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故人庄》是唐代诗人孟浩然的
一首山水田园诗，写的是诗人应邀到一
位农村老朋友家做客的经过。

我偶然记起这首小诗，源于一次休
探亲假归来。当我们乘坐的小船沿着
老挝南欧江缓缓地驶向南欧江六级水
电站，深入云雾缭绕的雨林腹地时，苍
翠的群山环绕下，红瓦白墙的哈果移民
村像一幅唯美的水墨画卷一样展现在
我眼前，这大概就是诗词中所描绘的样
子吧。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
老挝妇女 Meena 家就在依山傍水

的哈果移民村里。Meena 是南欧江六
级电站食堂里的一名帮厨，活泼大方、
乐善好施。刚到六级电站第一天就主
动与中国同事交好，还邀请大家到她家
里去做客。

终于盼到Meena的轮休日，她早早
地赶回家准备做她的拿手菜——冬阴
鱼汤和烤土鸡来招待她的中国朋友们。

冬阴鱼汤称得上是老挝的国菜
了。在老挝，无论是高档餐厅还是寻常
农家，都是必不可少的宴客佳肴。做鱼
汤的辅菜品种繁多，老挝人喜食酸辣，
柠檬、番茄、小雀辣餐餐必备，老挝盛产
的南姜、白菇、香茅草一应俱全。Mee⁃
na把切好的辅菜佐料和鱼一起放进锅
里煮上，约摸二十来分钟，一碗香喷喷
的冬阴鱼汤就出锅了。

相对于煮食的冬阴鱼汤来说，烤鸡
的工序更为繁复一点，必须提前腌制。

捣碎的香茅草混合浓香的咖喱粉，配上
几滴鱼露和老挝酱作为底料，再加上
盐、味精、蚝油提味，鸡还没上炭火烤
呢，我们早已垂涎三尺。

纯天然的食材配上 Meena 出色的
烹调手法，使得一桌子鸡鱼大餐鲜香四
溢，满是老挝特色的田家风味，连同行
的六级电站大厨李师傅都要竖起大拇
指，赞不绝口。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哈 果 村 坐 落

平畴而又遥接青
山，紧邻南欧江，
水陆交通条件都
好 ，出 行 丰 沙 里
省 、县 城 十 分 便
利。

南 欧 江 流 域
上游地处老挝北
部 山 区 ，海 拔 约
600米，从中国延伸过来的横断山余脉
到了这里依然是高山深壑，密林丛生。
这里日照充足，雨水充沛，非常适合橡
胶生长。

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大量
集中起来的劳动力，中国电建在移民村
建设初期就因地制宜地规划好了橡胶
种植林，并引进中国先进的种植技术，
带领新移民自食其力、脱贫致富。

如今，初具规模的橡胶种植和便利
的交通也吸引了其他外来投资，云南商
人杨老板瞅准商机，在六级电站下游哈

撒码头附近开办了一个橡胶加工厂，专
门收集哈果村和附近几个村庄的橡胶，
简单加工之后再卖到中国。

“每年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卖橡胶
的日子，因为会有很多钱。”橡胶种植
户——Meena 的丈夫开心地说着，并
自豪地把属于他家的橡胶林指给我们
看。

茂密的橡胶林围绕着哈果村，苍青
的山峦在村外横卧。若你恰巧乘船经

过，定会看到浩渺的南欧江面上，烟波
荡漾着山形树影，只须一抬头，劈面就
有绿油油的稻田和去天不远的青山向
你招呼。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三杯两盏下肚，大家敞开心扉畅聊

往事。Meena告诉我们，从前的哈果村
“地无三寸平”，根本建不了鸡舍猪棚，
家禽家畜满山跑，分不清谁家的牛、谁
家的鸡。

改变发生在南欧江一期电站开工
建设之后。进村路修好了，先进的现代

化机械一开进来，三下五除二“造”出几
块小平地，规划了崭新的移民村，每家
每户都是漂亮的吊脚楼，还配有鸡舍牛
棚。巧妇Meena 终于有了一片可以施
展拳脚的小天地，不再“难为无米之
炊”。

“从前老挝通讯条件差，没有天气
预报。在江里捕鱼常常遇到河水突然
猛涨，我们的小船和渔具都被冲走，几
天之后才知道上游下了暴雨。”聊到从

前艰难的捕鱼
生 活 ，Meena
的丈夫依然心
有余悸。

原来，老挝
北部是典型的
山区性气候，
极易发生局部
强降雨，从前
信息不灵通的

村民才会频频遭受诸如此类的灾害。
但如今，整个流域遍布着南欧江水

情自动测报系统的遥测水文站、雨量
站，给老挝政府提供了可靠的水雨情资
料。每次有重大的气象预警，村民们都
会提前接到通知，确保了沿河居民的生
命财产安全。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谈笑风生间，一大桌的美味已经被

