榜

的漢子

楊明顯老師

遼河兩岸的屯堡人有句口頭

梳著歪毛的胖小子光著胺，

爺爺是遼河邊兒上撥雨柴的

語兒是：夏天横一杈’冬天不用

繁著繡「五毒」（註）的紅布究

能手——趁著山洪暴發打榜雨

滿山机（扒拉碎草毛燒熱坑）。

肚，站在河邊兒淺水裏榜蛤頓骨

大小凌河、老哈河、渾河和

朵（4榊斗）。

柴，是世代居住在遼河岸上人的
一條生計。

太子河九溝十八汉都是季節性的

進城趕集，串門兒走親戚的

把從河裏榜出來的雨柴，吹

河流。春冰融化時緩緩的細水從

人，脫了新鞋襪，捲高了褲腿兒

乾曬透，堆在院子中間或躲在山

山潤流下來，夏天寬闊的草甸子

跪著涼丨心》5的河水，跌著格腳板

牆角，在大雪紛飛的寒冬臘月，

滿是醉人的草香，鶄鶴的唱聲隨

子的硬石頭來來往往——淳樸的

在日短夜長的晚上，就不愁沒有

著古樸的風信，溜著樹葉尖兒傳

人’寬厚的心尊崇敬威大自然，

熱乎乎的坑頭睡懶覺。

得好遠、好遠。和順平靜’淸凌

在這些屯堡人的心目中，山川河

凌的河面上漫溢著一團團、一族

流像人一樣有靈性。彎彎的小河

族從山野飄落下來的檢錢兒、槐

溝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淘米、

葉和梨花瓣兒。混潺的小河哼著

洗裳、飮牲口、灌地湊菜園子哪

歡樂的小曲，一路繞著圈兒打著

樣也離不開它，親切、熟稔的就

旋兒，拐彎兒抹角的流到屯前堡

像舖在坑上的蔴花褥子，掛在梳

後的河槽子裏。

頭厘子上的一根紅械繩。

嘴裏咬著馬蘭哨兒的年輕小

可每年一到七、八月，雨季

夥子’吹著波晰一波晰一的響

來臨帆期到來，原本朗晴的天空

聲，坐在河邊兒搓洗著泥腳丫

像灑上一盆烏豆湯，遮天蓋日的

子。有人隨著馬蘭哨捏細噪門兒

黑雲彩，閃閃的電光，隨著滾滾
的響雷瓢澄的大雨僻僻qAD八山
響，淋得百年老松卩支咬慘叫，湊
得鑽天白楊東搖西晃’洪水獨浪
就像一條張著血盆大口，吐著長

七月裏來，那個七月七
天上的牛郞會織女’
神仙也有那個團圓曰呀
叫聲我的情哥哥，
晚上我在河沿兒等著你

長蛇信子的花麟，在雷電交加狂

爺爺說：榜雨柴的「柴杈
子」（也叫柴網子），是把碗口
粗的老楡樹齊根砍斷，砍去樹頂
上多餘的細枝斜杈，留下兩個粗
預的大杈子’趁著樹腊裏含滿濕
漉漉的水分，架起S火慢慢燻
烤 ， 一 邊 兒 翻 來 覆 去 的 烤 ’ 一邊
兒用足了勁兒把兩個大杈子往裏
彎’彎成個大飯箕型的圓圈兒，
用老早泡製好的老牛皮筋，縱橫
交錯的編成舗子網，網眼兒不能
太密實’太密實了愛究水，太疏
了又容易漏跑了機獲物，最標準
旳有鶴蛋大小，牛皮筋的彈力勒
性強’這才結實耐用。

風暴雨中’氣勢烟丨凶的衝撞著河
岸一咬碎一塊兒一塊兒的黑土

爺爺自詡榜雨柴的漢子膀寬

地，跳躍著、翻滚著，從上游竄

藤圓’粗壯、憬愕得像一頭花斑
豹。爲了不讓水淋淋的衣裳墜胎

下來。
平日蛇站I似的痩河，一目乏巴

親親熱熱解解那個相思-

眼兒的工夫變成寬闊的河床。
遼河，是一條不馴服的野

膊纏腿，渾身扒個淸光——只有
那些初次下河靦覜的嫩雛兒，才
穿條褲权子呢。

河
「唾！沒羞沒臊，臉叫熊瞎
光不滑秋利利索索的站在齊

子給添去了 ？」•

腰的河水裏，挺起’fe紫色的胸

不知那個嬸子、大娘唾著吐

脯，收緊下巴頦兒，兩腿叉開腳

沫罵道。
躍在河邊兒捉棒捶洗衣裳的

祉頭像小句子狠勁兒扣在河泥

一羣姑娘、媳婦D各略的笑起來。

裏；站穩當了，才能把力氣運足
在兩條膀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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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著從上游衝下來的雨
柴’倏

