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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是不是命中缺水，我对水有着一种与生
俱来的特别感情，平时尤喜与水为伴，居所尤喜
与水为邻。儿时学会了游泳。大人出于安全考
虑，不许我私自下水。可我偏偏一离开大人视线
就去河里畅游，而且越是大人公认危险的河段，
游得越起劲。成人后，我先后在三座城市工作、
生活过，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把家安在傍水之
处。在老家县城工作，把家安在资江之畔；在广
州谋生的时候，在珠江边租屋而居；到桂林工作
后，宁可房价贵点，也要在漓江边买房筑巢。缺
了水的滋润，生命就少了灵性，日子也会过得干
燥无味。

我出生在桂北一个边远的小山村，虽然山里
雨水丰沛，随处可见泉水汩汩，深以为憾的是，
村里缺了一条河流。所幸自十二三岁起，我便从
山里走出，来到资江边的小镇求学，接着又在资
江边的县城工作了二十余年。资江便成了一条融
入我生命的江河。

资江发源于华南第一峰猫儿山。数条溪流破
峡而出，流至山脚汇合一处，便成了资江。然后
洋洋洒洒流出广西，经湖南邵阳、益阳，注入八
百里洞庭，与湘、沅、澧三江并称为洞庭四大水
系。

资江是一道天然画廊。因为是资江源头，我
家乡也有了“资源”这个美丽而富有诗意的县
名。资江于崇山峻岭间穿梭，江面不算宽阔，流
量也不太大，但也足够行舟放排。江水常年清澈
碧透，水底游鱼沙石历历可数。站在山巅鸟瞰，
犹如一条玉带，九曲十八弯，沿着山脚逶迤而

去。因为地处世界地质遗产丹霞地貌区，沿途风
光不用渲染即可入画。两岸红色峰岭雄奇险秀，
山头沟壑林茂竹秀，朱岩绿林相遇成趣，营造出
一个生态天堂。若泛舟江上，人亦融入旖旎风
光，进入物我两忘境界。改革开放以来，资源大
力发展旅游业，如今的资江已经成了遐迩闻名的
生态旅游胜地。上世纪 80 年代末，我作为旅游
开发景点普查组成员，曾经在资江两岸来回奔波
了好几个月，踏遍了这里的山山水水，还参与过
导游词的撰写。眼见今日旅游业蓬勃兴起，自豪
之情便油然而生。

至今难忘新世纪之初，我陪同出生于湖南耒
阳的著名舞蹈艺术家资华筠女士畅游资江的一
幕。那是一个春夏之交的上午，碧空如洗，不见
一丝云彩，阳光柔和如水，洒满了一江，江面清
风拂面，山中五颜六色，绽放出满山灿烂。资华
筠女士显得特别兴奋，一路述说着她的家世。她
是明代朱氏皇族后裔，清军入关灭明，朱氏家族
惨遭追杀，她家祖先借着资水侥幸逃脱了那场厄
难，为了报答资江的大恩大德，举家改为资姓。
资华筠女士深情地说，资江是她家族的救命江，
也是她的母亲河。我突然想起了一首古诗，掐头
去尾吟诵起来：我住资江头，君住资江尾，同饮
一江水，未饮心已醉。资华筠女士一听哈哈大笑
起来，清脆的笑声惊飞了一群白鹭。令人惊奇的
是，白鹭并未远飞，而是绕着我们的船，在头顶
盘旋流连。资华筠女士说，白鹭是灵性动物，在
欢迎远道而来的资江女儿呢……

资江是一条装满了故事的江。从古至今，不

知演绎了多少悲欢离合，酸甜苦辣。古时，山区
人烟稀少，陆路交通闭塞，全赖水路沟通与外界
交往，资江便成了黄金水道。自明朝开始，不断
有移民溯资江而上，在资江两岸安家落户，经济
渐渐繁荣起来。于是，湖南湘乡、双峰等地商家
开始在资江上游的葛浦坪开辟码头，建立商埠。
后来，湖南商人又在码头之上修建商会会馆。为
了祭奠丧生于资江的亡灵，每年七月半盂兰节期
间，会馆都要举办盛大的盂兰盆会，超度水上亡
魂。法事结束，两岸民众自发漂放河灯，祈福祈
平安。月色笼罩的夜晚，千万盏河灯漂放资江，
把资江变成一条流光溢彩的灯河，与天上银河遥
遥呼应，无愧人间一大奇观。如今，资江河灯节
已经成为著名文化旅游景观，被列入了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我一直以为，资江应该
是个适合艺术家发呆的地方。作家诗人也好，丹
青墨客也罢，只要肯在资江两岸盘桓流连，准会
灵感爆闪，文思泉涌，吟诵出千古绝唱，也全在
情理之中。

