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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门半掩，爸爸的房间紧闭。妈妈的房间门

大敞开。

“杨玫，我们家好像遭强盗了呢！ ”

杨玫说，别乌鸦嘴，上前推爸爸的门。 爸爸

躺在床上，眼睛紧闭，身子侧着，很安静的样子。

屋里像刚喷过农药的庄稼地，尽是酒精味。

“姐，电视机不见了！ 被偷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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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的平面直角电视， 才买不到半年呢。

杨文时常在周末守着电视看《狮子王》，看成龙

主演的武打片。

电视柜那儿， 只剩平时抹桌帕没法抹到的

大摊灰尘。 杨玫走进妈妈的小房间。

杨文紧跟过来：“妈妈房间也被盗！ ”

妈妈床上空空。衣柜、平柜、床头柜全敞开，

只剩一堆旧衣物。

杨文跑到脸红筋胀的爸爸跟前：“什么人拿

走了妈妈的东西，偷走了我们家电视机？你个大

男人，怎么连个家都看不住？ ”

杨玫突然想起什么。走出门，看自己上午洗

后晾到白果树底的床单， 有一块八成新的便是

妈妈床上的，已不见了。 似乎一切明白。

杨 玫 端 来 爸 爸 平 时 喝 茶 的 大 搪 瓷 缸 ：

“爸———你又背着我们喝酒啦。不能再喝了噢。”

爸爸想从枕头上撑起， 似乎连这个力气也

不够。杨玫上前，扶起他，咕咕喝下几大口淡茶，

咳嗽起来。

等咳嗽平息 ，“去问你妈吧 。 她———搬走

了。 ”

老杨重新躺平，更严重地咳嗽，杨玫拉过痰

盂缸，让他吐，吐出一大团红。

“爸爸，送你上医院吧？ ”

“送什么医院？他这病，只适合用二锅头医。

输进半斤大曲，马上明显改善。 ”杨文抓起座机

话筒，打妈妈手机。

“喂、喂……”欠费停机！家里的电话欠费停

机，怎么拨都是忙音。

杨文向爸爸要钱去外面打电话。 爸爸让杨

玫摸他的衣服口袋，抓出一堆角票块票。杨玫没

见到杨达的身影，问杨达的去处。

爸爸不敢肯定。 他说，可能跟你妈走了吧。

他们去了哪儿，并没明说。

杨玫也要了两块钱， 去糖烟酒铺打电话给

马伯伯。

伯伯让她放心， 协议书与伯妈的结婚戒指

放在同一个小盒子里的，丢不了。

杨玫开始准备全家人的饭菜。 杨文气嘘嘘

的，到小厨房：“姐，不要准备我的了，我去找妈

妈，看她们住在什么金窝银窝里。 等我找到，回

头接你们，接你和爸爸。 ”杨文扎紧松了的运动

鞋鞋带。 “这儿，就交给你了。 ”

杨玫的锅铲当地掉到地上， 眼泪一颗接一

颗下来。“你们全都走了，这饭，我煮给谁吃啊！”

杨文拍拍姐姐肩膀：“我去去就回。 ”

爸爸的声音从里屋传出来：“让她走吧，要

走的，你想留也留不住。 ”

杨玫把晚饭改成炒饭， 先端一小碗到爸爸

床跟前。 爸爸坐起，她说：“爸，你得赶紧找个房

子，拆迁队哪一天突然闯进院子，就来不及了。”

“车到山前必有路。 租房需要钱，爸爸哪有

钱啦。 ”慢慢吃起炒饭。

杨玫把碗筷端到自己的房间， 搁到三抽桌

上，挑两口，咽不下去。 看着平时喜欢吃的蛋炒

饭，像一个完全不好古的人，面对刚出土的青铜

器，知道那是好东西，对它却提不起一点兴趣。

找到吉利小区门牌，杨达给杨文开门。

第一眼看到的， 不是九十多平方米的新房

布置，是客厅里那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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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平面直角电视机。 电