消灭殆尽。此时Meena 的妹妹从屋里
端出一盘火龙果给我们做餐后甜点。
勤劳的Meena 家姐妹就在屋后的山坡

上开垦出一小片荒地，种上了火龙果和
菠萝。现在正是火龙果成熟的季节，
Meena 的妹妹在家门口卖起了这些香
甜可口的红色小果。

“过两天菠萝成熟了记得过来吃
哟，也可以微信上call我，我给大家送到
电站上去。”Meena开心地说。

是啊，因为中国人在这里修电站，
人口逐渐集中起来，三家老挝最大的移
动通信公司先后在这里装上了数据信
号塔。

年轻的姑娘小伙都娴熟地刷着微
信、脸书和抖音，与现代文明牢牢接
轨。村里很多人家的小孩都送到乌多
姆赛省城的中文学校去学习中文，家长
们觉得能到电站上找一份好工作是家
族荣誉。

红彤彤的晚霞慢慢地晕染了整个
天空，南欧江越发神秘而静美，两岸的
青山像喝醉酒的老翁，沉沉睡去。我们
也带着饱餐后的欢愉和意犹未尽踏上
了归程。

一次简单的拜访，哈果村村民们幸
福的笑脸、Meena 一家小康生活的点
滴、欣欣向荣的村容村貌，都深深地印
在了我们每一个南欧江建设者的脑海
里。

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我们和哈果
村老朋友的聚会还将在时光里延续，我
们的故事也将在“一带一路”大道上绽
放新的精彩。

作者单位：电建海投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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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歌

跟我走吧
我们去白鹤滩大坝
我们去神山脚下
没有迷茫
没有彷徨

跟我走吧
我们去金沙江畔
我们漫步长江两岸
没有别离
没有徘徊

跟我走吧
我们去萌芽一场奋不顾身的
爱情
我们来携手一次说走就走的
旅行
去加查
看山和草原相映生辉的壮美
去大藤峡
看大藤如斗，昼沉夜浮
没有烦恼
充满期待

跟我走吧
此后情书给你
心动给你
不眠的夜给你
清晨的阳光给你
落日的余晖给你

跟我走吧
此后手给你
怀抱给你
等待给你
钥匙给你
家给你
此后余生的每一天
全都给你

作者单位：水电八局

职工摄影园地

异域见闻

南欧江畔过故人庄
龚 婷








 

异域生活

肉掌铁茧尚未消，

卧枕犹梦关山桥。

曲臂轻提五百钧，

一膳能饮三十勺。

老骥犹可追羽剑，

锈刀将铁作泥削。

挥手风云即变色，

戟指千城献龙袍。

汗洒十年鬓飞雪，

狼烟千里化怒潮。

寒铁衣，未曾弃。

龙泉剑，夜悬腰。

江山肆意春犹在，

神龟虽寿廉颇老神龟虽寿廉颇老。。

功成身退家中卧功成身退家中卧，，

坐看新辈代攀高坐看新辈代攀高。。

作者单位作者单位：：山东三建山东三建

老 将
赵陆洲

近 20 个小时的飞行，11000 公里的
跨越，两大洲的交融，黄与黑的沟通，5
年的“非漂”生活，注定了我今生与此地
有缘。酷热、荒芜、贫穷……是这片土
地给初来者的第一印象，但切身感受的
风土人情令我渐渐地对这片土地产生
了别样的感触，慢慢理解了作家三毛对
非洲投注的那番热情。

那些只有在电影，或者电视，甚至
报刊上见到的非洲场景，一一尽收眼
底，小孩子光着脚丫行走在地面上；妇
女们头顶载满香蕉的箩筐；中年人裸着
后背奔跑在路上……这就是原汁原味
的非洲，真真实实的刚果（布）。当你走
在街上，当地人会很友善地用中文、法
语或是当地林加拉语与你打招呼，一句
句“Bonjour，chef chinois！”(您好啊，中国
师傅！)向在此工作的中国人传达着最
美好的善意，他们最在意的是给予他们
灵魂深处的尊重，即使只是你咧个嘴、
摆个手或眨个眼，他们便能满足……

这里的孩子大多都赤脚裸身，在施
工沿线随处可见年仅五六岁的小孩身
影，他们手里拎着水桶和砍刀，在烈日
之下去河里提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在当地能够上学的孩子不多，刚刚懂
事，母亲便把提水拾柴的工作交到他们
手中，很多时候去工地我都会在包里装
一些糖，看见可爱的孩子们总会随手
给上一块，这份小小的“甜蜜”足以
令这群孩子高兴得手舞足蹈。蒲柏曾
说过：“智慧属于成人，单纯属于儿
童。”在这里，一个已经瘪气的足球，一
个自制的木质玩具车或者树上掉下来
的野果就能让光脚的他们在泥土里撒
着欢奔跑。孩子的生活被这份单纯的
欢乐充盈着，就连我这个大人也深受感
染，看着他们情不自禁地咧着嘴笑。

