吴万里船”却在渐行渐远
的记忆里了。

锦江，是岷江流经成都市区的两条主要
河流，锦江上游两大支流为府河、南河，在成
都市区合江亭处汇合成为锦江。小时候，我
就住在南河边的百花新村，上世纪70年代还
能看见从乐山上来的载货木船，还常见船头
有三五只鱼鹰的打渔船。在城边街还有渡
口，过河都坐渡船。

上世纪90年代初，从老南门大桥到锦江宾
馆一段河面上还可以划船，是当年除了人民公
园外，成都市民唯一可以在河里划船的地方，
是当时的青年谈恋爱的首选项目。

为了再现“门泊东吴万里船”的盛景，1993
年开工的“府南河综合整治工程”，在锦江河畔
共建成12个码头、竖起5个拦水坝，安上了水
闸。1997年府南河整治完工后，在猛追湾一段
恢复了划船，但没多久因为要通游船而停止。
久违的游船，让成都人眼前一亮，一贯赶时髦
的年轻人，还在锦江搞了几场水上婚礼。热闹
了几年后，游轮也停航了，从此锦江再也不见
船的踪影。 封面新闻记者刘陈平 文/图

2003年6月13日上午，“交大
号”从华阳出发，直航古镇黄龙溪，
沉寂达半个多世纪的府河航运恢复
试运行。

2003年6月13日上午，“交大
号”从华阳出发，历经2个多小时到
达黄龙溪码头。

1997年夏，成都的环保志愿
者划橡皮舟从老南门大桥出发，漂
流至黄龙溪，一路打捞河里的垃
圾。

1999年12月，小朋友在停靠
合江亭的游轮上放河灯，迎新年。

1992
年，老南门
大桥至锦
江宾馆一
段。让我
们荡起双
桨，小船儿
推开波浪。

府 河
整治后，猛
追湾一段
还可以划
船。

1998年，游轮在活水公园到锦江码
头之间航行。当年的票价为10-15元。

晚年何其芳，翻译海涅，鼓吹民歌，可
能不会料到，他会成为现代诗复兴的源
泉。

在台湾，他是诗人痖弦的诗神。
青年痖弦耽读《预言》，延及整个的早

年何其芳，并在后者笼罩下写出《山神》等
诗——晚年何其芳，破碎无足观，颇能使
痖弦大哭一场。

痖弦才情不让早年何其芳，1957年以
后，他只用短短七八年，就把内心之璞，磨成
了一生的琼琚。此后很快搁笔，不再写诗。

总的来看，痖弦作品妙在趣味、氛围
和声口，然而，此点只可意会，难以言传。

或可如是说来，如是说来又显得很
“匠”：民谣风，经由痖弦，羼入了几滴超现
实主义。两者互动，点铁成金。

所以我会说，痖弦之妙，妙在交错，妙
在交错后的恍惚。

除了民谣风与超现实主义的交错，尚
有另外三重交错，曰：北方与南方，中国与
外国，古代与现代。

痖弦乃是南阳人氏，其诗颇有北方的
忧郁和冷肃，然而此种北方，每每交错于
南方，此故，又能蘸得南方的温润与风物
之甜。

来读《野荸荠》，表面看，是写南方，
“送她到南方的海湄”，终于引出野荸荠、
贝壳和燕麦。南方所谓燕麦，北方则称为
莜麦、玉麦或铃铛麦。细细思量，视角是
由北方移至南方，南方后面，当然躲着个
无计可消除的北方。此谓北方与南方之
交错。

《野荸荠》还有可谈，比如，此诗的意外
事故。什么意外事故呢？这样一首诗，当
然是中国的，或者说，是民国的，篇幅并不
长，里面却冒出了三个非民国非中国的符
号：“马拉尔美”，“高克多”，还有“裴多菲”。

这些符号，都如蜻蜓点水，被诗人借
来，与个人的情事和本土的现实，临时组
建了相互指涉的关系。此种相互指涉，是
不是有点密集呢？诗人心里也有数。

当他写出《盐》，就只借来一个异域符
号，“退斯妥也夫斯基”，那效果，当然就更
好。“二嬷嬷压根儿也没见过退斯妥也夫
斯基。春天她只叫着一句话：盐呀，盐呀，
给我一把盐呀！天使们就在榆树上歌
唱。那年豌豆差不多完全没有开花。”

佳例还很多，“匈牙利水手”之于《忧
郁》，“佛罗稜斯的街道”之于《妇人》，“美
洲”之于《蛇衣》，几乎见于其全部作品。
此谓中国与外国之交错。

痖弦的时态不免都有些
恍惚，即以前述作品而论，近
代耶，民国耶，现代耶，恐怕就
不好辨认。至于《巴比伦》《阿
拉伯》《希腊》《罗马》等篇，“梦
里不知身是客”，不仅有着时
间上的恍惚，还有着空间上的
恍惚。