视播放着英语原声录像片。

妈妈从主卧室出来， 盯着杨文两只空手。

“你想让老娘给你准备新被子新床单？你以为这

边老娘哪样都给你预备齐全的啊？ ”

“妈妈，我们要么回去住，要么把爸爸、杨玫

一起接过来。 ”

“你想回去自己回去好啦，接他们过来？ 我

没给他们准备房间。 除非你同你哥自愿让出你

们的。 ”

杨达说：“我才不干呢。 新房子住起安逸惨

了。 出门就是开发大道。 ”

“那我走。 你们自己在这儿住好啦。 ”

杨达拦住杨文。“想走，你以为这里是旅馆？

旅馆还兴登个记退个房呢。 ” 妈妈反锁上防盗

门。

“去。 右边那间是你的。 ”妈妈说。

杨文走进指定给她的房间。一张单人床，床

板上面已经垫上一层纸板。 床头柜上方有一面

椭圆形穿衣镜。她早就想拥有这么一面穿衣镜。

床面前放着一双橘红的塑料拖鞋。床侧边，还有

一个米宽的四层书柜、一个床头柜。 挨着窗户，

摆放着一张两抽桌，桌前一把圆面木椅。窗户挂

起黄底碎花帘子。

哗地拉开窗帘，一束阳光斜照床上。杨文坐

到圆面椅上， 比划起写字做作业的姿势， 那瞬

间， 她都极不想辜负这么好的读书学习配置。

比老房子亮敞不止十倍。

妈妈在远处观察杨文的脸色。杨文回身，目

光与妈妈相遇。

“为哪样没有杨玫姐姐的？ ”

“问那么多做啥？ 以后你就知道啦。 ”

“你把电视机搬过来， 以后我姐看哪样，我

爸看哪样？ ”

“杨玫哪有空看电视？你爸那老东西就喜欢

个新闻，办公室报纸他一天还没看够？ ”

走进杨达房间。 杨达的被子在床中间乱成

一堆。 床头前方， 一幅欧洲美女的半裸侧面彩

照。

“老子叫你不要贴这个，你偏要贴。”妈妈上

前去撕。 杨达说：“请不要撕啊，你敢撕它，我就

从这儿跳下去。 ”杨达走到窗户边。

妈妈放弃了。拿起写字台上一堆碟片，翻看

那些花花绿绿的片名和封面图案。

有人急促敲门。

妈妈对杨达说：“你去开门， 可能是我要的

菜饭送上来了。 ”

接过妈妈手中的钥匙，杨达打开防盗门。

“你们家这个季度的物业费， 一共六十六

块。 ”门卫上门代收物业管理费。

费琴艾把钱递过去。物业在册子上画个钩，

嗵嗵下楼。

防盗门刚关上，哐当———盘碟碎在楼梯间。

重新打开门，妈妈等在防盗门边。一个胖嘟嘟的

姑娘端着盘子站在门跟前：“阿姨， 红烧肉掉到

地上，盘子打烂啦。 ”

“其他的菜是不是也打泼，你拣到碗里的？”

费琴艾一一检查托盘里的碗碟。 “钱，我是付过

的。 你退我三块钱。 ”

“我没钱。老板娘说，前半年试用，一分工钱

没有。 我才来三个月。 ”

“真是倒了邪霉了。 怎么总摊上你这种蠢

货？ ”

“你们家需要打扫卫生不，我来帮你们打扫

一天卫生吧。 ”

“我这是新房子，刚搬进来。 ”

杨达跑过来，盯住胖姑娘。“同我睡一晚上，

我给你免了！ ”

“你个杂种，你再给老子乱说！”费琴艾对着

杨达扬巴掌。

胖姑娘看杨达一眼。 脸燥辣辣的，低下头。

“阿姨，我可以走了不？ ”

“还不快滚！ ”

