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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絮语

◎◎城市笔记

寻根的草
决定再次探访沙漠，是因为

一次偶然的邀约。一行人在假期

里由巴彦浩特镇出发，驱车前往

腾格里沙漠。

6月份的戈壁，绿意还没有大

面积泛上来，总有些灰蒙蒙的感

觉。对这份灰败之色，从不怀有焦

急难耐的心情，我太熟悉戈壁植

物的生长节律，面上瞧着毫无生

气，事实上根系早已深埋地下，即

使是一粒小米大小的绿色，根也

足有10多厘米长，它在无人关注

的角落里暗自生长，小小的叶片

中怀有占领灰暗的广阔胸襟。

戈壁上的草都有这份觉悟，

何况是主宰戈壁的人呢？我心中

默想着，回味着家中父兄亲友因

戈壁而生的热烈奔放和朴实大

气，对这片戈壁就愈发迷恋起来。

它教会我的，不只是低调与沉稳，

更有豁达和通透。

下了车，大家迫不及待地向

着沙漠快速前进，更有不少人干

脆脱了鞋袜，光着脚在沙漠中前

行，我也不例外。

腾格里沙漠的沙粒是冷静

的，微有些冰凉，却很干燥，脚踩

上去，有一种漫游海底的感觉。这

是一片古老而热情的沙漠，金色

的沙粒在昏暗的天空下显出朦胧

的美感来，曲折回旋的线条，成浪

起伏的弧度，被刻画得更加锋利

些，仿佛是上帝的刀斧劈过，在大

地上留下了深深的沟壑。

我们在一处高耸的沙丘上停

下脚步，我坐下来，远眺远方。极

目所望，都是成片的沙漠，一浪接

着一浪，一道连着一道，直涌动到

天边去。这是最接近天的地方，这

是长生天的起源。我把双脚埋进

沙丘里，将自己完全交付与腾格

里沙漠，交付与柔软细腻的沙粒。

风吹过，金黄的沙粒随风而起，裹

挟着悠远的驼铃声，簌簌而来，天

地陷入鸿蒙。我听不到身边人的

声音，只更感受到自己的双脚，已

经化成了两条鱼，在这金色的沙

海中悠然遨游。我的思绪飘得很

远，我仿佛看到了漫无边际的流

沙河，星罗棋布的海子，缓慢前行

的驼队，在这无限悠长的时间与

空间的海里一再重叠。腾格里是

天空的倒影，我们是银河里的点

点星光，在各自的位置上兀自璀

璨。

不多时，天逐渐清亮起来，湛

蓝如洗的天空下，大漠浩瀚、苍

凉、雄浑，沙丘绵延数百里，远处

城市的建筑变成了地平线上矮矮

的凸起。此刻，唯有连绵起伏的沙

丘是高大的，唯有凝固的波浪是

生动的，其它所有景致，都在腾格

里的线条旁变成了陪衬。在这里，

我见自己，见众生，见天地，亦见

生命的本真。

八点钟光景，天逐渐暗下来，

篝火已经架起，正在熊熊燃烧着。

大家在篝火边席地而坐，一旁卡

丁车上的歌声震天响，火光映照

着大家愉悦的笑脸，映照着在夜

空下飞扬的歌声，让我有一瞬间

的恍惚。

木柴的火星从火焰中飞了出

来，萤火虫的灯笼一样一闪一闪，

夜风温柔，将这一点点光亮包裹

起来，幽幽地送往夜色的深处。七

八个星从天外而来，天空幽暗，使

得这几个稀疏的星子更加宁静耀

眼，我仰面躺在沙丘上，听着耳边

的风声欢笑声和歌声，狂跳的心

逐渐安静下来，犹如在水面听风

声，沉静得令我自己都惊讶。

温热的火光带我回到小时

候，回到那些在夜幕下数星星乐

此不疲的年华，那时候对一切戈

壁之外的事物总有强烈的好奇

心，总想一探究竟。后来才知道，在

戈壁上的日子竟那样短暂，过得

那样快，戈壁的秘密都没来得及

探听完全就要离开了。成年后的