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冲它笑一

笑，还给你的也是一张笑脸。尽管物资
不够丰富，但却不能遏制人们内心对快
乐生活的渴望和向往。在与项目部的
皮卡车司机 EGO 聊天时，有感于刚果
（布）贫乏的物质生活，我开玩笑地说
到：“刚果（布） 的贫穷落后除了客观上
的自然环境，或许和你们自身懒惰也
有关吧，非洲人享乐的时候，中国人
在想着如何工作挣钱呢！”但他却说：

“非洲人大多认为生命短暂，就应该及
时行乐，钱多钱少，是与享受生活无
关的，你看这的每个人不都很开心
吗？”我忽然意识到非洲人对生活的态
度和中国人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对他
们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生
活态度感到不理解，正如他们对中国人
不知疲倦的勤劳感到不可思议一般。

他们只有简陋不经风雨的茅草屋、
木板房，没有上学的条件，没有看世界
的机会，但生活仍旧乐观，男人一边听
收音机一边扭动着肩膀，女人则乐呵呵
地背着婴儿做饭，这种从容淡泊的心态
让终日忙忙碌碌的我们羡慕，我开始懂
得把生命弄复杂并不能给我们带来更
多的快乐。在非洲近 5年，和黑人朋友
相处久了，也或多或少被这种乐天派的
精神所感染，懂得如何在忙碌的生活节
奏里寻找乐趣，享受生活，而不是一味
拼命地工作。

5年时光中，青春的激情，岁月的年
轮已融入了这个陌生的国度。清晨的
朝阳唤醒忙碌的一天，傍晚夕阳的余辉
中又在诉说着这片古老土地的往昔。
夜深人静时，也曾感叹时光如梭，思乡
之情萦绕心头，但这片土地用它静谧的
夜，皎洁的月，轻柔的风，朴实的笑告诉
着来自异国他乡的我们——“这里亦是
你的故乡”。

作者单位：电建市政公司

宜把非洲作故乡
孔令海

四月有谷雨，四月是清明；四月有
春花，四月是清欢。

小时候清明祭祖，平日里各自奔忙
的亲人为着同一姓氏聚在一起，孩子们
被拉到户外放风，踏青采花，好不快
活。普通人的墓通常穿插在近郊农民
的自种地里，隔一段还有一小片桃林或
者梨林，一树的花半开着，田坎上紫的
红的星星点缀，连着枝头粉的白的，自
然混搭的画面，刹是好看。

土里埋着的多半是未曾谋面却血
脉相连的灵魂，等大人们摆好祭品，小
的们就被父母拎到碑前，头脚被调教为
虔诚的模样跪下，一叩二叩，耳边是他
们喃喃的希翼，往往还来不及起身，通
红的鞭炮轰轰鸣炸起来，一套流程走下
来，似乎不见半分悲伤。

而后少年，爱上层楼的年纪。习得
几句“清明时节雨纷纷”，便乐于伪装断
魂的行人，落在记忆里的雨也渐渐多了
起来。南方小城，青石板路很是常见，
束列地嵌在乡间野径，淅淅沥沥的雨洗
干净了石头，却泥泞着祭祖的通道。两
旁的花草积攒了一夜的露水，恨不得打
湿所有蹭过它们的裤脚，一路的湿意透
了进来，春末的寒气逼得人缩紧了脖
子，给祭祖的行程添了一份清冷肃穆。

树生年轮人增纹，当眼角眉梢的褶

皱经不住一通大笑的挤弄，千里之外工
地上的游子便滋生了乡愁。定居在更
为郊野一点的墓新刻的碑文开始与自
己有了牵扯，那牵扯触动的画面却越过
10 年之前，日升月落，当年的无知稚子
开始品尝人世悲欢。铩草，点祭，焚香，
叩头，燃炮，哥姐几个麻溜地做妥准备
工作，朝远处大声吆喝，不多会，一群满
过花甲之年的大人们拎着现刨的新鲜
春笋和蕨菜从旁边的林子里钻出来，换
他们排着队挨个作揖。

清明总在春天，此时万物生长，生
命的痕迹无处不在，如树叶更衣，蛇蜴
蜕皮，人在消磨——或打薄、或坠落、或
与日月融合。按分类，时间是再生资
源，春去春回；而生命有限，于是便有了
刻度。逝者如厮，时间定格，生命终止，
清明雨上。

