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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瀚淇

像一个被渐渐填满的沙漏，我
岁月的年轮经阅历被压上一道道
纹路。一路走来，心智在变化，环
境在更换，而惟一留有不变记忆
的，还是那一角推开门便心静神怡
的书屋。

蒲松龄称自己的书屋为“聊
斋”，而我的只是简单一字“斋”。
只一个字，揉进了书的乐趣，掺进
了琴的古韵，和进了阳光暖意，融
进了年少的青葱岁月。

书屋不大，陈设简单：一只向
阳的檀木书桌椅子，一张靠窗的懒
人沙发，几箱各式不同的各类书
籍，一架古色古香的琴筝，一个我，
一室阳光，一杯温水，一只慵懒的
猫。

书于我，是至亲至爱，而乘载
了我全部书的书屋，更是我的精神
寄托。儿时我在这里享受漫画、小

人书带给我的欢笑；再大些，我在
这里思考小说的哲理；现在，我在
这里享受古文的奥秘美秒。一有
空闲，我便一头扎入书堆，像久别
大海的一条小鱼尽情地遨游。

成长并不全是晴天。在书屋
里，成长的雨滴伴随着我的眼泪一
起落下。而渐渐，雨过天晴，在书
中我擦干了眼泪，重新启程，整装
待发。

哦，我的书屋，我在这里品尝
阳光的温度，也在这里独自咀嚼眼
泪的酸涩；我用脚步一寸寸丈量成
长之路的长度，用指尖一次次标记
未来梦想的地方。青春成长一次
不再来，而我，正在我洒满阳光的
书屋里乘风破浪，播种青春，收获
希望！

洒满阳光的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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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兰格日乐 作
黄小英 译

太阳烘烤下慵倦、沉睡的朝克巴
图，被公牛的叫声惊醒。起身看，发
现井口有个人，背向他蜷缩坐着。细
看其手脚的动作，像是在打水。二三
十只羊躺在井边水槽旁午休。这儿
一个那儿一个散落的三两头牛、骆驼
在喝水。朝克巴图睁大眼睛仔细看，
然后跳了起来。

专心于干活儿，阿格尼并没有察
觉背后有人走近她。勉强把袍子袖
筒般细的水斗提上来就听到有人向
她问安。她怎能知道这个人就是朝
克巴图呢。当阿格尼看到沙枣树上
拴着戴马鞍的马匹，还猜测着是放牧
人，口渴进屋了。阿格尼转身看了一
眼，手中的水斗掉落了。彼此想念的
他们，将意想不到的重逢、认不出的
困扰、喜悦的泪水化作幸福的笑容，
转瞬间从井边向屋内延伸。屋外的
炉子冒出青烟，滚圆的铜锅里奶多水
少的茶水在沸腾。阿格尼拿出尖头
顶戴的铝壶盛上奶茶，进了屋。阿格
尼像招待最尊贵的客人般，对朝克巴
图一句一句“孩子，这里，这里……”
一个劲儿向右上首让座。自己则在
左首端着茶，把那个朝克巴图认得
的，装满糌粑、黄油、糖果，油漆脱落、
渗入油味的多棱编制的木匣子盖子
掀开，推到朝克巴图面前。

没有自己生养的亲骨肉，除了牧
人，再无亲人，孑然一身的老人，看到
朝克巴图从大老远专程探望她，喜出
望外。她一会儿用手心，一会儿用手
背擦拭着每提一句便流出的眼泪，进
进出出，忙前忙后。想要做包子，从
柜子旁边的大大小小的吃食器具中
掏出带着黄黄牛油的干牛肉，一会儿
工夫就响起杵臼的声音。十四年没
见，想问想说的话太多太多。可是人
这种生物，太高兴了反倒不知从哪里
说起。她来来回回问朝克巴图如今
在哪里做什么工作，父母亲身体是否
安好，搬走后再有无添加弟妹，几个
弟妹都在哪里求学外，再也想不起什
么。阿格尼凝视着朝克巴图成年男
子长满胡须的脸庞里仍透露出的自
己熟悉的那张小男孩的脸，说道：“毡
子会抻开，男儿会长大。人群中看到
你，我肯定不认得……可怜见的，像
松树一样长大了……”她打心底里疼
爱着和感伤着，以一个突然有了自己
孩子的母亲般的幸福而幸福着。

当朝克巴图询问阿格尼的生活
情况时，她说道：“现在都包产到户
了。我放一些小畜，公家‘铁头羊’十
来只，自己羊十来只，加起来三十来
只。还有三匹骆驼、五六头牛……算
起来有四十头牲畜。”接着还说道：

“你们家搬走的那些年，我有时候放
一些种公羊，有时候帮助别人家放
牧，偶尔还放一放被挑选出来的干瘦
的小岁子羊，就这么过来的。”

朝克巴图仔细端详阿格尼，发现
接地额吉的牙全掉了，只剩下红红的
牙床。脸上的皱纹多得数也数不清，
眼睛还常常流泪。两只膝盖像弓一
样弯曲着，右边脚后跟一上一下着
地。每当起身坐下用手撑地，呼哧呼
哧呼吸的样子，真无法想象当年那个
走路像跑一样麻利的人。朝克巴图
重新审视着家里的摆设，既没有添置
什么新东西，也没有少了什么旧物
件，还是老样子。他心想，没有人照
顾的孤身老人，万一生病怎么办呢？
于是说道：“额吉您，申请一下五保户
不是很好吗？趁我这次回来，我到大