杨文挤出门。费琴艾以为她要趁机逃走，追

出来。 “没有叫你滚啊，你若敢走，就再不要回

来。 ”

杨文对妈妈笑。“我才不滚呢。妈，我去门口

买包卫生巾。 ”杨文诡秘地眨一下大眼睛。 费琴

艾以为杨文经期到，不再生气。

到一楼走廊，杨文回身截住胖姑娘，递给她

三块钱。 “回去，还给我妈。 ”

胖姑娘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不知道自己是

不是该回去。

“你如果不马上还清， 当心我家那个痴呆

哥，趁我们不在，真按他想的那么逼你。 ”

“那我拿什么还你呢，妹妹。 ”

“我叫杨文。 哪天家里真需要帮忙的时候，

叫你你不要推辞就是。 ”

胖姑娘咚咚回到楼上。“还钱”回来，在二楼

与杨文再遇，杨文手里真的拿着刚买的卫生巾。

杨文没跑回老房子去，菜钱也补还，费琴艾

放心了。 接到个电话，就要出门，把杨文叫到主

卧室。“我出去打打小麻将，晚上可能不回来啦。

你今晚可以睡我的床。给我看好你哥，不许他晚

上出去，扯故下楼都不要准他。 ”

“那你也得答应我一件事情，家里电话停机

了，你去交点费好不好？ 我爸、我姐有事好联系

我们。 ”

“晚上交不了。 我答应你，明天给你们交一

百块。 ”

费琴艾带上防盗门，锁芯嗒嗒响两下，锁严

实。

杨文跑到窗户边，从窗帘背后往下看，妈妈

搔首弄姿走出小区，招停一辆出租车，往市中心

去了。回头，问正在翻碟片的杨达：“拿你钥匙我

开门，我到下面大道上逛逛。 ”

杨达说：“我哪有钥匙啊？ 她让我们过几天

再去配。 ”

杨文只是试探，妈妈到底给没给杨达钥匙。

看来， 他真没钥匙。 那———把兄妹俩都锁在家

里， 晚上她不回来， 明天早上我杨文怎么出门

呢？

杨达似乎找到了想看的碟片。 催问杨文：

“你们帮马家搬了一天家，还不困、还不想上床

睡你的觉？ ”

杨文问：“才几点？ ”看墙上石英钟，十点过

了。 杨文打一个哈欠。

杨达提醒她，卫生间里有热水器，可以先冲

个澡。

杨文走进卫生间， 拧拧热水龙头， 冷水开

关，还真方便。 可是，没带换洗衣服过来。 算了，

身上衣服也才穿两天，冲冲吧。抬进一把圆面椅

子，放好衣服。

洗着冲着，头上的吸顶灯突然熄灭。杨文从

小见惯惊吓，心想一定是停电了。打算摸黑再搓

搓。 突然又亮，电又来了，又放心洗起来。

杨达把碟片塞进影碟机， 画面上跳出两个

赤裸男女如兽的交媾大特写。他先坐起看，坐不

住，站起来。 站起来也无法安静，困兽般走来走

去，眼睛死死盯住屏幕。 碟片来自大衣柜底层，

他好奇地想搞清楚老妈秘密收藏的碟片， 到底

有哪样稀奇内容。

画面要死要活。杨达像只见人便吃的饿狼，

巴不得有个目标马上扑上去。

卫生间里的灯，正是他拉灭又拉开的。

杨文冲洗完毕， 穿好衣服， 走向妈妈的房

间。

杨达尾随杨文走进房间，从后面扑倒杨文。

杨文抓住杨达的手腕一口咬下去。 杨达手

一松，杨文跑向厨房，抓起菜刀，抵着杨达胸口。

杨达还想再扑过来。

“杨达，你醒醒不？ 我是你妹，你亲妹妹杨

文！ 你是我亲哥！ 你想干什么你？ 你再过来，我

一刀宰了你！ ”

