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
2017年６月24日 星期六德德 团团宏宏 结报报 3责编：刘晓燕 美编校对：吴 华

上小学的时候，我在盈江莲花山盏达河边的一个
傣族村子长大，那是一个真正的鱼米之乡，打鱼摸虾自
然就成了童年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伴随着我度过
了成长的快乐时光 。

在我家厨房的背后，就有一条小溪，溪流虽不大，
品种繁多的鱼却不少。那时我们虽小，但要捉够全家
吃一顿的鱼却很容易，最简便的方法就是在水浅处用
脚使劲把水蹚到沙滩上，于是沙鳅鱼、火筒鱼、鲫片鱼
便被水花带上岸，活蹦乱跳，只管捡就是。这方法与其
说是为了捉鱼，更主要是小孩子想玩水，因为收获的大
多是小鱼小虾。

厨房离小溪很近，每当家里没有什么菜的时候，父
亲就会烧上一锅干腌菜酸汤，拿出几个蒸子一样的尼
龙纱笼，拴上几条蚯蚓或放进几个敲碎的螺蛳，找水深
处一放，便可看见清澈的溪水里成群的小鱼钻进笼里
争食，等汤水烧沸再去取出鱼笼，每笼都有三、五十条
肥肥的尖嘴鱼，用清水漂洗一遍，肠肚不用掏直接下
锅，几分钟后一口鲜美的鱼汤就做好了。

那时鱼多，捉鱼的方法也多，攉鱼、钓鱼、撮鱼、撒
鱼、粘鱼、“闹”鱼，还有做“鱼窝”，支“浪筲”、下“溜通”
等等，五花八门，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简直是见所未
见、闻所未闻。在诸多的捉鱼方法中，最令我怀念的就
是下“溜通”了。在一条河流中间，用竹笆筑一道拦水
坝，留一两米的缺口，在缺口的旁边，再开一条水渠，然

后把“溜通“埋下去。那“溜通”是用掏空的竹子（或木
头）做成的“7”字形的东西，短的一头埋在拦水坝缺口
处，长的一头埋了通向新开辟的水渠。由于水流落差
的作用，“溜通”具有很强的吸附力，只要鱼儿从拦水坝
缺口处经过，绝大多数就被吸进竹筒里去，只要在“溜
通”尾部安置上竹编的鱼笼，就只管等着取鱼了。稍大
稍好的“溜通”做起来费时费工，还是个技术活，不是谁
都能做。一旦做成，一般可以使用好几年，每天早晚取
一次鱼，少则几斤，多则十几斤，可以说是一种最轻松
又最神奇的捉鱼方法。

傣族小孩喜欢“拱毫”（搭拼伙做饭吃），搭拼伙自
然要有食材，当时我们能“多快好省”地找到的食材就
是鱼了，所以小伙伴们经常成群结伙一起捉鱼。干集
体活吃大锅饭要涉及投工投劳投入生产资料的问题。
尤其是一起攉鱼吃的时候，一大塘子的水，要一桶桶一
盆盆的攉干，谁干多少这活路分工确实头疼，但小孩子
也自有他们的办法。找一根树枝插到水中，用水位线
下降刻度来标计每个人的劳动量，进行轮流换岗，既简
单又科学。那时生活很困难，无论是在谁家开伙，米饭
是自带的，其他小菜大家拼凑，你家的葱、我家的蒜、他
家的莴笋，美味的盈江“巴朗”就这样产生了。我父母
是公职人员，家里每月还能有几斤猪肉供应，每次拼猪
油的重任自然就交给了我，经常这样，害得母亲老是怀
疑家里的猪油被猫偷吃了。不过回想起来，自己如今

