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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春天唱给你听
□缪英

川南农家“请春酒”
□李赵生

从寒冬到春天，人们像坐在一艘
小船上，摇摇晃晃地驶向更光明的世
界，随之而来的，还有对幸福的渴
盼。3月20日是春分了，太阳会一点
点走近你，想要跟上这个奇妙春天的
步伐，这时候，就特别想念山野的风、
山野的树，以及那满山流金的阳光。

聚集这样的情怀之地莫过于赵
公山世外青城无忧谷。

去年八月去过一次。那夜的蝉

鸣、篝火，像孩子似的手舞足蹈，和多

位老师的相聚，因为一场疫情的阻

隔，仿佛已过去经年。春天来了，山

野的春花一定在蓬勃开放，很想再去

看看它们。

从都江堰出发，沿着国道213线

向西北方向驶去，驾车翻山约半小

时，首先到达的是房车营地。17台

房车错落摆放在花涧溪边，几间五彩

斑斓的苹果小屋被打造成亲子营地，

为这里增添了不少乐趣。营地三面

环山，既能饱览赵公山顶的巍峨景

象，又能俯瞰汶川漩口镇的一马平

川，还能远眺紫坪铺水库的碧水清

波。站在更高处看，整个房车营地拥

山环水，如同山间的一处小平原。

周末游客已满员，这个沉寂几月

的景区又沸腾了起来。来自成都的
张先生夫妇去年就在营区住了三月
有余，近日再次入住，夫妇俩笑称他
们回家了。说起喜欢这里的原因，张
先生表示是因为这里有令人赞叹的
高山云海、漫天星空、醉人森林和湖
泊生态景观。

这个季节，花是不可或缺的主
角！

上到帐篷营地观景台，这里视野
开阔，极目远眺，八百里青城巍巍，苍
山此起彼伏。更为神奇的是，一树一
树的山樱花从山底一路鳞次栉比逐
渐盛开，形成了一场轰轰烈烈、如火
如荼的山野花市。女子站在樱花树
下斜倚栏杆，一阵风过，樱花簌簌如
飞雪飘落池塘，这场景，和戴望舒笔
下那个撑着油纸伞徘徊在雨巷的姑
娘一样，令人生出美丽的惆怅。

这里种植了各类乔木、花卉等
50多万株。三四月看樱花、杜鹃花、
映山红，五月泡桐花、珙桐花、槐花
飘香。此时红枫正在发芽，四五月
正是观赏的最美季节。八九月份，
20万株彼岸花将次第开放……这里
的一草一木都独具匠心，一景一物都
天然质朴。

很多城里人理想的生活都带着
陶渊明的烙印——找一处幽静古朴
所在，修一个小院，开垦一片菜园；
每日读书、写字、锄草、采摘；时有好
友做客，交心品茗，把酒当歌。这样
的理想生活，在这里完全可以得到

满足。
夜幕降临，灯火渐明，晚餐是瓦

片烧烤。古朴的陶罐里生着火，上面
放置一块瓦片，五花肉、土豆片、烤肠
等滋滋作响，搭配新鲜采摘的野菜，
美食混合着柴火的香气，诱惑着大家
的味蕾。晚饭过后，热闹的篝火晚会
开始了。音乐响起，火舞当空，在藏
族阿佳的带领下，我们随着节奏尽情
摇摆。趁着夜色，大家褪去了白天的
羞涩和矜持；又或许是在这山野之
处，人们更容易释放天性。总之，会
跳的不会跳的都加入进来，围成一
圈，手足舞之蹈之，欢快的笑声把夜
空点亮。

体验了帐篷营地的野性与浪漫，
还想体验一回木屋禅居的宁静和自
然。为了保护生态，所有小木屋都呈
点状式建设，离地有几尺高。每间木
屋都有一整面墙的落地玻璃窗，赤脚
踏上木质露台，远山在望，紫坪铺水
库在脚下逶迤，伸手可及的树枝发出
新芽，鸟儿在枝头雀跃……让人恨不
得把这山野的春天打包收藏，到了夏
天再看看，这个别样的春天会给我们
留下怎样的记忆。