资江是条充满温情的江。对于两岸百姓来
说，资江就像一个乳汁丰沛的慈母，一直默默无
声地滋养着他们。我是喝着资江水，在资江里泡
大的，一直把资江等同于自己的慈母。每每在温
暖或清凉的江水中畅游，便觉得自己变成了一条
快乐的游鱼，自由而充满活力。游罢回家，夜晚
睡觉连梦都不做，三天不享受资水的亲吻，十八
少年会变成八十老汉。资江之水清澈纯净，女孩
子在江水里洗头浣纱，个个滋润得水嫩花飞，男
孩子在水里浸泡戏耍，个个变得剽悍强健。资江

鱼类繁多，而且肉嫩味鲜。抓鱼的最好季节是
春夏之交的鱼汛。大量的鱼类自长江溯源而
上，回流产卵，成群结队，慢慢腾腾地往上
游，伸手就能抓住。有一种叫“大眼闭（瞌
睡）”的鱼更有意思，喜欢沿着浅滩往上游。
捕鱼人无须借助任何捕捞工具，只需穿上一条
大裆裤，先扎紧裤脚，然后扯开裤头，逆流坐
在浅滩上，“大眼闭”就傻傻地往裤裆里钻。
只需顺手把裤裆一搂，上岸扯开紧扎的裤脚，
活蹦乱跳的鱼儿便落满沙滩……我的童年正值
缺衣少食年代，是资江默默地给我提供着丰富
的蛋白营养，给了我一个快乐的童年。资江，
我的母亲河！

资江的板路实在太多太多，即便三天三夜
不停声，也别想扯完。

我曾经有个梦想，希望有一天乘坐一条小
船，沿资江而下，经邵阳，过益阳，入洞庭，
然后顺着长江直达东洋大海，尽情领略一番江
河的浩荡，大海的浩瀚。不过现在看来，这个
梦想是没法实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桂北山区
交通业迅猛发展，村屯公路、乡镇公路、国道
省道、高速公路四通八达，据说马上就要修高
铁，建机场了。资江的交通要道功能早已消
失，恐怕有钱也难请到人驾驶小船给我完成梦
想了。心里难免遗憾，但还是由衷地感到高
兴。我的小小个人梦想比起社会繁荣进步，比
起人民富裕幸福，又算得了什么。

参观朋友的新居，见凉台一角摆
放着篷式竹制秋千，煞是新颖别致。
朋友说，坐上可晒太阳，可品香茗，
可眺望室外风景，可阅读书刊微信，
可闭上双眼，乐享南柯一梦。来，试
试！

这些年，室外我从未见到过秋
千。倒是在别人的居室里还见过两
次，看来在当下快节奏的生活中，人
们还是希望保留一点古典情怀，静下
心来享受休闲。

秋千是我国民间的传统体育运
动，并非秋天的运动，而是春天从二
月末到清明那段时间的运动。简易的
秋千就是在木架或铁架上悬挂两根绳
子，绳子下端拴一块木板，人在板上
或站或坐，两手握绳，由旁人轻推或
自己利用蹬板的力量，身躯随之悠荡
摆动。

秋千的历史很久远，可以追溯到
远古时代，后来成为非常普遍的体育
运动。南唐冯延巳《鹊踏枝》词：
“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入秋千
去。”李清照《点绛唇》：“蹴罢秋
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
汗轻衣透。见客入来，袜刬金钗溜。
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
两首词反映的都是少女少妇荡秋千背
景下的心情故事。电视剧《红楼梦》
中姑娘们正式入住大观园后，常常在
园内赏花作画，钓鱼下棋打秋千。小
说第六十三回有：“佩凤、偕鸾（贾
珍的两个小妾）去打秋千玩耍，宝玉
便 说 ： ‘ 你 两 个 上 去 让 我 送 ’
（推），慌的佩凤说：“罢了，别替
我们闹乱了！”可见荡秋千在古时是
很盛行的。