高超的厨艺就是那时打下的基础。
捉鱼之后，总难免一身水一身泥的，所以下河洗个

澡是必须的，这又生出许多乐趣来。比如，在湍急的波涛
中玩冲浪，在幽静的深潭里玩躲猫猫、老鹰抓小鸡。一个
个晒得黑不溜秋的小男孩光着屁丫沟，像小泥鳅一样在
水里窜上窜下。这时如果有年龄相仿的女孩子走过，大
家会一个猛子扎入水中，却把光屁股翘出水面，同时用手
把屁股拍得贼响。看着女孩们又羞又急地骂着跑开，男
孩们就像打了胜仗一样兴高采烈。一次跟老婆说起此
事，她打趣说我肯定是从小就好“色”了。

并非每次打鱼摸虾都只是充满快乐，偶尔也有由
此带来的烦恼。由于父母管教较严，如果因为捉鱼耽
误了学习和家务，轻则挨骂，重则招来一顿痛打。至今
记忆犹新的，是一个暑期的晚上，我们一群小伙伴在寨
子里玩得已经很晚了，却有人提出去河边秧田“照鱼”，
众人附和，我竟鬼使神差的也同意参加。于是，大家点
起火把，带上长刀和伞骨箭出发了。那一夜的鱼真多，
我们刀劈箭刺捉了不少，根本就忘记了时间。正在兴
头上，突然晴空一声霹雳：“小杂毛，半夜三、四点了你
还不回家，看老子不揍死你。”我被揪着耳朵拖回家，遭
到了一顿暴打。一直以来，我都搞不太明白一件事：就
是那天晚上父亲为什么打我打得那么狠。直到今年的
一个周末，上小学的儿子去参加同学的生日晚会，说好
晚上十点结束，可到了十一点还不回来，由于不知道是
哪个同学、家在小区哪一幢，我挨家挨户地在小区里边
找边问，越找越是心急如焚、怒火中烧。半个多小时
后，找到儿子时，骂到嘴边的话又收了回来，我突然回
想到了许多年前父亲找我的那个晚上，我更能深切体
会到当时父亲的心情，更想明白了那个一直困惑我的
问题。所有的一切，都源于一个父亲对儿子的爱，只是
对这份爱的表达，他有着自己的方式。

芒市，位于祖国的西南边陲，是德宏傣族景颇族自
治州的州府所在地。这里山清水秀、风景秀丽、景点很
多，如：金碧辉煌的大金塔、银光闪闪的大银塔……而
有一处未开放的景点，却让我流连忘返——芒市风平
镇弓腰坡的映山红。

一大早，我们出发去看映山红。汽车盘旋在陡峭
崎岖的山间土路上，一路上尘土飞扬，我觉得我就像簸
箕上的一颗豌豆，颠过来簸过去，头晕乎乎的。突然，

听见妈妈喊道：“啊，快看映山红！”我转头向窗外看去，
只见山坡上有一丛红艳艳的颜色，镶嵌在绿油油的丛
林之间，一晃眼便不见了。我振作精神，马上就要看见
映山红的期待让我兴奋起来。

终于到达了山腰，平缓的坡上停满了车，到处听
见人的欢笑声。站在山腰往上远远看去，只见火红火
红的映山红满山遍野，掩映在青山绿树之间，如同一
幅浓墨重彩的画卷。攀上山顶，顺着山脊往前走，人

在花丛中徜徉，就像游进了花的海洋。映山红离我那
么近，如同在欣赏精妙的工笔素描画。她是那么的
红，那么的艳，花朵挤挤挨挨的，如同红脸的小姑
娘，风一吹，她们便活动起来，有的笑弯了腰，有的
翩翩起舞，有的跌在了地上，有的……一束阳光照射
下来，正好照在花瓣上，看呐！那朵映山红盛开了，
像个羞答答的小姑娘，慢慢地把艳红的花瓣打开了，
露出了黄色的花蕊，风一吹，她们迎风起舞，漂亮极
了！正如白居易一首诗中所描述的：“火树风来翻绛
焰，琼枝日出晒红纱。回看桃李都无色，映得芙蓉不
是花。”