揚 網 ， 嘩 啦 ^

啦——飽含著水分的雨柴被究
住，兩臂用力上揚’水從網眼兒
裏濾出’淨剩滿網的浮柴被扔上

把岸上的雨柴用把子一堆堆
的攤開.，‘讓日頭曬乾，叫和風吹
透，趁著朗朗的好天用輛花古枯
轆馬車，卩憂啦~^曼啦一一車、一

高粱紅大豆黃是莊稼院的大秋

車拉回家°

收；小燕兒南飛，瓜熟果碩’爬
坡鑽樹林子撿蘑廷、摘酸棗、打

岸。守在岸上的家人立刻幫著抖
落貝占在網眼兒上的雜物。榜雨柴
的漢子把空網拉回去再榜，一
網、兩網……岸上很快就堆滿大
躲、大躲的雨柴。

遼東老家的屯堡人常說’ 一
年之中有三個盼頭：金風送爽，

爺爺瞇起一對月牙兒似的笑

秋梨是小秋收；入冬後挖陷坑、

眼’哩模著滋味兒回憶說：那晚

拂獸夾子和雨季山洪暴發横雨

兒遼河邊兒上的大閨女，愛的是

柴，加起來又算是個盼頭；有盼

虎背熊腰渾身凸起鐵_頭似肌肉

頭，才是好日子。

的壯漢子。俊秀的奶奶就是在榜

不知從甚麼時候開始，和堡

雨柴的季節「相中」爺爺這個鐵

子所有人家一樣，我們一家人也

爺爺說：憑著本事，每年榜

打的硬漢子——奶奶給爺爺一連

過著沒有盼頭的日子愈來愈

雨柴的季節，都要搶先佔個好位
置。

串兒生下四個鐵蛋兒似的胖小

窮，窮到破棉襖繰滿補釘，肚子

子。

像塡不滿的空洞°

「上游漂流下來的全是實惠

爺爺活著時常對他的子孫

物，叫人舗剩過的下游還有甚麼

說：遼河邊兒上的人不會受窮挨

好貨兒啦j」

奶奶偷偷的喻枯：那是從扒
倒堡子的古廟開始。

餓，除了那片泛著油的黑土地，

小時候奶奶講古：鎭海的老

榜雨柴要等到洪峯沖過去才

舉有那些河，那些山，只要人勤

龍王常化身成老鼈的模樣兒’帶

能下河，要不被洪水捲走，抑或

快肯出"^把笨力氣，就會吃飽穿

著暇兵蟹將到處巡遊一看看大

被鋭枝利杈扎爛了皮肉’撞傷了

暖。

姆哈魚夠不夠肥，遼河的水夠不

筋骨落下殘疾，那可是一輩子的
大事。

爺爺活在一本樸素眞純的童

夠湊田灌地’今年該降多少雨
水，明年又該灌滿聯幾條河溝°

有時正在水裏榜著，榜著，

打魚的人榜到牠，必定恭恭敬敬

突然間水滚浪湧洪峯從上游撲頭

把牠放回河裏去’然後跪在河邊

蓋臉的打過來，岸上的人高喊著

兒禱告一陣’祈求一番，爲的是

自家人的名字，大呼小叫的聲音

大家夥有個風調雨順的太平年。

被油烟的洪水聲遮住，在這千鈞
「把海王爺横上來，剁了頭

一髮之際，才是横雨柴漢子大顯
身手的時刻

個踏跑魚躍上

熬湯喝’把菩薩推進河裏……」

岸，洪水在身後席捲而過。等洪

我附在奶奶耳邊問：

峯轉眼兒逝去，再一個隨一個噗

「我爹也這樣做嗎、」

略、噗略跳進河裏，在攪起白花

「誰敢不跟著一塊兒幹！」
爹是榜雨柴漢子中的精明人

花的游過中’榜雨柴的漢子再次
舞動著粗壯的手臂。
雨柴是「百樣寶」，裏面夾
著銀鳞金籍的加吉魚、紅頭和滑
不溜秋的黑泥鰍’也有一路沖進
河裏的窝瓜、土豆、雞、鴨和小
緒恵子。孩子們用飯箕、破瓦
盆，你追我奪把這些可吃物兒檢
出來，大黃狗追在孩子們身後撒
歡的汪一汪一亂咬。