我知道秋千，最早是少年时看连
环画，三言两拍中有《宣微院仁女秋
千会，清发寺夫妇笑啼缘》，讲的是
元代一对青年男女因秋千会而结识，
继而生死相恋的故事。官员宣微家有
后花园，女孩儿们春天常去那里玩。
一日，有公子骑马从墙外经过，听见
园内有笑声，在马上欠身朝里望去。
只见几架秋千竞荡，欢声笑语正浓，
一个个美丽的女子身着鲜艳的服饰在
荡秋千。公子被吸引了，回家后盛赞
宣微家的女儿美丽，其母便请媒人去
提亲。宣微于是请公子来家中，让他
当面考察，如果公子才貌好，便可许
亲。

公子盛装前往，宣微见他丰神俊
美，但未知才学如何，便说，公子前
看过小女们荡秋千，何不以此为题，
赋《菩萨蛮》一首？公子挥笔展纸，
一挥而就。词曰：“红绳画板柔荑
指，东风燕子双双起。夸俊要争高，
更将裙系牢。牙床和困睡，一任金钗
坠。推起枕来迟，纱窗月上时。”词
韵句佳，末句暗含求婚之意。宣微心
中大喜，决定将三夫人的女儿许配与
他，遂传小姐与公子相见，二人自是
欢喜，一见钟情。

天有不测风云。公子之父突遭革
职，随后下狱死亡，转眼间全家荣华
富贵如冰消瓦解。宣微非势利之人，
他想收留公子与女成亲，并供他发奋
读书，以期日后重振旗鼓。但三夫人
不同意，一心要悔亲，小姐却誓不改
约。无奈，父女都拗不过三夫人，最
终还给她另择富贵人家嫁了。

哪知迎亲路上，小姐在轿中解开
缠脚纱带缢颈而死。公子闻听此变，
悲恸欲绝，前往哭祭。他肝肠寸断地
扶棺大恸，竟然让死去的小姐起死回
生。之后他们还经历了一些曲折，最
后才“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这个由
秋千会结下的生死之恋的具体情节我
都忘了，只是小人书中女孩儿们在秋
千架上悠来荡去的美丽倩影留在脑海
里，让我见到秋千就想起这个故事。

又到春天。而今的秋千，再也没
了在城市存在的价值，到处都有各种
先进的健身器材；而今的女子，再也
不用借由秋千寻找和寄托自己的终
身，她们可以自由洒脱地爱谁找谁，
活出自我和个性。

资江，一条漂满故事的江
□凡夫唐

秋千会

生死恋
□刘淑萍

劳动者 苗青 摄

黄虎是一条土狗。
插队一年后，我和三个姐姐从房东的老屋搬

了出来，搬进了生产队为我们新起的房子。新房
子在一个小山坡上，是用泥砖做的，松木椽子，
清灰瓦顶，一厅两房，西边加了个小厨房，厨房
旁边是生产队的烤烟炉，后面是生产队的猪栏。

我们四姐弟有分工，三个姐姐做饭种菜忙家
务，我负责打柴。因为养了些鸡，需要一个狗狗
看门。村里家家都有狗狗，何况山里狐狸多。正
好房东滕二叔家的母狗下了一窝狗崽子，于是我
抱了一条回来。小狗狗一身金黄，唯独额头上分
明用黑毛写了一个歪歪扭扭的“王”字。姐姐们
都叫它阿黄，我命名它一个很牛逼的名字：“黄
虎”！

黄虎是一条漂亮的土狗。因为我喜欢喂它，
这家伙长得膘肥体壮，比它的兄弟姐妹们有派多
了。再后来，体重近四十斤，有点显肥。黄虎长
得虎头虎脑，貌似一霸，其实是匹娘娘狗，打架
少有赢的时候。我亲眼目睹这家伙被下村朱万祥
家的黑狗追得夹着尾巴落荒逃窜，真正的徒有其
表。黄虎最大的优点就是会讨好我和姐姐们，所
以姐姐们也很喜欢它。它在我们家过着它的幸福
狗日子。