我爱我家乡的映山红，她开得灿烂、开得热情；我
更爱我的家乡——芒市，她欣欣向荣、美不胜收！美丽
的芒市，我为你拍手叫好！

德宏的小吃种类繁多、有许多
美食标记。独特的民族风情与地
理环境，造就这方独特的小吃，炎
热的气候配上酸甜苦辣生的美味
和冷饮、夜色下烧烤、美酒加上动
听的民族音乐，让人感受浓郁的地
方风情与生活真味。让每个远道
而来的朋友，留下了难忘的味蕾感
受，也留下了怀念的心。

在盈江众多的小吃中，我最喜
欢吃的是平原的凉粉，也许是我姑
妈卖的缘故，每次到盈江都要饱餐
一 顿 ，夸 张 的 说 是 当 饭 吃 。 可 如
今，美食入口后，总感觉味道缺点
什么，却又说不出来，也许是我牵
挂着姑妈做的凉粉。

姑妈在盈江卖凉粉多年。只
记得父亲曾说过，我姑父病逝后，
姑妈含辛茹苦将儿女拉扯长大，主
要是靠卖豆粉、凉粉等盈江小吃。
平淡的生活中走过一个又一个平
凡的日子，表姐、表兄先后成为大
学生，又走上工作岗位，成家立业，
相继成为爷辈奶辈，姑妈自然升级
为 一 家 人 名 符 其 实 、德 高 望 重 的

“老太君”。俗话说“父母在，家就
在”，围绕着“老太君”，逢年过节大
家族成员经常在一起“赶摆”，表弟
兄、表姐妹无论是麻将、扑克，还是
美酒，都要拼杀一番，和谐、热闹的

家庭让亲朋好友、周围友邻赞不绝口。
姑妈做的小吃好吃，有良好的口碑，从来没有受过投

诉和指责。我认为在于用良心做、货真价实，没有像当今
那些无良的商人，盲目追求金钱和利润。美味小吃要通
过精心制作、五味调和、自然的原料和地道的做法，更要
有平和的心态。

学生年代，每逢放假，我总想去盈江，可以又遮馋又
遮懒，姑妈每次还用微薄收入给我买新衣服。我记得，姑
妈每天制作小吃作料都要到深夜，反复清洗，干净卫生，
细心煎炒，留心火候。第二天清晨，朦胧中又听到厨房传
来忙碌的声音。当我睡醒时，姑妈已经去摆摊了，有时到
姑妈摊子吃早点，有时坐等表姐们的劳动成果，享受大家
庭的温暖。每次看到表姐、表姐夫、表兄主动挑起卖小吃
担子的时候，我发现姑妈都在开心地笑，却又惊觉她已经
老了，脸上写满了皱纹和沧桑，背驼变矮了。姑妈的一生
像她卖的小吃，甜酸苦辣样样俱全，满满的正能量。姑妈
用她柔弱而坚实的身躯支撑起一个家，她用慈祥哺育儿
女，为儿女遮风挡雨，用言传身教，引领儿女取得人生的
成功，用善良宽容，使传统“大家庭”观念深入人心。

美好的生活，却在三年前一个下午画上一个句号。
近九十岁的老太君在吃下午饭时，筷子从手中滑落，再也
拿不起筷子，脑梗住院，不想病情迅速加重，她与病魔顽
强地抗争，她的笑容和坚强让我记忆犹新、肃然起敬。最
终她走了，我再也找回不了那份美味小吃的味道。朝思
暮想，梦想吃一碗可口的凉粉，待到凉粉端上来，却一次
又一次留下大半碗。

昨夜，我终于梦中见到了姑妈，她抬着一碗凉粉走
来，我赶快接过来，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姑妈说慢点吃，并
问作料够不够，我说好像缺点什么，姑妈说是盐，就给加
点盐，可奇怪的是，盐是水滴，是晶莹的水滴。我猛然从
梦中惊醒，却发现是脸上挂满了泪珠，我终于领悟到：泪
水是咸的，不是我的味觉出问题，而是感觉出问题，一直
忘不了的是思念和追忆，子欲孝而亲不待。也许姑妈小
吃味道中，也包含她艰辛的泪水和幸福的泪花。