——能幹的人反倒編排在河下
游
那年的七月雨水大，洪峯
急，堡子裏沒幾個人敢去。
媽說：「別去了 ！」
「不去？冬天燒大腿？」
.我瑞著媽偷偷塞給我的酒瓶
子，緊跟爹的身後。
爹杠著柴杈子’ 一步一步H

女人拉響了風厘——手腕上

進河水裏；他連餐的絡聴鬍子，

扭勁兒的麻花銀鐲子嘩鈴、嘩

靑靑的像一堆龍草，乾癟癟的胸

鈐，搖出一串兒喜悅聲；燜：鍋

腊，赤裸的脊背微微蛇起’令他

紅鶴鶴的小豆乾飯，犒賞榜雨柴

顯得那麼衰老憂_——爹爹不過

的男人和撿回魚暇的孩子。

是三十幾歲的漢子！

他站在齊腰的河水中，一
網、一網揮動著手裏柴杈子。
遠處，洪水駄著雨柴順流而-

被打榜上來的那些屍體，眼
珠爆出’渾身像刺頓一樣扎滿了
尖細的柴枝•…--

下 ， 那 景 色 好 動 人 _ ！遠遠望過

有人悄聲說這是「天懲J

去，像兩條交配的長蛇互相扭纏

一〒百年來不停的向原始的大

在一起——潜潜伏伏看不淸是水

自然索取，卻從來沒想到疼愛它

浮著雨柴’還是雨柴托住洪水，

們，保護它們’更不必說有任何

物沉水起’水隱物升，飄飄搖搖

的修建、治理。

衝撞湧來。我站在岸上高聲口么
喝’爹才戀戀不捨的跳上岸。

我呢，
該如何寫生命的曰誌

人們把精力都花費在甚麼地
方了呢？

我趕快把酒瓶遞過去’爹打
開瓶塞兒一仰脖兒姑鄉、口古嚇’

我流著眼淚，默默沉思。

灌了兩口。媽說沒好吃食。用雞
蛋換二兩燒酒給爹暖暖肚子吧。
看見爹靑黃的痩臉，泛出紅紅的
血色，蓮眼珠子都纏著粉紅的血
絲’我一把奪過酒瓶子，說：
「夠了，夠了，剩點兒下次
喝……擰一袋范抽吧！

我們原本有著肥沃的土地、
富饒的山川’爺爺把火紅的日子
傳給爹，爹從爺爺那兒學到的本
領足夠讓生活更富足、更快樂！
而爹這輩人卻在窮困、飢餓、傾
車L中翻滾，沒有給子孫做出一件
有益的事情。

我把腰裏別著的鼓袋鍋子取
出來’滿滿按了一鍋子黃薛末

啊I遼河，這條不,酬服的苦命河

兒，送到爹的嘴裏0他qA隨著范
袋，望著滾滾的河水，長長嘆
息。
我不要再做榜雨柴的漢子，
爹抽完一袋旱蔽又跳進河
裏。

淒苦、絕望、貧窮’應該在我這
兒寫上休止譜。

就在我攤平岸上第二堆雨柴

爺爺預言：正直、厚道、勤

時，突然看見遠處黑乎乎一大

快的人終究會有好命運’我深信

片’像一條九頭巨龍張牙舞爪.，

不疑。

陰森森的吼叫，只見爹的身子騰
空飛起’再被摔進渾獨的洪峯裏

遼河憤怒了 ’ 一夜之間沖塌
m數的房屋，流沒了無數的莊

爺爺編織的是一個美麗的童
話故事

爹爹給歷史寫了一篇浸滿血
淚的控訴詞。

(寄自香港）
註：五毒：竭子、蛇、蝶蝌、壁

稼，沖跑了人、畜，嚼碎一塊兒

虎、蟾險，端午節繡好給孩

一塊兒的土地。

子戴上，可趨吉避凶柱百
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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