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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港二口镇，顺枉水渠道而下，目睹
横跨在这条原本叫枉水渠道、现在叫跃进
干渠上的桥，数以百计，千姿百态，特别是
过佘家冲，到渡槽的这一段，那桥已经是
一家一桥桥连桥，家家有桥桥比桥了，桥
多，多得让你目不暇接，桥好，好得让你张
口结舌。有的的确还修出特色，修出了气
派，修出了讲究，但是，时间长了，桥看多
了，也就熟视无睹了，因为看得再多心里
也总是一片空白，因为“桥”的意义永远就
只能是停留在“桥”上，除了“走桥”，就是

“过桥”，就是一批普普通通、冷冷冰冰的
钢筋混凝土工程。它们没有名分，也没有
标志，更没有文化传承、文化元素，几乎是
千篇一律，还谈什么记忆呢？我看它们一
座座也许就只能是永久的“无名英雄”
了。而杭州的那座断桥也只不过是座桥，
却为什么就能够千古绝唱，举世闻名呢？
这问题的究竟又是什么呢？

断桥位于杭州北里西湖和外西湖的
分水点上，一端跨着北山路，另一端接通
白堤。据说，早在唐朝断桥就已经建成
了，只不过那时候它不叫断桥，宋代它叫
保佑桥，元代它叫段家桥。

追溯断桥之名的由来，一说是孤山之
路到此而断，故名；也说是元代段家桥简
称段桥，谐音为断桥的；而依我看来，“断
桥”之所以叫断桥，并得以流传千古的重

要原因则是得益于《白蛇传》故事的广为
流传，也就把白娘子与许仙的爱情故事安
放在了这座桥上，这实际上就是为断桥这
一冷桥景物增添上了浪漫的文化色彩，打
了一个文化广告。

百度现在的断桥，它是在 1941 年改
建的基础上又经过了修饰。断桥的东北
建了碑亭，内立了“断桥残雪”一碑。说
的是冬日雪后，桥的阳面冰雪消融，但阴
面仍有残雪似银，从高处眺望，桥似断非
断，亦幻亦真、绝妙佳景。这也就更加增
彩了断桥的自然神奇、文化色彩。我就
这么想，按照西湖所在的经纬度，断桥的
雪景只怕是偶尔的偶尔才会有，或者它
根本就是文人雅士们在白纸黑字上的事
情罢了，但是碑文的作用是让断桥有了
回味，有了神奇，有了遐想。因而断桥也
就成了大名鼎鼎、历史悠久、蜚声中外的

“断桥”了。
此桥与彼桥相比，这就让我们明显

地看到了文化的重要，文化的作用，文
化的魅力，想到了建设文化工程，点缀
工程文化、挖掘文化元素的必要，重要
与伟大。

据我所知，从官庄陂到枫林口，再从
花叶港再到官陂堰、泥塘陂、葛麻山，这些
地方不说是典故遍野，传说成林，也是“白
话”成堆，地名出彩的地方。就比如枫林

口地段的那个“叶家桥”，其实它原本是叫
“噎气桥”的，是被喊讹了的一个地名，那
是古人为了纪念那位第一个喊出震惊中
外的“均贫富，等贵贱”口号的农民英雄钟
相，他兵败放羊坪后，不得以欲退逃大山、
以图东山再起，但是，当他逃到这里时，他
已经是奄奄一息了，正是因为这里是英雄

“噎气”的地方，后人为了纪念他，也就有
了这座“噎气桥”；连三桥究竟是“联三”还
是“连升”还是“恋色”？连三又是连在一
起的三个什么三？枫林口的枫林曾经又
是怎么样的昌达、气派？又是如何走向
衰败直至灭迹的？花叶港的叶子为什么
会是花的？是什么花？虽然这些典故传
说各有不一，依据也不是很足，但毕竟都
是有眉、有眼、有鼻子有嘴巴的历史传
说。说它们都是地方文化一点也不为
过，现在的问题是史归史，甚至是史已
死，桥归桥，有钱有用就建桥，能给人以
物的方便，“过得去”也就行了，至于白
话，再多、再动人也就是让它白话一场算
了，互不相干，互不相容，特别是现在的
我们，一味地追赶着时尚与时髦，就连一
个地方的地名也是朝令夕改，换了一茬
又一茬，紧紧追赶着现代化，心血来潮了
就来一个“随口出”的名字，想当先锋就
喊个“先锋”，建个渡槽就喊个“渡槽”，工
程速度要快就叫它“跃进”，大有将“窈窕

淑女，君子好述”也要更改成“骨感美女，
玩玩小三”的势头，这是怎么也不能够叫
做文化的创新的！这将演绎出一个地方
的文化虚无，这将造成的是一个地方的
文化变种，这将使这个地方的文化沙漠
化、雾霾化、浅薄化，让人杰地灵成为子
虚乌有，让历史典故灭迹市井，让巍巍桥
群也永远都只能是“无名氏英雄”，永久永
久的冷冷清清，无声无息。

