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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您在散步啊？”
“嗯，我散步咧。”
每到黄昏时分，在学校东

边的广场上，我都会遇到同样
在散步的阿莲。每次不经意间
相遇，都会礼貌地互致问候。

阿莲是我邻舍家的女孩
子，说准确点是邻家的一个
女佣。阿莲十四五岁的年
纪，身高一米六左右，丹凤
眼，身材不胖不瘦，具有青春
少女该有的一切气息。

阿莲不是随时都有时间
散步的，因为她是一个女佣，
每天只有在做好主人家的一
切家务事后，才可以获准到
广场上溜达溜达。因为邻里
关系，我和阿莲几乎每天都
有机会打照面；因为广场不
是很宽广的缘故，我和阿莲
在散步时偶尔会并肩而行。

“老师，我真羡慕你们有
学问的人呢！”

阿莲和我一同慢行着，头
发捋向后扎成一个马尾辫，随
着身体左右甩动，活力十足。

“是吗？我们很普通很
平常啊！”

“不，我觉得你们有学问
的人就是不一样，文质彬彬
的，待人和善。”

“这样啊……”听到阿莲
这样夸赞我们教书匠，还真
有点心虚。

每天这样闲聊几句，话语
不多，却也投机。渐渐地阿莲
吐露了她的身世，吐露了她的

心声。我也对她产生了一丝
好奇，也滋生了些许怜悯。

我每天外出，不时会遇
到学生，学生都会恭敬地对
我喊“老师好！”不知从什么
时候起，阿莲见了我，也会笑
着对我说：“老师好！”每次听
到这个不是学生的“学生”的
问候，感觉“当老师真好”！

“老师，我好想上学，好
想读书啊！”这天，阿莲说出
了她的心里话。

“你可以跟主人家商量，
每天做完他家的工作后，可
以来学校旁听的。”

“不可以的！老师，我爸妈
和主人都不会允许的呢……”

听了阿莲的话，我不知道
说什么好。身为一名教师，我
也不知道怎样才能帮到她。

日子就这样一天又一天
地溜过，转瞬间阿莲长成了
楚楚动人的大姑娘。

突然有一天，我发现阿
莲没有来散步了。此后，我
再也没有见到她。

“也许她回家了，不在这家
做女佣了吧？”我想。身为一个
老男人，我不便打听人家小姑
娘的去处，只是感到散步时仿
佛身边缺少了一点什么的。

不久，我到了退休的年
龄。退休后，为排遣孤寂，我
偶尔出去郊游、钓鱼什么的。

那天，秋高气爽。点灯
节刚过，掸北的气候就略显
凉意。我骑着摩托车到市郊

30多公里外的一个傣族村庄
钓鱼。水塘是村寨公众的，
鱼儿也都是自生自长的，垂
钓自由，只要鱼儿愿意上钩。

我找了一块树荫地，抛
下鱼饵，调好鱼竿，戴上太阳
帽和墨镜，坐在小竹凳上专
注地盯着鱼漂。我静静地期
待浮漂摇动，希望今天能有
所收获，回去好向老婆子炫
耀炫耀。

可是，鱼漂一动不动的，
任凭我痴痴地等。

不知过了多久，终于鱼
漂快闪了一下，紧接着沉入
水中，我立马提竿，用力拉起
了鱼钩……哎呀，脱钩了！
也许是我提竿的时机不对，
让鱼儿挣脱了。接着再来。
可是今天很奇怪，鱼儿接连
几次咬钩，我都没钓着，心里
不免有些焦躁。

水塘的对岸，刚好住着
一户人家，房子是铁皮羊瓦
顶的傣式竹楼，四周是竹子
栅栏围墙，篱笆上开满了丝
瓜黄花。庭院不大，但很整
洁、幽静。大门敞开，正对着
我垂钓的地方。

我看见女主人进进出出
的忙碌着，身上背着一个小
娃。随同女人跑进跑出了，还
有几个小屁孩，和一条小黄狗，

仿佛是她的贴身保镖似的。
因为焦躁，我把自带保

温杯的茶水喝完了，不久仍
感到有些口干舌燥，便绕到
对面向女人讨点水喝。

我摘下墨镜，向女人说
明来意。女人见到我，惊异
地说：“老师，是您啊？”我也
感到惊异：“你？你认识我?”