山里的春夜颇有些凉意，这样
清幽的夜晚不禁让人想起了故乡，
想起了离人。“用摸过云的手牵手，
用吻过风的嘴唇亲吻”，才足以抚慰
刹那间涌上心头的孤独。坐在樱花
树下，在海拔1314米的地方，把春
天唱给你听。

谷雨前夕，一朋友打
电话来问，周末有没有安
排？我说没有。那我们几
家人就到农村去吃“请春
酒”？不然今年的春天都
要过了。我想到疫情来了
后，大多时间都宅在家里，
许久都没有到农村走走
了。这么好的天气，正好
去踏踏青。就欣然答应。

周六上午，我们一行
驱车前往乡下。

“请春酒”是川南流
传许久的一种风俗。春
节一过在农村就开始了
亲友间相互走动，拜年，
共话亲情。“请春酒”有三
台。一台是茶食，摆上自
己做的糕点和茶。二台
为喝酒。主人会摆上家
里自制的“干盘子”（腌腊
制品和拌菜）。三台为正
餐。吃九大碗，有的还要
上土火锅。虽然我曾经
在那一带生活了许多年，
只是听说这个风俗，还没
有仔细品味过。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
车程，一路春光，虽然此
时鲜花少了，但植物的
新绿伴随着我们来到了
高县庆岭镇。我们一行
将 车 停 在 镇 边 的 停 车
场。此时太阳未出，气温
正好。大家提出四处走
走看看，感受一下春的气
息。在热情的主人带领
下，我们漫步在乡间路
上，一边呼吸着清新的空
气，一边听主人介绍这个
镇近几年来的变化。不
一会儿，我们来到一处名
为“刘家大院”的农家院
子。这里就是我们吃“请
春酒”的地方。这是一座
典 型 的 川 南 三 合 院 民
居。据了解，这里原来是
一处多年未用的公房，现
在的主人把其盘下来后
进行了依旧修缮，保留了
原来建筑的风格。虽然
也是一个农家乐，但引入

“请春酒”内涵，使农家乐
增添了特色，生意十分
兴隆，就连非节假日都
有十多桌客人。

主人招呼大家围坐

在大围桌边。服务员泡
上本地特有的青茶，摆上
当地的糕点。糕点有米
花糖、苕粑丝、巴果子等，
展示主人糕点制作的手
艺。可口的甜点引得在
座的女士，不断伸手选
取。热情的主人却不断
提醒，大家少吃点，这是
第一台，以后还有更多更
好吃的。甜点吃不完还
可以打包。茶冲两遍后，
还上了两盘热茶点，就是
有本地特色的鸭儿粑、黄
粑，这鸭儿粑还分甜和
咸，甜的以甜类食品作
馅，咸的以猪肉为馅，为
在吃时好区分，主人在甜
的鸭儿粑上点一点红色
作区别。接着服务员送
来香肠、猪心、猪嘴、猪耳
朵、猪肝、盐蛋、油炸花生
米、凉拌菜、凉拌木耳等
九个碟子。主人为喝酒
的男士倒上本地自酿白
酒。这就是第二台喝酒
开始。喝酒前主人还招
呼大家先喝一碗醪糟，这
也是一个特色。甜甜的
醪糟一口下去，让大家感
受生活的甜心。酒过三
巡，服务员又送来头碗、
红苕扣、烧白、肘子、酒米
饭等九个菜品。这才是
第三台正餐开始。主人
还说，大家不要慌，还有
特色土火锅……

席间，大家品着茶喝
着酒。几位老友交流着
自己幼时吃“请春酒”的
情景。春节时最喜欢跟
着大人去吃“请春酒”。
那时物资十分匮乏，吃食
甚少，但每一家人在这天
都会拿出家中最好的东
西，招待亲朋。大家感
慨，随着改革开放的推
进，特别是近几年对农村
扶持力度的加大，农村的
生活水平和条件，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吃过饭，走出院落，
此刻的阳光已洒遍大地，
路旁的玫瑰花正迎风摇
曳。现在的农家生活，不
是正如娇艳的红玫瑰那
样红红火火吗。

热气腾腾
小吃店
3月31日早晨，江油

市一小吃店。阳光穿透
小吃店蒸包台，蒸气缭
绕，店员忙碌着为食客服
务，浓浓的生活气息又重
现城市。

摄影/李文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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