杨达手抓烟灰缸，斗牛似地盯着头发水淋，

刚开始发育的杨文。“你不是妹妹，你不是杨文，

你难道不……我……”

烟灰缸砸过来，杨文侧头，砸到地上，哗地

钻进床脚。

杨文既着急也超常冷静。防盗门锁上的，屋

里没有钥匙，不可能有时机打妈妈的电话。电视

还在不断播出淫荡的音响。只能自己救自己。她

想，得想办法把杨达打昏，反正那猪脑袋已经够

坏。 面对快三十岁的男人，硬打肯定打不过。 当

然最好还是别重伤他。

妈妈房间门上插着钥匙，杨文有了新主意。

一边怒斥一边往门边撤退。一把抓起房间门，关

上，从里头迅速转动钥匙。

钥匙还没抽离， 杨达已将门把手转得稀里

哗啦响。

杨文长出一口气。 “哥———你听好了，你把

妈妈门锁整坏，妈妈回来决不饶过你！费琴艾决

不饶你！ ”

（未完待续）

致 母 亲

尚庆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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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

忽略了太多

和您在一起的时光

那些被忽略的日子

如今忆起

点点滴滴

都那么美好

值得珍藏

2

我无数次站在

夜的门口

眺望远方

夜色聚拢

只有那个方向

星光闪烁

温暖如常

3

您默默守护在一个

叫老家的地方

以卑微进泥土的姿势

把自己供养

却开出一种叫爱的花朵

绽放春夏

傲立冰霜

4

想见您时

您就会悄悄步入

我的梦乡

我不知道

您想我的时候

是怎样的惆怅

5

我多想唱一首

赞美的歌谣

用尽那些伟大的词汇

和尊贵的情感

我多想，我多想

口未开

已颤栗难抑

泣声如咽

夜宿腊龙

陶昌武

为了一睹天下第一高桥———杭瑞高速北盘

江大桥的风采，我们来到位于大桥西岸、隶属云

南省宣威市普立乡的腊龙。

腊龙是一个自然村寨， 位于半山之间一块

略微平缓的台地上，上百户山民，祖祖辈辈生活

其间，依靠坡上坡下那些瘠薄陡峭的山地为生。

面对从脚下五六百米深的峡谷里缓缓流过的北

盘江，他们除了望天兴叹，别无他法。 其实，北盘

江名义上是江，但那狭窄的河床，细小的流量，

仿佛一条名不见经传的小河， 对两岸山民的生

产生活，几乎谈不上帮助，倒让地形起伏更大，

切割更深。 只是村民们做梦都没有想到，凌空飞

渡、长虹卧波般的北盘江大桥，会在一夜之间，

使村子突然名声在外。

面对巍然屹立、横空出世的北盘江大桥，我

不由感到震撼！

曾荣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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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国际桥梁大会古斯塔夫金