女人说：“老师，您不认
识我了吗？我是阿莲啊！”

“阿莲？”我立马也认出
了她，听声音肯定是她无
疑。可是，我不能相信的是
眼前的这位身材臃肿，拖儿
带女的村妇竟是几年前那位
阿娜多姿的阿莲？

阿莲见我诧异，笑着说：
“老师，这是我家，我嫁到这
里已经七八年了。老师，好
多年不见，您还好吧？”

“好好好，我很好，现在
退休了，每天闲逛呢！”我
说。阿莲依然健谈，依然笑
得很甜蜜。

阿莲忙给我请坐，给我
泡茶，忙着向他老公介绍我，
忙着招呼孩子上前喊我“爷
爷”，非留下我吃顿午饭不
可。她显得特别高兴，比见
到娘家人还要兴奋。

我有些不知所措，也有
些受宠若惊，看到阿莲一家

人如此热情，也很真诚，只得
留下。厨房紧挨着堂屋，阿
莲一边做着饭菜，一边和我
唠着家常。我很快就知道了
有关她的一些情况。

原来，阿莲的家在缅北
莱岛山村。父母都是老实巴
交的农民，家中有六个子女，
阿莲是长女。以前，阿莲的
父母靠几亩薄田种植鸦片维
持生计，现在禁种罂粟，山里
土地贫瘠，家中收入顿减，生
活变得贫困起来。山村条件
艰苦，阿莲的父母亲都不识
字，姊妹几个都没有读过
书。为了帮助家中减轻一点
负担，阿莲十岁那年，被送进
城里做女佣。所以，我是看
着阿莲在邻家长大的。

阿莲在城里做女佣，所
得的工资有限，也不能解决
家中的实际困难。 为了购买
种子和粮油柴米，爸妈向邻
村一户傣族头人家借了不少
钱。几年下来，钱越借越多，
已经没有还清债务的可能
了。在邻里的撮合下，两家
结为了亲家，阿莲嫁到傣族
头家里，做了他家的儿媳，债
务也就自然清了。

我说：“怪不得，那年突然
不见你了，原来是结婚了。”

阿莲说：“是啊，爸妈催的
急，都没有告诉老师您呢！”

阿莲又陆续介绍了她婚
后的情况。她说，也许她是
汉人家姑娘的关系，丈夫一

家对她都很好。结婚八年
来，她已经生育了5个孩子，
三儿两女，大儿子已经 7 岁
了，二儿子6岁，最小就是背
着的这个女娃，只有 9 个月
大。她说，娘家因为没有了
债务，弟妹也长大能干活了，
现在日子也不那么困难了。

阿莲说着这些，脸上明
显流露出幸福的笑容。我发
现，她已经没有了当年小姑
娘的矜持和羞涩，似乎对现
在的生活感到很是满足。

当天，我们聊了很多。
吃完饭后，我问阿莲：“孩子
逐渐长大了，有没有想过送
他们去上学？以后没有文化
可不行啊？”

阿莲说：“想呢，怎么不想
呀！我也经常跟孩子他爸商
量，打算先送两个大的去读
书，可是村子里又没有中文学
校，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我说：“我原先教书的学
校现在开设了住宿部，家较
远的孩子可以住校的。”

“是吗？那太好了！赶
明儿我就送去！”

当天有没有钓着鱼已经
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我又
见着了阿莲。我回来后跟老
婆子说了今天的事。老婆子
说：“住校多不方便，就让两
孩子住到我们家吧，你看我
们的孩子都到外地工作了，
整天怪无聊的，就当多了两
个孙子吧！”

点灯节
王子瑜

用烛火
点亮一份虔诚的心愿
点一支
再点上一支
这不是贪婪
而是太多美好的祝愿

佛塔前
那满地闪烁的灿烂
不是星光
是人的祝福

那跳跃的火舌
在微风中吟诵着愿文
一遍又一遍向着神秘
的夜空
发出心愿

在这个点灯节的夜晚
你是否听见
那一片一片灿如莲花
的烛火
唱响的诵经声

缘分
谷奇

四月的天空总是灰蒙蒙
巴黎的浪漫被细雨阻断
香榭丽舍大道的尽头
没有咖啡香
那天/ 在凯旋门下
我们擦肩而过
仿佛曾经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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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波轻唱

陈元三

孤雁
山城外，
草零乱，
孤雁盼南归，
瑟缩风雨中。
乱石堆，
草木稀，
隻影更徬徨。

奈何，
天喑雨更狂，
风来尤是急。
振翅逆冲天，
乘风穿云宵，
叹得云外好风光，
觅得同伴归心程。

车健雄（迪波）

缅甸，是一块能给人带
来心灵震撼的神秘土地。步
入缅甸迪波镇区，仿如进入
了时光隧道，旧式的汽车和
房屋给人时光倒流的感觉，
旷野中耸立的千万座佛塔，
无言地向你述说着历史的脚
步和美丽的传说。耀眼的金
塔和巍峨的寺院随处可见,
神圣壮丽，光彩夺目，和风徐
来，钟声叮当，神奇悦耳。白
天，佛塔在阳光照射下，金碧
辉煌；夜里，灯光点点，与天
上繁星遥相呼应，水中菩提
树和佛塔的倒影相映成趣，
更增加了她的神奇美感。这
是迪波（有译作“昔卜”）人民
生活的幸福乐园，是佛教徒
朝拜的理想圣地。

