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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尔闲步，过一城郊小村，路对面
的山林里传来叮当叮当的铜铃声响。
好熟悉而又久违的声音！ 我定睛细看，
暮色初临，斜光淡照，山林子里一黄牛
形影依稀可辨。 叮当的声音就是从那
里传出的， 应该是那黄牛脖子上的铜
铃声响。

这声音远远传来， 顺着晚风时就
特别清晰响亮，有一种独特的韵味。 我
一下听痴了。 这声音把我带回到过去，
让我忆起了一些往事。

我在六七岁时就帮家里放牛了。
那时，牛别提有多金贵了，它是耕田犁
地的重要畜力。 放养好牛是一件很重
要的事。 为防止在山里放养时寻找不
到牛， 就得在牛脖上套一根装有铜铃
的耐磨麻索或皮带，只要牛走动，或轻
轻地摇头， 铜铃声就会叮当叮当地响
起来。 即使林再深草木再茂盛，也能循
声找到自家的牛！

我家在泉坪，一条小河穿峡而过，
河对岸为一大片缓缓的斜坡， 直抵山
脚， 两头又都有山壁相护， 牛放在这
里，是不用担心它走失的，为天然的放

牛牧场。 记得那时每到下午四五点，邻
近生产队的放牛娃们就会从我家对门
的山壑中的大路上赶着一大群牛，叮
叮当当的一路过来。 将牵牛的绳子绕
着八字缠在牛角上， 然后一竹鞭子拍
在牛屁股上，一声吆喝，牛儿们便奋蹄
直奔偏坡吃草去了。 于是满坡牛铃叮
当乱响， 在这长峡里汇成了恬然的天
籁！ 放牛娃们闲来无事，秋冬时或是上
树掏鸟窝， 或是围坐在河岸平整的路
面上玩挖石子， 或是捡些干柴烤不知
道从哪里摸来的洋芋蕃薯； 夏天时便
下到河里戏水捉鱼， 皆是一番热闹景
象。

我在少年时期，放过黄牛，放过水
牛，脖子上皆套挂铜铃。 天雨的早晨，
为防意外，我会身披蓑衣，头戴斗笠，
牵着牛在家附近的田埂上， 或地头沟
坎边，守着它吃草。 虽一路雨水，但在
牛铃叮当声里看着牛肚皮慢慢鼓胀起
来，就会感觉很满足！ 牛吃饱了，我就
能吃饭了！

我帮家里放养过的最后一头牛
是水牛。 那时我已经读高中了，平时

多是爷爷放养，放假时便是我的责任
了。夏天，我经常将它牵到河里浮水。
有时将绳子接得老长，水牛在水里呆
饿了，就会爬上岸吃草。 在家里听到
叮当声响，我就知道水牛上岸了。

1989 年，我考上了大学。 家里没钱
送我读书。 爷爷咬一咬牙，说孙子是村
里第一个大学生，光宗耀祖了，怎么也
得送他读书。 卖牛！ 牛贩子来了，几经
谈价，最后九百元卖掉了！ 水牛被牵走
的一瞬， 两个大大的眼睛哗哗啦啦地
流眼泪，爷爷眼睛一红，转身将自己关
在屋子里不出来了。 那水牛是被拉走
的。

那天， 水牛脖子上的铜铃声似乎
特别地响，牛贩子和水牛上了坡，进了
山壑，不见影了，我都能听到隐隐约约
的铜铃声响！ 从此，我再也没给家里放
过牛了， 再也没听到过自家的牛铃声
响了！

牛铃声响
桑植县第一中学 毛先用

好 久 不 见 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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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花雪月，从记事起就觉
得很迤逦的一个词，如同洱海
边的风拂过满怀的鲜花，如同
苍山上的雪融入轻柔的月色。
凡是过于超脱凡世的美丽，总
是会入不寻常的梦，洋洋洒洒
让人沉入记忆之湖， 无法脱
身。 从云南回来，归于细碎繁
杂已经快一年了，但蓝月谷澄
澈的水总扰乱我的心神，或许
那才是我魂归之所。

去过云南的人会告诉你
大理的端庄和丽江的妩媚，亦
或是玉龙雪山不惹尘埃的飘
逸。但藏匿在雪山脚下的蓝月
谷，却是那身着蓝色异域华服
的小公主，闪着灵动的双眼，怯怯地探出头
来，确实是让人心生涟漪的疼惜。

还记得去往蓝月谷的路上， 导游“老
鹰”一直絮絮说着那里有多美，操着带有彝
族特色口音的“塑普”保证：蓝月谷不会辜
负大家！

但事实是，一路上越走越荒芜，冬天的
草甸是一望无际的凉薄， 背后的雪山溢出
的寒气直逼人心， 连正午的阳光都没有了
温度， 几匹瘦马颓丧地踱着步子。 心里对

“老鹰”的话有了几分怀疑。
大巴车几个连续的转弯， 穿过密密的

林子，在头晕耳鸣的高原反应中，我第一次
与她对视， 只一眼整个心就沉醉在了她的
怀里。

蓝月谷静静地躺在玉龙雪山的脚下，
从雪山上淌下的清澈水流汇成了一湾奇幻
的蓝色湖泊，万千姿色，不及诉说。

正午的阳光穿透云层， 薄薄地撒在冰
蓝色的湖面上，让整个蓝月谷的风月山川、
清波漾漾都镀上了圣洁的光。 她就这样安
静地凝视着， 每一个来到她身边的匆匆旅
客，等你卸下一身风尘。 就这样，平凡俗世
中你我的心就这样软软地落下来， 沉溺其
间。