那就勉强如是概括：古代
之题材，而能有现代之视角；
现代之题材，而能有古代之韵

味。此谓古代与现代之交错。
最是《红玉米》，堪称神品，能兼有前

述三种交错，而又能不泥、不隔、不羸、不
赘。“宣统那年”的、“北方”的、当然亦是

“中国的”红玉米，经由诗人的移山之功，
来到了“一九五八年”，可惜“南方出生的
女儿”和“凡尔哈仑”，都永远不会懂得

“它挂在那儿的姿态/和它的颜色”。多重
交错，便成复调。

以是故，痖弦作品看似细致、精微、清
澈而纤弱，忽而插入一个词，就能将整个
作品置于更加开阔的空间：地理、语言、文
化或历史的空间。

痖弦最好的诗，当然还是人物诗，除
了《妇人》，尚有《乞丐》《上校》《坤伶》和

《故某省长》，均亦堪称神品。
《上校》已经广为传诵，这里从略，且

引来只有四行的《故某省长》，“钟鸣七句
时他的前额和崇高突然宣告崩溃/在由医
生那里借来的夜中/在他悲哀而富贵的皮
肤底下——//合唱终止。”

从这批作品可以见出，诗人能化用民
谣或地方戏，甚至借鉴西洋短篇小说，来

“设计”或“出演”各种人物，具有被淡化
的、自嘲的、压抑而恍惚的悲剧性，弥漫着

“谨慎的同情心”（Circumspect Sympathy）。
他写的是叙事诗吗？不，无论他怎

样依仗“叙事”——这是如此奇
妙——他写出的都是抒情诗。
这些抒情诗，亦俗，亦雅，亦旧，
亦新，亦我，亦他，俗而能雅，雅
而能俗，旧而能新，新而能旧，
我而能人，人而能我。这就是
化境。

如果说，在大陆，柏桦是最
好的抒情诗人，那么在台湾，痖
弦就是最好的抒情诗人：一个
如此老派而又如此新派的抒情
的契诃夫。

1982年秋，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
祖国大江南北，人们的生活发生着翻
天覆地的变化，校园流行风最为敏感。

刚进高中的农村娃，穿着中山
服、的确良裤、毛边布鞋，城头学生开
始穿小西装、军干裤、黑皮鞋了，个别
学生学着社会上的操哥留大包头、穿
喇叭裤、蹬三节逗甩尖子皮鞋，甚是
时髦。

一个星期一的早晨，同学们像往
常一样陆续进教室早读。平时还算
准时的席志全最后一个进教室，大家
不约而同抬起头看“西洋镜”。

原来，席志全完全是一个操哥的
打扮，一改平时军干服、学生装，里衬
腈纶毛衣胸口露出一朵绣的玫瑰花
样子，今天穿了一身黑色西装，偏头
发遮住半边脸，露出一只左眼，不时
一吹右脸的长发，露出“奸笑”。喇叭
裤裤脚足有一尺二寸宽，甩尖子皮鞋
擦得锃亮，走起路来，鞋底的马铁钉
与水泥地面摩擦，响声清脆，惊得全
班同学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尽管包装一新，但仍然遮掩不住
其高挑个下“尖嘴猴腮”的长颈。后
来听说，他大哥在涪城做木料生意发
了大财，给兄弟改头换面。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打扮光鲜无
可厚非，也是积极生活的态度，但追
赶时髦在当时有可能影响前途命运。

高中毕业的 1984 年夏季，恰遇
考干，乡镇机关缺乏年轻干部，刚毕
业的应届高中生纷纷去把握机会。

席志全也在录取之列，但政审没
通过。其中一条理由是“流里流气”，
就是指他穿戴前卫，不宜当干部，他
大哥因“投机倒把”劳改释放也是一
大因素。

包括我在内的 4 位同学顺利走
上工作岗位，成为光宗耀祖的乡干
部。

在接受岗前培训期间，4人突发
奇想，上街扯了料子布，找裁缝量身
定制了一套西装。裤子按喇叭裤的
形状制作，只是裤脚缩成一尺大，每
人花去了48元（当时月薪才41元）。

一个个穿戴一新后，走到教室门
口，都不敢头一个进去。还是元林兄
胆大，捋一捋头发，拍拍衣服，昂头挺
胸走了进去。我们 3 人蹑手蹑脚紧
随其后，如小偷般不敢看人。

学员们发出一阵唏嘘声，不知是
赞赏还是鄙夷，反正很惊诧的样子。
此后，我们还落得了一个绰号，明星
兄却因此赢得一个姑娘的芳心，收获
了爱情。

我们这里的乡坝头将玉米
叫做玉麦，玉米的根茎叫做玉
麦疙篼。

玉麦疙篼在当时是可以拾
回家的，因为除了玉麦疙篼外
的一切都是集体的。在贫瘠的
农村，它是一种补充的燃料，常
常用来烧水、做饭或在冬天里
烤烤火。

农村的同学扯玉麦疙篼是
被父母逼着去的，我却是主动
申请与他们一起去的。去登
山，去体验劳动生活，心里充满
了期待。

出县城不到两公里，到了
王家山下。我们一行5人开始
爬山，山下附近的玉麦疙篼早
就被扯完了，现在只有半山腰
以上才有。

我们沿着蜿蜒的小道慢慢
向上走去，小道两旁长了很多
不知名的小花，黄色的，白色
的。我一会儿紧跑两步去采
花，一会儿又跳到地里逮蚂蚱，
没爬到 30 米就累得气喘吁吁
走不动了。