茂密的森林、没有污染
的清澈河流和湖泊，让你仿
佛置身童话般的世界里。如
果你想远离都市的喧嚣，这
里正是你寻觅已久的世外桃
源。迪波一年四季都有不同
的美丽景致，你看！春天来
了，春姑娘把生机带到了大
地，一声春雷唤醒了沉睡中
的小草，一阵春雨激活了广
袤大地上的鲜花，远远望去，
像一颗颗眨着眼睛的小星
星，如一群翩翩起舞的仙
女。夏天来了，夏姑娘带着
优美的舞姿目送春姑娘离

去，池塘里，聆听着呱呱蛙
叫，展望着五彩纷呈的鲜丽
荷花争奇斗艳，令人如身置
仙境。秋天来了，蓝蓝的天
空飘着奇幻的白云，有可爱
的兔子，有凶猛的狮子，还有
可爱的小绵羊。那一望无际
的稻田，像铺上了一片金黄
的地毯。公园里的菊花开
了，黄的如金，白的若雪，绿
的像玉，五颜六色，美不胜
收！果园里，果子成熟了，一
串串金黄的香蕉，一个个香
甜可口的柚子，向人们露出
了笑脸。秋姑娘依依不舍地
离开了，冬姑娘的到来，带来
了一片朦胧的世界，远处的
山，远处的塔被晨雾笼罩，像
披上了一层轻纱。

从曼德勒选择坐火车北
上到迪波小镇，既可以感受
缅甸火车的摇啊摇的节奏，
还能欣赏掸邦美丽的高原风
光，途径有百年历史的沟墩
高空钢架桥，缅甸的经典人
文地理会让你感慨万千。火
车缓缓而行，听身旁淳朴善
良的乘客聊家常，看窗外明

净、优美的自然风景，蓝天白
云，满野山花，无处不彰显着
迪波镇区的恬静幽美。此
时，你不需询问，只需静静地
聆听、静静地沉思，心底里就
会对大自然用神仙般画笔勾
勒出如此美丽的画卷而油然
心生敬意。

缅北迪波，这座古朴的
小城，在阳光下笑盈盈地张
开双臂欢迎你！淳朴善良的
傣族乡亲们居住在这片阳光
灿烂而富有神奇的地方，青
山绿水、野蔌佳茗和傣式吊
脚楼，勾勒出另一幅秀色可
餐的美丽画卷。

有 山 、有 水 、有 花 、有
鸟，有孩子的欢笑，有街市
的热闹，晨曦里的钟鼓，暮
霭中的浮屠，勾勒出人间仙
境，美丽的迪波让人留恋。
小城周边的村庄、田园、溪
流，又为我们描画出一幅幅
柔美的田园风光图。

这样的美景令人神往，令
人遐想，若不吟诗几首，真的
太对不起大自然的巧夺天工：

《山水诗》

西山泉水涌难尽，南岭
高松绿不凋。北坝长风吹稻
黍，东江清濑过虹桥。

田野颂郊野存天籁，山
林足惠风。搜穷蹊径小，
含笑一村翁。

《夕阳醉》
夕阳红艳处，野趣自然

多。能到迪波地，天公眷顾我。
《小桥流水人家》
竹桥溪水外，清净野人

家。不是云霞客，焉能就
木槎。

《清江水调》
碧水环山山更幽，清波

无限过明楼。小船摇到沙
洲 外 ，龙 嘴 矶 前 下 钓 钩 。
观看南朵瀑，上过登岛峰，
游过清江水。

小诗轻吟，令人陶醉，令
人神往。登上山顶，眺望迪
波全景，一切都是那么祥和
美好。葱郁的森林、盘旋的
山路、欢快的小鸟、金光闪闪
的佛塔……组成了一幅幅绚
丽多彩的风景画，我再次信
手拈来数句：咏迪波登岛峰，
观看南朵瀑：登云上猛回头，
梦幻蜃海楼；尽泻河星方住
手，雷霆甲士满汀州。

所以说，迪波是一个让
人来了不想走的地方！相信
你来了，可以澄净心灵，一定
流连忘返！

美丽的抹谷
缅甸是一个多民族的佛

教国家，不同的民族都有着不
同的传统习俗，有着不同的文
化内涵。缅甸华人都是华夏的
子孙，他们即便持有缅甸身份
证，在融入缅甸社会的同时，也
会饮水思源，努力传承好中华
民族的文化习俗。抹谷就是一
个典型的例子，抹谷区域内杂
居的汉族、回族、傈僳族、崩龙
族、缅族、廓尔喀人等的民族，
都融合在一起。各种民族不分
彼此，和睦共处。缅甸各民族
女性都会穿隆基，传统餐具也
都使用盘子，民族文化的相互
影响使社会更多彩多姿。