蒙蒙的雨润湿了发尖，凝成水珠顺
着刘海跌落进领间，不由地打个寒颤，
心却豁然清明开来。一年之间，原来四
月最好，不早不晚，不紧不慢，草色青
青，花香满径。希望落在四月，承接早
春的萌芽，走向新的开始。听林徽因在
诗中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于是在最
好的季节，尽自己最好的姿态，活成自
己最想要的样子，成全自己的四月天。

作者单位：水电九局

忽然清明
邓 珊

远在东北的同事发消息给我：“你
们那今天风沙挺大呀！”

我回复说：“没错，我们这儿下土
了。”

从天上落下水来，那叫“下雨”，从
天上落下尘土来，我们就叫它“下土”。
下土的时候，空气中弥漫的是细细的沙
土，即便是没有风，也会让你不敢睁开
眼睛，呼吸之间弥漫着尘土特有的味
道，让人连呼吸也要小心翼翼。影视剧
里，漫天黄沙遮眼，驼队逶迤蜿蜒，一袭
红衣的楼兰美女迎风起舞的唯美场景，
看来只能是想想而已罢了 。

阿克肖已经连着几天都是这样的
天气。天是昏暗的，不见蓝天，不见阳
光，黄色的尘土弥漫在空气中，风一起，
随风起舞，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办公
室里，即便门窗紧闭，也逃不过尘土的
侵袭。刚刚擦过的桌子，转眼便又是一
副积灰已久的样子。不得不出门的时
候，即便“全副武装”，不需要多长时间，
也能让你满头满脸都是灰尘，完美地演
绎出什么叫做“灰头土脸”。

我自觉是一个适应能力很强的人，
特别是加入水电六局之后，知道要到新
疆项目工作，对新疆的自然环境已经
做好了足够的心理准备。可尽管如

此，阿克肖的风沙还是大得出乎我的
意料。每每到了这种“下土”的天气，我
的心里也好像是落了尘土，沉沉的，这
时候总会怀念起家乡的烟雨蒙蒙。好
在我的工作不需要天天到工地去，所以
便尽量地宅在办公室和宿舍里。

有些同事每天都需要到工地去，这
样的天气想躲也躲不过去，常常是干净
轻爽地出门了，回来时却像是在搞行为
艺术的“泥人”，连眼睛都泛着土色。

同事说，其实静下心来细细地看，
“下土”的时候阿克肖会有一种与下雨
时一样的美。不觉得吗？迷雾蒙蒙，遮
住了沙土裸露而嶙峋的山脉，遮住了泥
沙遍布的河道，远远看去，山水暗藏其
中，影影绰绰，仿佛置身仙境一般，恰似
一幅美丽朦胧的画卷，如此看来，也算
得上诗情画意了。

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
美的眼睛。区别于城市里的高楼林
立，充满现代文明的装饰和点缀，这
里有着原始的自然风貌，反璞而归
真。风沙也好，暴晒也罢，环境虽然
恶劣，却可以让人在这里一探自然的
本源。所以，“下土”时阿克肖的“美”
需要你慢慢去品。

我只能说境由心生。“下土”时的阿

克肖也许是“美”的吧！但同事口中这
份真实不做作的“美”却恰恰是我们来
这里的理由。我们来到这里修水库、建
电站的初衷，是为了治理这里的黄沙和
贫瘠，给这里带来绿色和富足。对美好
生活环境的追求，自始至终是我们的理
想和目标。

我心中阿克肖的美是水库蓄起满
满的水，清澈的水面倒映着湛蓝的天
空；些许云朵慢慢飘过，调皮的鱼儿偶
尔跃起，在水面留下一道小小的涟漪；
岸边挺拔的胡杨像是沉默的护卫者，清
风缓缓而来，枝
叶轻轻摇摆；娟
娟流淌的高山雪
水，哺育着两岸
的草木，白色的
羊，棕色的马，灰
色的驴还有那高
大的骆驼共同徜
徉在这绿色的天
地间，享受着丰
盛的水草；骑着
高头大马放牧的
少数民族同胞看
着远处嬉闹的孩
子，露出淳朴的

笑容……这才是真正让人心生向往的
境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

漫天黄沙下阿克肖的自然真实之
美，是努力在困难的环境中找寻到的一
丝乐趣。此时，我们还无力改变这样的
环境，也许需要一代人或是几代人的奉
献和坚持。漫天黄沙里，飞扬的还有我
们的希望和期盼，还有我们的热血和豪
情。我走进新疆，爱上新疆，我愿这里
绿草如茵，青木成林；我愿这里，旭阳暖
暖，云雾氤氲。

作者单位：水电六局

漫天黄沙漫天情
杜青青 文/摄

跟我走吧
孙勇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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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光无限 水电四局 贺建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