坐下休息时，同学告诉我，
爬山也是技术活，爬山时要平
心静气，一步一步踏实了走，保
持匀速，才不累，行走速度也
快。我细心体会，还真是这样。

来到半山腰，放眼望去，山
坡上一大片玉麦疙篼。从下往
上看，一行一行地排列得整整
齐齐，像等待检阅的士兵，傲然
挺立。

放下背篼，准备开始扯疙
篼。我走到地里，面朝山坡下，
背对山坡，弯腰，双手握住玉麦
疙篼的茎，使出全身力气往上
扯，咬紧牙关，满脸通红，可它
依然不动。

我才注意看旁边的同学是
怎么扯的。他们先抬腿一脚，
将疙篼踢翻在地，然后弯腰，用
手左摇右晃，前推后拉，轻松一
扯，疙篼就出来了。

我看得都呆了，这哪里是
在扯疙篼，分明是在练武，套路
清晰还极具韵律，真是美的享
受。

我活学活用，享受着扯玉
麦疙篼的快乐和满足。汗水打
湿了衣服，脸也被太阳晒得红
扑扑的，玉麦疙篼也越堆越多。

乐极生悲，我一不小心，被
疙篼划破了手指，鲜血淋漓，吓
得我脸色苍白，话都说不清楚。

同学让我用手捏住被划伤
手指的指根，减缓血液流出的
速度，又到地里寻找一种叫苦
蒿的野草，用手揉搓成糊状，敷
在我手指的伤口上。火辣辣的
伤口顿时感觉到一丝丝的清
凉，血也止住了。

太阳快下山了，我们背着
满满的玉麦疙篼往家走。

虱子绝迹多年，但30多年前比较亲
民，农村、城市一视同仁。这玩意儿附
体，奇痒难耐，很不好收拾，须下狠手才
能治本，于是有了捂虱子的故事。

我遭过，小学二年级还是三年级，
忘了，但被惹上虱子，一辈子也忘不掉。

自从班级里有同学的脑袋长了虱
子，我的头皮紧跟着也出了状况，抠啊，
抓啊，痒得要命。很快，我妈也中了招，
被我传染了。

想嘛，虱子多急跳，一会儿从别人
脑袋蹦向我脑袋上，又从我这里跳向别
人，最佳跳高、跳远能手，生存空间大。

我妈按我脑袋洗了几回头发，又断
其长，两娘母都剪成齐耳短发，还是治
标不治本。每天就重复一个动作，上下
左右抠脑壳，痒。

到底是哪个倒霉同学害人？我骂
骂咧咧，我妈也没有怪谁，只说，你妈有
办法！

现在科技发达，杀虫剂多，灭害灵
随便选，但当年没这些产品。也不能对
着脑袋喷，虱子喷死了，脑袋估计也要
受损。

大院里不乏有经验的大妈大婆，对
母女虱情做了会诊。捋着我的头发边
看边撇嘴，用极其细密的篦子梳，可以
屏蔽活物出来。眼手麻利，嚓一声响，
又一个虱子蛋！有个大妈出主意：有个
办法，我女儿惹上，就是这样消灭的。

啥法？母女一起问。
石灰粉包脑袋。
啊！我一声惨叫，还没用都觉得遭

了酷刑。我妈也摇头说，石灰伤人，虱
子是弄死了，脑壳怕也要脱层皮子哦。

大妈又推荐另一个办法：苦楝子煎
水洗头，有大用。

我妈有点动心说，这个好像是有杀
毒功能，可惜不好弄原材料，还有没有
更好的？

又一个大妈现身，刚买菜回来，途
经大院，听得我们这波热烈讨论。一拍
两手，叫道，你们这些人呐，最简单的东
西不用，尽找些吃不得的！

你有啥高招？我们问。这个！大
妈从菜篮拎出一瓶子来。我们一看，是
醋！

对头，就是这个。大妈颔首微笑，
介绍了具体用法：每天晚上睡觉拿张毛
巾，麦醋浇满，缠头一圈，捂个十天半个
月的，虱子就彻底灭了。

麦醋是很亲切的厨房物品，家家户
户都要用。居然还能治虱子？我妈也
是满腹犹疑，想着没副作用，就说，试一
把！

我爸买了几大瓶醋回来，弄两张毛
巾，浇满醋，罩头上绕紧，打个结，好像
陕北放羊娃。回家吃饭做作业睡觉，都
严格执行。

那些日子可是三伏天哦，酸臭绕
梁，父兄捂鼻，表示忍受不住。但不得
不忍，全体一个念头----捂死虱子。

醋捂虱还真有效，连续作战小半
月，虱子消停了，蛋也没了，脑袋不痒
了，斩草除了根。

灭虱运动大获成功，从此再也没有
沾惹过这倒霉货。

痖弦

更多旧时光，
扫码上封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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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9月20日上午，一场成都人
眼中“最招摇的水上婚礼”在锦江上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