观桥，想桥，品桥，慕桥，当然我这里
又是在侃桥，也就让我想到了这个时代赋
予我们的一个重要使命：那就是建设美丽
乡村。作为桃花源里的美丽乡村建设，

“桥”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常德的“大、小
河街”重建成功的经验告诉我们：一定要
与文化大建设、文化大繁荣、坚定文化自
信相辅相成，或者叫与挖掘文化元素结合
起来，每一个地方，每一项工程都应该讲
究文化底蕴，也就是要求我们一定要在美
丽乡村建设中重视文化传承、文化点缀、
文化元素的挖掘与建设。

是的！建设美丽乡村，至关重要的是
应该建设一批文化工程，点缀一批工程文
化，重视挖掘、传承、赋予地方、工程建设
中的文化元素。这样的“美丽乡村”才不
会昙花一现，才会经久不衰，才会魅力无
穷，也才会也像“断桥”一样，“历史悠久”，
永载史册。

关于桥的遐想
□徐政国

7 月 17 日，
2017 年中国安
乡首届荷花节
暨味觉仙桃田
园综合体正式
开园。荷花节
从7月17日至8
月16日，历时一
个月。

许山海 摄

二嫂15年前死于车祸。
15年来，我和老伴及所有亲人每逢春

节、清明都要到二嫂坟上烧香、烧纸钱。
特别是每年清明节，二嫂的坟土上插满了
花环和纸条，一堆堆燃烧着的纸钱冒出的
青烟，升腾在坟的上空，全是亲人们对二
嫂的思念。

多次打算为二嫂写点什么，笔未动，
泪水却早已模糊了双眼，点点泪珠不时地
滴在纸笺上。

15年前8月的一天，二嫂被摩托车撞
了。身体健壮的二嫂似平静而又不平静
地躺在堂屋中，任凭儿女们多次地抱头痛
哭和二哥时不时地“推”“拉”，二嫂总是不
予回答和理睬。我长跪在二嫂遗体前。
二嫂，你死得不甘心哟：你和二哥辛辛苦
苦抚养的 6 个儿女，最小的才成家立业，

两个儿子的新楼房住上才一年多，幺儿子
的后代在娘肚子里才两个月。出事的那
天，你5点钟起床，带着12瓶八宝粥，拿出
6瓶送给在身边的二孙子，另6瓶你带着
前往新安镇中学送给大孙子。路途中被
相向而行的一辆小摩托车挂住你手中的
雨伞把，你舍不得那把雨伞，双手紧紧抓
住不放，被拖走 10 多米。在抢救医生的
多次问话中，你断断续续吐出“下……坪
……吴……桂……友”5个字。

二嫂，你1957年嫁到吴家，家中兄弟
姐妹多，母亲把做饭、洗衣的重担交给你
和大嫂，轮到你做饭时，因你身材矮小，显
得很吃力。有一次，一大筲箕饭你搬不
动，我正好路过，不满10岁的我和你合力
才把饭抬上灶。你结婚半年后，和二哥打
了一架。严厉的父亲硬是将你们二人赶

出家门，在外居住数月之后，还是二嫂你
主动跪在父母前承认错误，父母才将你们
二人接回家中。从此你和二哥恩恩爱爱，
相敬如宾，兴家立业，把 6 个儿女抚养成
人，辛辛苦苦一辈子。

二嫂，你虽没有读很多书，但你通情
达理，能说会道，又善解人意，深得母亲的
喜爱，在你的帮助下父母完成了4个小儿
子的婚事。虚荣心极强的母亲对你们 6
个儿媳妇的要求是严格的，显示出太逞强
与过分，如每年的正月初一、初二、初三每
个媳妇都要分别接待母亲的5个女儿、女
婿及子女孙子们，和其他亲戚，初四以后
才能回娘家。那几天是我父母最高兴之
日，近100号人的后辈大军，全部到齐，和
和气气，热热闹闹，在父母看来世界上没
有比这更值得高兴和快乐的事情了。吴

家的亲戚有婚、丧事时，母亲要求你们 6
个媳妇都要一同前往，前呼后拥跟随着母
亲走在乡村的大小村道上，一路浩浩荡
荡，有说有笑，母亲才心花怒放。在这方
面，二嫂你是母亲的得力助手，称职的“组
织部长”，优秀的“副总指挥”。母亲83岁
逝世前的最后时光，二嫂你身先士卒照顾
得最多，十里八乡的人都知道吴家的二媳
妇是个贤惠的大能人。以后每年春节、节
假日，二嫂你除了替代父母接待我们在外
地工作的三兄弟外，还不时给我们传授做
公、婆的体会与经验。如今我和老伴已做
了 10 多年的公公婆婆，我们总是按你的
经验办事，宽容、理解、体贴儿媳，不与儿
媳争高低，论长短，用家和才能万事兴的
理念处理一切家务事，尽量为儿媳减轻负
担。

值得欣慰的是，二嫂你的两个在农村
的媳妇继承了你的衣钵，她们像对待自己
的亲爹爹一样，孝敬着二哥和我们，我们
每年都要回老家几次，高兴地与亲戚朋友
团聚，老年游子回故乡更显其乐无穷。