民以食为天。我们周边的许多卖小吃的老人，用双
手支撑起一个家，用辛勤的汗水书写一个个平凡的故事，
用心做出值得赞誉的良心食品。漫步在德宏各地的小吃
街，能体会到民族的团结融合、内地和边疆的交流、“吃
货”们的快乐，其实德宏的美食自身蕴含着许多哲理，需
要用心体会，用舌尖品尝，酸甜苦辣的调和在于你对美食
和人生的领悟。

2015 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德宏团结报文艺副刊
“孔雀之乡”改版三周年座谈会在芒市举行。文朋师
友们畅谈之间，从左侧门晃进两个影子，落座于后
排。我侧身看去，是两个皮肤有些黝黑的男子，一
高一矮。高个较帅，黑发，自然卷；矮个小平头，
有些怯场，有点像我在乡下工作时的朋友加汉。

座谈中，报社的领导注意到他俩，要他们发
言。矮个不语，有些帅的高个说：“我叫李武，这是
我哥李文，我是送哥哥来的。”我心里顿时有个声音
叫起来，“噢，那就是李文”。我相信，在场的好些
文友都和我一样，差点叫出声来。那就是李文了，
一个在水深火热的生活中仍坚持文学创作的人。仅
这一点就不容易，尤其不易的，李文还是个有语言
障碍的人。

据说，李文平时与人交流基本上是用 QQ、微
信。晚饭前听副刊编辑晓燕老师说：他在 QQ 上打
字飞快呢!后来，我与他在微信上交流时感觉也是这
样，李文是个“快言快语”的人。

晚饭时，我、文友罗启迪与李文、李武兄弟同
桌。席间交流并不多，但从灼热的目光可看出，李
文很渴望，也很珍惜这次难得的交流机会。要不
然，怎会歇下大半天的活路，大老远从陇川叫弟弟
开车送来。

报社安排很周到，为外地作者安排了住宿。但
是，李文兄弟与晓燕老师等话别之后就回陇川了。
可能是活路紧，怕耽误不起。

其实，见李文其人之前，就已在德宏团结报
“孔雀之乡”文艺副刊读过一些他的作品，有小小
说，也有诗歌。之后，浏览他的 QQ 空间，知道他
也写散文，还兼写笑话。“孔雀之乡”微信公众号推
送的那组抒写陇川的诗歌，好评如潮，就是通过
它，好些人知道在陇川有个叫李文的，生活不易，
但仍然走在文学创作的路上。

座谈会后的一天，在微信上收到一个叫“超越
梦想”的加好友的信息，留言是李文，随即加了。
当晚相互了解彼此情况，聊了一阵。李文谦虚，说
他是个小学生。我说大家都是文学爱好者，互相交
流，互相学习。我说：陇川可是个好地方。我说的

是心里话，我真喜欢一马平川、美丽富饶的章凤坝
子。我说：你那，可是产生杰作的地方，邓贤的

《中国知青梦》，于陇川就有过浓墨重彩的一笔。李
文说：同在一片蓝天下。我当然知道，那是互相鼓
劲的话。

那之后，不时看见他在朋友圈发的微信，有刚
写的作品，工地上的图片，也有轧钢筋、架模板，
帮朋友做工程预算等生活中的片言只语。想起李文
及其创作，我想起一个人，史铁生，一个身残志坚
令人景仰的文学前辈，他的文字曾点亮多少人的心
灵。