奖的北盘江大桥，作为杭瑞高速的控制性工程，

采用双塔四车道钢桁梁斜拉桥结构， 全长

1341

米，最大跨径

720

米，桥面至江面垂直距离

565

米，相当于两百层楼的高度，目前为全球高度第

一、跨径第二。 作为贵州（承建方）首座获此殊荣

的大桥， 标志着贵州桥梁建设， 进入了世界视

野，得到了全球桥梁界的认可。

尽管远在上游和下游几十公里之外， 都能

看到群山掩映中的大桥雄姿， 但在东岸的贵州

省水城县都格乡境内， 因为桥隧相连， 地势陡

峭，很难找到最佳拍摄和观赏位置，因此腊龙便

成了旅游和摄影爱好者， 近距离欣赏北盘江大

桥的首选之地。

当初建桥的时候，人们知道大桥的规模，天

下第一、举世无双，心里便期待着，高速公路会

在桥头，设一个出口或允许短暂停留的服务区，

就像云南龙江大桥一样，供南来北往的人们，一

饱眼福。 但直到竣工通车，大家才发现，那不过

是一厢情愿。

然而， 这并没有挡住来自四面八方人们好

奇的目光和急切的脚步。 尽管无论从东岸的俄

脚， 还是西岸的摩布出站后， 需要沿着弯弯曲

曲、绕山绕水的盘山公路，心惊肉跳地颠簸一个

多小时，才能抵达腊龙，但一往情深、心驰神往

的人们，总是乐此不疲、趋之若鹜。

热情好客的腊龙村民， 为了不让远道而来

的客人，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他们倾其所有，将

历年来四处化缘、省吃俭用的村级积累拿出来，

修了一个观景台。 说来奇怪，寨子所处的大山，

在跌落出那个台地后， 突然收束成一片狭窄的

山脊，宛若薄刀岭，又被称为猫鼻梁，并猛地一

跃，拔地而起，形成一个相对高差一百多米、绵

延六七百米的高峰，仿佛天造地设，专门为观赏

北盘江大桥而存在似的。 人们到了腊龙，便可沿

着那条鹅卵石镶嵌和木板搭设的栈道， 爬上观

景台，饱览北盘江大桥的雄姿和周围的风景。 极

目远眺，只见巍峨的群山，逶迤连绵，气势磅礴。

东边的晨光里， 隐约可见随风转动的风力发电

机，与眼前的北盘江大桥，遥相呼应。 还有视野

里的陡坡上，或稀疏或茂密的树林之间，刚刚锄

过的灰白的山地，让人难忘。

我刚参加工作时， 是在北盘江中游南岸的

普安县龙吟学校任教。 那里也是石漠化非常严

重、 贫困程度极深的少数民族山区。 但意外的

是，竟有十来户村民，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从

宣威顺江而下，背井离乡，辗转迁移而来，问起

原因，都说龙吟的生活条件，要比老家好。 当时

无法想象，他们的老家，是怎样的模样，直到置

身腊龙，我才真切地感受到，什么叫条件艰苦、

环境恶劣。

我没有想到，腊龙是我迄今为止，见过的最

不适宜人类生活的地方， 却有人长期生活在那

里。 这使我又禁不住感到震撼！

村子东面，是壁立千仞的悬崖峭壁，自不待

言。 所有的土地，名符其实的山地，就散落在南

面和西面的陡坡上，每块山地的宽度，不过两三

米。 而且不难看出，土层瘠薄，与良田沃土毫不

沾边，其出产可想而知。 不仅如此，人均占有面

积，仅有七分。 因为山高谷深，涵养水源的能力

差，加上年平均降水量只有一千毫米左右，因此

缺水特别严重。 水土是生命赖以存在和发展的

基础， 缺水少土， 就意味着生命的质量要打折

扣。

在隔壁那个叫腊戛的寨子，一位年轻人，提

了一塑料袋洋芋，迎面而来，我们停车问路，他

笑着说，前面那个寨子，就是大桥桥头。 隔着塑

料薄膜，我们看到，那鸡蛋大小的洋芋，蔫头耷

脑、 干瘪瘦削， 已经长出很长的芽和粉白的须

根，便随口问道：“你这是拿去栽吗？ ”他说：“不，

是拿去煮吃的”。

虽然已是傍晚，但村子里依然显得很冷清，

许多人家四门紧闭，少有人影。 虽然一层两层的