远在冥国的二嫂，你如能知晓，那该
有多好啊。

二嫂，你在那边可好
□吴桂桃

昨晚，电脑修好了，
再一次走进军细柳兄弟
博客家园，目光停留在
他国庆回老家拍摄的一
个镜头上：在农家小院
泥巴墙边，一头大黑花
猪懒懒地睡着，看家狗
却睁大眼睛，警惕地为
猪守护，怕人骚扰，真是
猪狗一家亲啊。触景生
情，我猛然想起了过去
我家的一头黑猪。

上 世 纪 六 十 年 代
初，农村经过 3 年自然
灾害，党和政府采取新
的政策，取消了农村人
民公社大食堂，允许农
民养鸡养猪。我父亲在
附近公社的一所小学教
书，母亲带着我和弟妹
在家里，过着十分困难
的生活。那是 1964 年
腊月二十八，我父亲抱
着一头小黑猪从三十里
外的地方回家过年，母
亲万分高兴，赶紧给小
猪喂食，然后不停地摸
着小猪，一家人想着这
头小猪将给家里带来财
富，谈笑着直到深夜，快
乐地进入梦乡。

不料，第二天早上，
发现小猪不知去向了，一家人在屋前屋后到
处寻找，母亲急得哭了起来，要知道那时候一
头仔猪可以换一担稻谷呀。全家人的脸上一
下晴天变得多云，过年的气氛和喜悦一下子
也随着小猪的丢失而消失了。

正月初一，天气很好，出了太阳，暖洋洋
的。我们一家人正在吃团年饭的时候，奇迹
出现了。门前菜园边忽然来了一群小猪仔，
我母亲放下碗筷，走出大门，眼睛一亮，高声
叫道：“看！那好像是俺家的小猪！”我父亲
也说：“是的，是的，小猪背上有朵花，腿上的
红布条还在，正是我抱回来的小猪。”这时来
了一头母猪，把它的一群孩子带走了，小黑
猪似乎觉得不是同伙，掉在猪群的后面，随
着我母亲的“罗罗罗”的吆喝声，慢慢朝我母
亲走来，母亲弯腰一下把小猪抱在怀里，小
猪也不挣扎，也不叫喊，乖乖地让我们在它
的腿上系上麻绳。这样丢失两天的小黑猪竟
自己找了回来。

小猪一天天长大，它的骨骼高大，浑身漆
黑闪亮，膘肥体壮，像是一头小牛。当年就
产下一窝猪崽，母亲和我用箩筐把小猪仔挑
到十几里外的小镇出售，这一年，我家度过
了粮荒。

那时候，我和弟弟都小，母亲要参加生产
队劳动，黑母猪也是饥一餐饱一餐，没有米
糠，潲水也不多，就是从沟渠里提一桶清水，
放一点野菜野草，它也照吃不误，而且长得很
好。就这样，黑猪年年为我家作着贡献。每
次产下猪仔后，小猪拱在母猪的肚皮下放肆
的吸奶，把个母猪的奶头吸得通红、发肿，母
猪哼哼着，任凭它的孩子折腾着它那渐渐衰
老的身子，小猪长胖了，出窝了，黑母猪却骨
瘦如柴变了一个样，而我家又一次度过了难
关。左邻右舍的乡亲都说，这头黑猪可能前
世欠了账，到张家还债来的。

大概是第四年吧，由于我家只有母亲一
个人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工分价值低，年终决
算时，母亲辛辛苦苦劳累，加上我们兄弟假期
放牛，早晚拾肥，奋斗了一年，不仅得不到一
分钱，还要倒跟生产队找补。当时父亲每月
只有37元工资，根本没有能力兑现。不拿钱
出来，队里就要停发口粮。没有办法，只得把
我家那头黑母猪抵几十元钱作为兑现款找补
给生产队。那一天，母亲特地煮了一锅熟食，
让黑猪吃了个饱。黑猪被劳动力牵着，一步
一回头，真的不想走，似乎畜牲也明白了什
么。母亲望着黑猪渐渐离去，眼泪淌了下
来。晚上辗转难眠，声声叹息。

母猪成为生产队的财产后，经常跑回来
看望我们这个穷家，母亲像见到亲人一般，连
忙在菜园里扯点蔬菜，慰劳黑母猪，并不停地
用刷子梳理着那脏兮兮的皮毛，然后拍拍这
共过患难的伙伴，叫饲养员将其牵走。自从
黑猪到了队上，就再没产猪仔了，不久，便不
声不响地倒在集体的猪栏里。黑猪死后，生
产队给每家分了猪肉，尽管好久没有闻到过
肉香，但我们家还是坚决谢绝了队里的好
意。我们心中不忍啊！

寒来暑往，岁月悠悠。走过多少路，吃过
多少苦，流过多少泪，经历多少事，熟悉多少
人，见到过多少鸡猪猫狗，都如烟、如云，如
风、如尘……而那头曾经帮我家渡过难关的
黑猪在我们一家人的脑海里却留下了永久的
抹拭不去的记忆。我和弟弟常常讲起那头黑
母猪，总是嘘唏不止。

想
起
了
我
家
那
头
黑
母
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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