黄虎真正令我失望是 1973 年春节。母亲从
镇里到乡下和我们一起过春节。大年初一，是上

午九点左右，阳光很好。我吃完早餐坐在小院子
里晒太阳，顺便欣赏四周的风景。

我们房子面对一片田垌，是村里最大的平
原了。东西比较狭窄，约七八十米，南北很
长，得用公里来计算了。冬天的田垌早已收割
了，很干爽，又没有耕种，只有很多稻草把零
落散放着，像一个个东倒西歪的稻草人，有点
寂寥。百无聊赖的我忽然发现了一只狐狸！这
只狐狸可能是进村偷鸡没偷着，正懒洋洋地顺
着小河边往山上走。它的颜色完全和冬天的山
坡田野稻草把一个色，若非它那条黑白相间的
醒目大尾巴，我根本就不会发现它。这下我来
劲了，马上招呼黄虎一起去猎狐。同样百无聊
赖的黄虎更来劲了。摇头摆尾上窜下跳前后左
右追着我来到田野上。

狐狸发现了我们，它出人意料根本没跑，而
是一屁股坐在河堤上，静静地看着我和黄虎。这
绝对是只老狐狸！它把尾巴盘在屁股下面坐在河
堤上的时候，不是狐狸，是一根木桩！以前村民
为了保护河堤，会在河堤上打许多木桩，高高低
低的，年长月久，都有包浆。现在这只狐狸就是
一根很包浆的木桩，若非我一直盯着它的话。而
黄虎完全在老狐狸的预料之中，它以为我是带它
玩儿，不管我如何大喊，只顾自己满田野撒欢，
压根就没看见那只狐狸。我拿出最后一招——— 捡

起一块石头，往老狐狸那扔了过去。狗天生喜
欢追逐移动的东西，黄虎向着老狐狸方向狂追
过去。老狐狸慌了神，拔脚就逃。

这下黄虎发现了真正的目标，这个时候它
显露了狼的本性，一路狂吠猛追了过去。一场
牛逼的追逐战！从田野上山坡有一段两米多高
的崖壁，狐狸个头小，费了点劲才爬上去，而
我的黄虎一跃而上，我看见它已经直扑老狐狸
的黑白尾巴尖尖。“吃只鸡！”（注：“吃只
鸡”是我们乡下“加油”的意思）我欢呼一
声，把身上的棉袄往地上一甩，也追了上来。
我以为黄虎已经把老狐狸抓住了。小山坡顶
上，我只看见黄虎昏头昏脑地四处乱叫乱跑，
老狐狸踪影全无。听说狐狸危急的时候会放
屁，我只能说黄虎是被狐狸屁屁熏晕了。这真
是条无用的土狗！

几个月后，黄虎因为和疯狗打架，按村
里的规矩要打死它，村民们来劲了。因为不
少饕餮之徒对我家这只肥狗早已垂涎三尺，
已经有人私下出价 20 元。天蒙蒙亮的时候我
拉自行车出门了，准备把黄虎拉去玉林新桥
街卖掉。我不愿看到村民打死它。黄虎开始
欢呼雀跃，它也不是第一次跟我去逛街了。
可是，当我把它塞进一个猪笼的时候，黄虎
忽然沉默了。新桥公社在十来公里外，山路

十八弯，不断上山下山，很远。路上黄虎再也
没有看过我一眼！它的沉默令我不安。到了新
桥街我觉得太近了，黄虎可能会跑回来，又拉
到了十多公里外的樟木街，和人谈好十元钱。
一个令我终生难忘的场景出现了！在我接过人
家十元钱的时候，已经沉默了两个多钟头的黄
虎突然仰天长哭！那绝对不是狗叫，是哭，是
撕心裂肺的哭！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种声音。
是野狼在野外的嚎叫，不，是狼在哭！从我收
钱，从车上解下猪笼子，到我骑车已经走了数
十米，哭声一直持续。那种伤心、失望、绝
望、悲伤……无以言表。我终于控制不住自
己，冲回去流着泪把钱塞回给那些人：“我不
卖了！我不卖了！我不卖了！”大人们对我举
起了拳头：再不走，打死你！回来后，我两天
没吃饭，哭了三天。整个晚上都是黄虎的哭
声。

说实话，曾经在我眼里，黄虎就是一条
狗！其实，在乡下那些凄清的岁月，黄虎已经
给了我很多很多，那些友情，那些温暖，那些
忠诚，因为它是狗，我们都忽略了。它就是我
最好的朋友，最好的兄弟啊！我终于嚎啕大
哭。从那以后，我就没有再养过狗，我怕我再
也没有心力承受这份爱！你好！亲爱的黄虎！

土狗黄虎
□苏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