平房不少，也还有低矮破旧的瓦房。 在一幢两层

的平房前面，两位老人正在喂猪。 我问他们，怎

么大家都关着门？ 回答说年轻人都出远门了，在

家的老人，大多在山上刨地。 我问都种些什么作

物，说是包谷洋芋之外，也种生姜。 生活在这种

地方，生活很苦，但没有办法。 那位男性老人感

叹。

村子里有一辆跑市里的中巴车，刚刚回来。

车主是位中年人， 颠簸了一天， 看上去有些疲

惫，我们不忍打扰。 只问他有没有餐馆和旅社？

他说你们停车那边，有一家牛肉馆和一家旅社。

回身一看，牛肉馆有简单的招牌，旅社没有什么

标志，都关着门，敲了半天也没人应。 正在疑惑，

旁边一幢平房的门开了， 一位七十开外的老人

走出来，知道来意，摸出手机拔打。 然后不无遗

憾地告诉我们，他儿子是村支书，可惜在市里开

会回不来，不然村委会倒是有食堂和宿舍。 不过

你们稍等一下，这家牛肉馆的主人干活去了，晚

上会回来的。 然后指着对面那幢三层的平房说：

“那是我侄儿家，他家可以住宿”。

牛肉馆的主人叫张廷超，天黑以后，才和妻

子一身尘土地回到家里。 搁下锄头粪筐，随便洗

洗手，便打开冰柜，拿出牛肉来切，为我们准备

晚餐。 吃完晚饭，主人便把他手机里，云蒸霞蔚

中的大桥照片，打开给我们欣赏。 接着，那位热

心的老人，便跑过来说，他已经把我们要住宿的

情况，告诉了侄儿。

我们想趁着夜色，爬上观景台，拍摄大桥的

夜景，可惜桥上没有灯光，效果不好，便打消了

念头，准备早一点休息，次日早起。

说是旅社，其实不是。 主人刘应伦，是村主

任，他不过多准备了几套铺盖，方便客人而已，

然后象征性的收一点洗涤费用。

刘应伦介绍了没有将大桥打造成景点的原

因，然后不无惋惜地感慨：腊龙人错失了一次千

载难逢的发展良机。 又说到他们倾尽所有，修建

观景台的过程， 言语间流露出身处天下第一高

桥桥头的无限骄傲， 还有未能开发成景点的无

奈与遗憾。 知道我们来自贵州，便说他的第二个

孩子，刚刚考到六枝县卫健局，并夸赞贵州这些

年来变化很大。 在我们喝茶闲聊的过程中，他的

妻子便去铺床。 乍一看去，夫妇俩都身材高大，

体格健壮，气度不凡。 我问他有几个孩子，回答

说三个，老大现在北京一家国企上班，老三读了

一年大专，然后应征入伍，已经转为二级士官。

不到半百年纪， 身处穷乡僻壤， 孩子们这么出

息，不由让人肃然起敬。 “了不起！孩子们这么争

气，你们真是教子有方啊！ ”我由衷地羡慕说。

谁知刘应伦说，是全村人民时来运转！ 他说

长久以来，村里很少有人走出大山，在我们这代

人以前， 跨出农门的屈指可数。 但是进入新世

纪，希望的太阳，照到了村民们面前：一位叫陶

汝团的代课教师，在师范学校读了三年回来后，

担任了村小学校长，开始狠抓教学质量，至今近

二十年，小升初考试长期名列全乡前茅，许多孩

子从此开始起跑，考入曲靖一中、宣威二中等重

点高中，然后成群结队地，成为山沟里飞出去的

金凤凰，进入全国各级各类大学，迄今已逾两百

多人。

原来如此！ 我再次感到震撼，源自灵魂深处

的震撼！

出发前， 天气预报当地晴有阵雨。 夜很深

了，我躺在床上，浮想联翩，怎么也睡不着。 寂静

的村子里，不时有轻微的山风，从窗外拂过，沙

沙作响。 我一直期待着，能马上来一场暴雨，倾

盆而下的那种，明天一早的大桥，在朝霞的映照

和地气的蒸腾下，便仿佛云里雾里一般，神奇缥

缈，似有若无，美伦关奂。 可惜，直到天亮，始终

月明星稀，丝毫不见雨的踪迹。 好不容易挨到天

亮起来，爬上高高的观景台，丝毫不见云雾的影

子，不免显得单调。 聊可慰藉的是，漫山遍野星

星点点的映山红，开得正艳，多少给相机的取景

框里，增添了一丝艳丽的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