走向湖水旁， 寻了一片洁白的石子滩
坐下来，就让凛冽的寒风吹过发梢，感受雪
山冷冷的甜香， 蓝色的水和洁白的石滩多
么和谐的色彩搭配。就这样静静地坐着，坐
到天荒地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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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是古稀之年的岳父， 却是个
与时俱进、思想前卫的老头子。玩微
信、抢红包、旅游，凡年轻人爱干的
事，他都喜欢。 用他的话讲，晚年爱
好多， 生活乐陶陶。 岳父有三大爱
好：种菜、舞饭、看新闻。

种菜是岳父的最爱。 他在屋旁
开垦出了一块菜地， 把每一畦地整
得像一块刚压制出来的水豆腐，规
整、好看。 菜园里四季如春，瓜菜飘
香。 春种菠菜、莴笋、生菜，郁郁葱
葱，绿意盎然。 夏种黄瓜、茄子、辣
椒、苦瓜、西红柿，争芳斗艳，五彩缤

纷，引来蜂围蝶舞，热闹非凡。 秋风送爽，胖冬
瓜、扁南瓜、绿扁豆、刀把豆等纷纷亮相，你方
唱罢我方登台。 而冬天，他种上了萝卜、白菜、
冬苋菜，绿意葱茏。 岳父种的菜，除了自给自足
外，还大量供应给我们，也供应给邻居们。 对他
来说，种菜既贻养了身心，也丰富了他的晚年
生活。

岳父也喜欢舞饭。 舞饭就是下厨做饭。 他
退休一回到家，岳母就彻底交了“锅铲把”，当
起了甩手掌柜。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岳父便成
了演绎锅碗瓢盆合奏曲的行家里手。 大到年夜
饭，小到家常便饭，岳父都精烹细饪。 最拿手的
是红烧肉，色香味俱全；最可口的是饺子，酸辣
甜皆备；最回味的是药蒸鸡鸭，入口生津，余味
无穷。 每次节假日回家，岳父便使尽“十八般厨
艺”，向舌尖上的美食注入百般滋味，把我们的
胃填得饱饱的，让我们的心暖暖的。 在我们心
里，岳父就是十足的家庭暖男。

岳父还有一个爱好是收看《新闻联播》。 不
管自己多忙多累，每晚七点，《新闻联播》必看，
这是老人家几十年来雷打不动的生活习惯。 诸
如中美贸易战、香港暴乱等天下大事，老人家
一说起来，条分缕析，有理有据，仿佛自己就是
一个“时事专家”。 他常讲，看新闻，知天下，开
阔眼界，增长见识。 在他的影响下，我们也都爱
看《新闻联播》。 当然，岳父还喜欢追剧，从历史
剧到抗战剧，从生活剧到偶像剧，追得热火，看
得有味，乐在其中，好不快哉！

我家岳父真是一“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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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鼠年伊始， 来势汹汹的新
冠肺炎疫情让这一年变得非同寻
常。 新年的爆竹声没有迎来家人的
欢聚一堂， 却打响了一场无硝烟的
战“疫”，众志成城共同抗疫成为最
大的事情。

我是一名乡村教师， 无法像医
生、科研工作者一般冲锋陷阵，唯有
做好科普宣讲，做好健康状况上报，
完成每日线上教学和作业批改。

4 月 2 日， 终于盼来开学的准
确时间， 算算距离正式开学还有二
十五天。

当天早上醒来， 第一件事情就
是在线统计学生及家人的身体状
况，登记每名学生的体温，对没有在
线回复的家长，打电话询问情况，一
旦发现异常就第一时间上报。 对于

滞留省外和从省外返回的人员，我
不厌其烦地询问其姓名、电话、身份
证号码、居住地、同行人员、出行方
式、具体座位号等，一一进行登记、
上报，确保每一个信息准确无误。庆
幸的是，到目前为止，学校所有滞留
省外的学生都已经平安到家， 并且
安全度过了隔离期， 想到这我不自
觉地松了口气， 似乎自己也是一个

“大功臣”了。
那 天 ， 还 有 一 项 重 要 任

务———大扫除。 为了给孩子们一
个安全、卫生、舒适的学习环境，
老师们第三次对学校进行全面彻
底的打扫。

天下着雨，湿冷。原以为老师
们有抱怨情绪， 但他们一早来到
学校， 换好“装备”———雨靴、皮

手套， 挥舞着抹布， 与窗户、地
板、桌面上的厚厚的灰尘“战斗”
起来。

打扫完毕，脱下皮手套，拿出手
机， 班级群里已经有几十条未查看
的信息了，一上午没批改作业，家长
们该着急了。

假期延长，有孩子宅家久了，觉
得生活有些枯燥。我思虑再三，特意
申请注册了一个公众号， 邀请老师
们讲战“疫”故事：钟南山院士夜驰
武汉，奔忙在抗疫一线；韩红坚持公
益活动暖人心……老师们用一个个
故事， 教孩子做一个有大爱有大义
有贡献的人。

我亲爱的孩子们， 春暖花开的
日子已经到来， 期待早日在校园里
相聚。

生活 一名乡村教师的战“疫”日记
宜章县玉溪镇江波头学校 吴露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