抹谷是世界著名的红蓝宝
石出产地，也是一个山清水秀、
气候宜人、民族风情浓郁的地
方。抹谷地形是一个盆地，四
周环绕着高昂的山峰，山峰上
高耸一座座金色的佛塔，和市
中央清澈的湖水相映衬，简直
就是一幅美丽的山水画。就在
这座美丽的城市里，住着不少
华侨，他们除了辛勤地维持生
活外，还想尽办法让族裔子孙
能学到祖籍国的语言和文字。

在英国殖民之前，抹谷
不过是缅甸一个封闭而贫困
的边远山区，只有为数不多
的缅族与掸族零星居住于丛
林山乡，后来不断有一些外
族山民迁入从事狩猎、采撷
与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原
住民大都信仰南传佛教。19

世纪末，埋藏于抹谷地下的
宝石矿产被英国殖民者发
现，原来名不见经传的抹谷
宝石一跃成为英国女王陛下
皇冠上的珍宝饰品。

而抹谷湖的形成与英国
殖民者的宝石采挖也有密不可
分的联系。相传抹谷湖原本是
一块平地，英国的宝石勘探专
家探测到该区域地下蕴藏着大
量珍贵的宝石，成立宝石开采
公司在此地进行了长期的开
采，逐渐形成了一个凹陷地
带。英国殖民者离开抹谷前，
引来水源逐渐汇聚成一片人工
湖泊，抹谷湖就此形成。

抹谷宝石的发现吸引了
抹谷山区与其他地区的傈僳
族、回族、印度廓尔喀人、孟加
拉罗兴亚人与来自中国的汉
族前来淘宝，逐渐在抹谷湖边
形成了一个宝石交易市场，每
日清晨宝石商贾云集，交易火
热，宝石之城遂享誉世界。市
民生活安定后，各自修建佛
寺、清真寺、教堂等等，在当地
最有名的是千佛寺，围绕着抹
谷湖宗教建筑林立，形成了一
个多元的宗教文化。

每当夜幕降临灯火通明
时，湖边的庙宇、住宅都熠熠

生辉，影子倒映在抹谷湖中，
犹如梦幻一般。夜幕下的抹
谷湖畔，空气格外清新自然，
游人如织：有跳广场舞的人，
有漫步的人，有摆摊的人，也
有单纯坐在湖边望远的人，大
家共享宁静，将思绪放空，尽
情陶醉这温柔的夜景。白天
的抹谷湖，则是另外一番光
景。间或有鱼儿轻游湖中，让
人不禁想起庄子之问，“子非
鱼，安知鱼之乐？”视线一转，
偶或白鹅三三两两嬉戏而过，
使人不觉联想到骆宾王的《咏
鹅》：“鹅鹅鹅，曲项向天歌。
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这个湖，犹如宝石镶嵌
在抹谷市中央，抹谷城由此
有了水的灵气；这个湖，哺育
着勤劳善良的抹谷人民，也
带给大家内心的平静和温
暖。湖光水色，浑然一体，人
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图景尽显
眼前，让人流连忘返。

雨季刚过，天凉好个秋，
抹谷的山上定会开满金黄色
的花朵，满山的黄花酷似向日
葵，花朵却比向日葵小，抹谷
人称它为野葵花。夕阳西下，
野葵花染上了晚霞的余晖，好
像成千上万的小太阳闪烁在

山野头。野葵花有一种淡淡
的独特的香味，挨着它，深深
吸气时才能闻到。虽然野葵
花没有什么经济价值，很少受
人关注，没有人在乎它，但它
从不理会世俗，无需人们的细
心呵护独自盛开，每年准时在
贫瘠的石山上，在万木萧疏的
季节绽放它的美艳，展现它热
爱生命的情怀。一簇簇密密
麻麻的金黄花朵，就是野葵花
向往光明的美丽见证。

虽然我不太喜欢野葵花
的芬香，但很欣赏它的傲艳群
芳。野葵花的美不如玫瑰的
艳丽，不如牡丹的高贵，也不
如莲花的高洁；它的美是团结
的美、大气的美、自強的美、数
量的美。每次看到晚霞中的
野葵花，我都会产生李商隐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
感伤，更想高呼朱自清“但得
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
昏”一般的豪言。人无千日
好，花无百日红，怒放了将近
一月的太阳花渐渐凋零了，一
棵棵拇指大的枝干上悬着一
朵朵干枯的花魂，那些都是來
年的野葵花。经过几寒风、冷
露的侵袭，那些瘦小的驱体都
将化作落泥，滋养下一年的野
葵花。为了下一代的成长，纵
使凋零成泥它们也甘之如
饴。那些热心侨教的人士对
汉文化的热忱与付出又何尝
不是这样呢？

杨彩雯（抹谷）

阿莲 叶星（腊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