许多年里，我竭尽所能的，赋予戈

壁新的生命，我期待它在我的笔

下焕发出生机活力，期待它让我

的文字有永不枯竭的动力，幸运

的是，它给我了。

我又想起了从前没有电的时

候，大家都是追光的人，我也不例

外。而今电力供应充足，我却要背

离电光，借着一点火光回到戈壁

中央，这是否便是人生的轮回？无

论走多远，都走不出18岁之前的

圈；无论走多久，都要落叶归根，走

回到起源之地。

夜深了，火光暗了，人声静

了，星星也安睡了，车队重新启程，

车灯深深扎进夜幕里，大家摇摇

晃晃的，踏上了归程。这一夜，我将

自己当作是一棵寻根的草，深深

地将根埋进地底去。 文/李 娜

转眼秋来
秋天的脚步竟是如此之快，

感觉还沉浸在夏天的快乐当中，

谁曾想秋天便如此迫不及待地来

到了身边。秋风吹过，秋雨落下，空

气中有着些许凉意，特别是这几

天受台风影响，我所在的这个城

市开始降温。早上起床的时候，女

儿问我：“妈妈，我今天还穿裙子

吗？”我让她去阳台上站着感受一

下，只一会儿的时间，她便进来对

我叫着说，还是穿长衣长裤，穿裙

子好冷。

有时也奇怪这节气竟如此神

奇，才进入到秋天，那阵阵的凉意

便能透过身体感知到。似乎只是

一转眼的功夫，秋天就来到了身

◎◎闲看简说

边，女儿曾埋怨过我，这个夏季都

没带她去游过一次泳，天就凉下

来了。看着新买的泳衣，只穿了一

次，小姑娘觉得很是可惜。

夏天就这样过去了，蝉鸣声

逐渐退去，阳光也没有那般的炽

热，就连早晚的风里都有了一丝

凉爽。对于夏天我还是喜欢的，儿

时的夏天，总是让人那样的留恋。

那时的我同现在的女儿一样，喜

欢在夏日的时候，去小河塘里玩

水，水在夏季，绝对是孩子们的天

堂。

孩子们在水里嬉闹着，那一

张张欢快的脸，让大人们看后都

欣喜不已。常常是孩子们玩得不

想回，可是不得不在大人的催促

声中离开。就像此时的女儿，每年

带她外出游泳的时候，她都是赖

在水里不肯出来，直到许诺她下

次再来时，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只是今年这个夏天，我似乎

并没有做些什么，女儿说了几次

要去游泳，都因家中有事而未能

如愿。原想着临开学的时候，带她

去一次，可是随着立秋节气的到

来，天渐渐的凉了下来，担心带她

下水会生病，于是也只好作罢。每

当她想起这事的时候，总是会埋

怨我几句。

秋天就这样来了，还没来得

及好好地享受着美好的夏天，它

就匆忙地来到了人们的身边。接

着便是冬天春天再到夏天，一年

四季周而复始，看起来四季似乎

永远都是那个四季，可是深处其

中的人们，却不一定就是当年的

那个人了。有些人有些事，随着四

季的流转也渐渐地远离了我们。

这两天在家清理夏天的一些

东西，这些都是女儿在夏天制作

冰激凌用的东西，看来也只有来

年才能用得上了。见我在收拾这

些东西，女儿有些不舍地说：“妈

妈，为什么秋天就不能吃冷饮了

呢？”女儿的问话，不禁让我想起了

自己小时候也曾问过母亲这个问

题，那时母亲笑着对我说：“这秋天

来了，吃冷的会拉肚子。”

同样的话我对女儿说了，女

儿听后很是失望，而后还是很配

合地将东西收拾起来。一年一年，

夏与秋，冬与春，总是会出现在我

们的身边，只是时间的流逝，你怎

能说今年的夏，就与去年是同一个

夏天呢？逝去的终是要逝去，且让

我们珍惜当下的一切吧。文/朱 凌

鸡趣里的人脉学
跟老公聊天，听他讲起“文革”