我还从他的空间浏览了解到，忙于活路之余，
李文还不忘与各地文友求教、交流。一天我读到他
的一篇日志。说的是他去怒江拜访农民作家钏明荣
的事。噢，陇川到怒江，数百公里的山山水水呢，
但是这些都阻隔不了一个求知若渴的写作者的脚
步。是的，两颗热忱的心在大怒江边碰撞了，我看
见了他们的合影，记忆中背景是一片包谷地，他们
脸上的笑容，很灿烂。那之后，钏帮他把作品推荐
给一些报刊和平台发表，朴实无华的他们，以兄弟
相称。

最近一次看到李文的创作信息，是今年春节期
间，是保山日报社编辑一行去采访他的图文。才知
李文老家是保山隆阳的，陇川是打工的地方。噢，
保山到陇川，数百公里的山山水水呢!我想：陇川，
也是他的第二故乡吧。读那篇采访之后，才知李文
写作是多么不易。李文投到 《保山日报》 的稿子，
都没留具体的通信地址。报社一行去采访他遇到了
一些困难，他们是想方设法问到他姐姐的手机后才
联系到他的……

其实，在保山日报社之前，德宏团结报社就已
开始关注李文的创作了，“孔雀之乡”文艺副刊和微
信公众号不断刊发、推送李文的作品，也有好些文
友在关心李文的创作。

最近留意到李文的微信中有一则“声明”：我喜
欢用文字感动世界，喜欢用笑容感动朋友。

李文，你将以灼热的文字插上逆风飞翔的翅
膀，超越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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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盖头羞了一树头

她不叫圣女果

菠萝蜜树

你说

有一朵七彩祥云

飘过印度洋

穿越隋唐

会来接我

到彼岸

我披一身云裳

双手合十

择一颗树下

等待……

泼水节

扯一片红霞贴红妆

裁四月花布做衣裳

柳枝逗得玉指笑

摘朵头花俏

小腰挑得一担水

泼你一身

还在笑

借问

谁家小妹如此妙

傣家小卜少

叫你泼水节好不热闹

树包塔，塔包树

心生了根，还是

不老情话傍了身

种一生约定

长出手心枝芽轮回

抚平脸颊斑驳深邃

微微一笑

如果会流泪

定是欢喜

百年青翠

相依相随

勐焕大金塔

热带季风洗出孔雀湖

一座翠屏开在

黎明之城东南部

一念向上

野草荆棘全给雷牙让开路

万家灯火跌进天空深处

寂静之幕

谁为谁摆渡

听禅语拨开人生迷雾

取一盏烛火

敞亮星光无数

目瑙纵歌·安保

让橄榄绿排列到寂静深处

让狂欢插播到正月十五繁重处

让犀鸟轻一点掀开非物质文化遗产面纱

让太阳狠狠给我们涂一层防晒霜

让黑红螺纹图腾放慢日月奔赴的速度

让风吹干他们吸饱汗水的脚步

让瑙双的长刀和姑娘的手绢扇子喘口气

让竹笛木鼓敲弱山河盛装狂舞的音量

让衣裳上筒帕上的银泡不要这么盛情

让城市乡村喊出岁月负重的背影

让臂章上帽徽上的光芒不要这么缄默

让大地别跟着瑙巴舞的万人脚步澎湃

让天空陪伴我们万家灯火之外的深沉

让厥叶花酿的小米酒别把晨和暮醉倒三四次

让橄榄绿刻的晨和暮烙在边境线八千里处

让……

有一种舞步叫安享幸福

有一种守护叫我们是边防

鱼 趣
∗鲁志坚∗

“爱芒市赞芒市”征文大赛青少年组金奖作品

美 丽 芒 市 的 映 山 红
∗芒市三小 184班 杨月丹∗

梦
中
的
那
碗
凉
粉

∗

段
定
铮∗

李文，好样的
∗尹培芳∗

“爱芒市·赞芒市”征文大赛成人组优秀奖作品

生在芒市（组诗）

∗袁嘉敏∗

“爱芒市·赞芒市”摄影大赛风光类银奖作品

大红灯笼高高挂。 （蒋俊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