时期，他家下农村的种种乐事。其

间说到那时候家里养过的几只鸡，

觉得那几只小东西蛮有几分道行，

随手记下来，也是一趣。

公鸡甲：体格壮硕，线条健朗，

毛色雪白，鸡冠红艳，是整个鸡棚里

风头不让的“超级男生”。可是没

有恃美而骄，相反却十分仗义低

橄榄情缘
“我都坐上征兵的大汽车走

出村头了，你爷爷硬是把我追回

来”每每聊到这一段，都能看出来

爸爸的不甘和对军营的渴望。作

为一个六零后，那时的从军可是

随时有上战场的可能，而爸爸可

是家中独子呀，爷爷的坚持也就

情有可原。

爸爸没有去了军营，看到从

小体格健壮的我，似乎就有了这

样的打算。也许那时候，对橄榄绿

的情愫已然种在心间。

第一次接触军装，其实也不

算严格意义的军装，就是个简易

版的作训服吧，我们初中军训穿

的就是那。十三四岁的孩子，面对

威严的教官，心中没有丝毫的胆

怯，就是一种崇拜。觉得军帽下的

教官好有神采，自己也想脚下有

力，踏地威武。拔军姿、迈正步、军

体拳，感觉自己就是军营里的战

士，俨然就是现代版的花木兰，一

下子生出提枪上马奔赴前线的冲

动。我明白，那是一种热血本能，

也是父亲埋在我心里对部队的渴

望。果然，高中军训，大学军训，我

都是军训标兵，在别人看来枯燥

乏味的分解动作里，我却能感受

到钢铁之师的淬炼过程，我爱着

这个过程。

因为女兵招兵比例少，而我

当时学习成绩尚可，父母便改变

了让我进入部队的想法，而我也

就顺遂父母意愿，失去了成为一

名女战士的机会。从此，军营变

成了我心上那颗消不掉的朱砂。

我爱看大阅兵、我爱看天安门的

升旗仪式，我爱看消防战士云梯

抢险、我爱看海军舰队的蓝海行

动……每一个画面，都能让我满

胳膊起鸡皮疙瘩，每一次映入眼

帘，都能让我心跳如鼓。而后，橄

榄为缘，我嫁给了一名退役军人，

圆了半个军人的梦。我们最爱聊

的，不是花前月下情，都是部队里

那些酸甜苦辣的事儿。

有时缘分就是这么妙不可

言，在全国自上而下，顶层设计覆

盖各级，完成了退役军人事务工

作体系建设。而我，机缘巧合，进

入了退役军人事务局这个大家

庭。“军的色彩、军的味道”“让军人

成为全社会最尊崇的职业”……

这些话语成为了我日常生活的高

频词。也恰恰是从事了这份工作，

才接触到了形形色色的现役的、

退役的军人。有退伍不退志，自己

创业成功引领一批退役军人走上

致富路的能人；有扎根基层奉献

鄂尔多斯的八十多岁退伍红军老

军医，有上过朝鲜战场隐姓埋名

安度晚年的老英雄；有驻守南海

献出青春的回乡青年。他们，都成

了我今后服务的对象，对他们的

事迹肃然起敬。那抹心间的橄榄

绿，那份特殊的情缘，此生，真还

就剪不断了。 文/乔 媛

调，尤其懂得怜香惜玉。每次发现

地上有了好吃的，总不急于下嘴，

而是张开翅膀护住食，叽叽咕咕、

频频回顾地招呼它那些女伴快来

进食，等它们吃饱了自己才吃。这

种纯爷们儿的做法，显然大得芳

心，把它那个一向只管自个儿多

吃多占的芦花兄弟，越发给比了

下去。天气晴朗的日子里，公鸡甲

悠闲自得地在院子里晒太阳，总

有母鸡左拥右抱地环绕身边，嘀

嘀咕咕地交流不断，温香在怀和

谐美满。而那只孤独的“芦花男”，

只有臊眉耷眼地躲在角落里，独

自疗伤的份儿了。

公鸡乙：长得本就其貌不扬，

又在一次车祸中腿部负伤，虽然

经婆婆及时地清创敷药，并且找

来薄木片做了夹板，还是落下了

残疾。天生不会生蛋，也不好意思

打鸣，走起路来还一瘸一拐，在缺

鱼少肉的年代里，照说，本该是盘

中的一道菜。可是公鸡乙因为这

场变故，对婆婆产生了感激和依

赖，每天跟在婆婆脚边迎来送往

的，早上出去时一路默默地追随，

还不时仰起脖儿来望望主人，一

副别情依依的模样。晚上婆婆回

来，它又远远地迎上前去，嘴里叽

叽咕咕、脚上一瘸一拐地欢呼雀

跃，让一天辛劳的主人心生欢喜。

因为如此“身残智奸”（注：“奸”在

这里是他家的方言，机灵、聪明的

意思，无贬义），又很会走情感路

线，反倒比那些辛苦下蛋的母鸡

混得还好。婆婆对其怜爱有加，非

但不宰不杀，不离不弃，还不时单

给它一把米“开小灶”，可见对于

一个资质平庸，甚至稍有缺欠的

家伙来说，人脉这东西是多么的

重要。后来，公鸡乙不知被什么人

给偷走了，婆婆四处苦寻无果，还

为它伤心了好一段日子。

母鸡甲：少女时代混得挺不

咋地，不仅群众基础严重糟糕，而

且熊得厉害，基本上是个同类就

能欺负它，吃不上香的喝不上辣

的不算，身上的毛还常常被别的

舍友叨得斑秃点点破破烂烂，像

个披头散发的“犀利鸡”。好在同

性虽然相斥，异性却还相吸———

拜那个超男白公鸡所幸，母鸡甲

居然“勾儿勾儿勾儿”地叫着抱窝

了。婆婆挑了十几个蛋让它孵，几

个礼拜之后，一堆毛茸茸的小鸡

仔纷纷出世，母鸡甲忽然母以子

贵，一夜之间得瑟起来。动不动就

恣毛梗脖子，向可能欺辱它幼仔

的的同伴恶扑，成了一个十足的

悍妇。对我这种略带情感色彩的

说法，老公似乎不以为然：“你怎

么不说它是母爱护犊呢？女性一

旦做了母亲———再懦弱的妈妈，

遇到孩子有危险的时候，也变得

骁勇善战了。”

读着我给他家那3只鸡做的

小记，老公笑了：“这几只鸡被你

一写，还显得有几分‘人情练达’

了呢，有趣有趣！”我听了这话，

倒生出几分感触：在一旁看别人

的事，随意地说几句是非长短，

总是容易的———这样的“人情”，

怕是自古就如此吧？文/阿 简

◎◎往日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