队跟干部们提一下要求。”朝克巴图
以与其说是商量还不如说是已经决
定的口吻说道。

阿格尼道：“春天开始包产到户
时大队干部也提过几次，阳达格队长
也亲自来过。我也想过自己要不要
申请五保户，可自己只是老了，又不
是要死了，能走能坐的，干吗躺着享
那清福呢。快算了！一辈子走惯动
惯的人，干坐着日子过得太慢。哪有
一种福能和自己放羊比呢，孩子。”

傍晚，从大队来了个客人，是放
驼人恩和道尔吉，朝克巴图儿时的朋
友。一起拖长音调念“阿、额”的那时
候，真是关系好起来能分糖果吃，坏
起来能扯烂衣领打架的“英雄们”。
小时候，恩和道尔吉喜欢说话挖苦别
人，到现在脾气还是老样子。恩和道
尔吉看到朝克巴图，失声便说：“嘿！
你这个能人，什么时候大驾光临到这
沙漠了？今天吗？刮得什么风？”惊
奇、喜悦中夹杂着挖苦声，扑过来一
把抓住朝克巴图伸出的手，要捏断几
个指头似的用力地抖了抖，放下，坐
在朝克巴图下首。他们二人惊奇地
瞧着彼此生长的身形、改变的面容、
变粗的声音。恩和道尔吉吃着阿格
尼包的、还没凉透的包子，喝着朝克
巴图带来的二锅头，说起此行的目的
——传达阳达格的指示。

“明天大家进驻沙漠，后天开始
正式打草。”

“怎么个打草法？”
“先把地分了，比如四户人家十

个地界。然后各管各的，自己打草、
捆扎、驮回。”

“不是大家一起割草，按牲畜数
分配？”

“那是自说自话，不是大队规
定。只是没有人丁的家困难啊。”

这句话就像针扎在肋骨间一样
刺痛了阿格尼。

“今年芦苇长成怎么样？听说了
吗？”

“不怎么样。有的地方是人走进去
看不到的茂盛，有些地方像种公羊的胡
子一样稀稀拉拉。队里人们吵吵闹闹，
诉苦万一碰上这种该怎么办呢。”

“是呀，是呀。如果碰到光秃秃的
地界等于没有过冬的草，怎么可能不
担心呢！人活在世上都是有福分的。
是人，多多少少总能割到些草的。”

“那是胡扯。我真想在那茂密的
芦苇中间搭上帐篷，从这一头割到那
一头。”恩和道尔吉好像真的站在像
玉米田一样生长茂密的芦苇边，手拿
镰刀般，心痒地说道。

“遇上那样的当然是好了。”
“还能怎么样？遇不上算了。人

们就知道瞎吵吵，不管分什么样的地
界，怎么着也能收割三四百包吧。”他
有点不耐烦地说。阿格尼额吉没有
吱声。牧羊人，在草粮问题上，谁不
想多得想少得呢。但阿格尼只身一
人，年岁也大了，别说三四百包，就连
三四十包都是困难重重。但没有草，
今年冬天、明年春天的风雪怎么让自
己的这几头牲畜平安度过？牧民们
从夏天就开始说着割草的事。有人
说用钱买是最保险的，阿格尼听后深
信不疑。心想，人手不够，能用钱买
几包，勉强过冬就行了。可现在，阿
格尼束手无策。如果早就这么决定，
倒还可以想一想应对的办法，可现在
来不及了。牧民们对阿格尼都很好，
不可能眼看阿格尼的几头羊饿死而袖
手旁观。但老人不愿意白拿别人的东
西。朝克巴图和恩和道尔吉也大体能
猜出老人这一心病。当阿格尼长叹一
口气时，两人用受惊吓的驼羔般的眼

睛面面相觑。过了一会儿，性子耿直
的恩和道尔吉先道：“那您……去吗？
打草……”他不知该怎么开口。

“是啊。要去吧，这几头羊怎么
办？不去吧，怎么度过今年冬天和来
年春天？该怎么办呢……”听她语
气，对眼前碰到的事情实在想不出招
儿，为难的情形很明显。

虽然生在牧区，但实际上没为牧
区活儿操心受累的朝克巴图听到他
二人对话，虽说和他没有多大干系，
但也新奇。“比起干部，牧民还是受苦
受累得多呢”，心里自然而然偏向牧
民们的难处。听着他俩的谈话，看着
接地额吉无奈的神情和为难的样子，
朝克巴图的心立刻感伤起来。一颗
要帮助她的红心跳动着，说道：“接地
额吉，我替你去割草。”这句话顺嘴溜
了出来。

听到这句话，恩和道尔吉、阿格
尼俩人吃惊地转向他。仿佛一个在
刨根问底“你是说真格的吗？”另一个
则颤抖着声音说“孩子，孩子……”似
的。接着阿格尼担心道：“那样能行
吗？孩子，你不是有工作，要请假的
吗？算了，这么多年不见，刚一来就
被抓差……”她中断了自己的话。朝
克巴图一心想着要帮忙，说“我去”的
时候早已忘记自己向单位请假这回
事。他突然清醒了，一个月的假期，
大部分耗在家里和用在路上了，现在
剩下不到十天的时间。

“打草会很久吗？”
“最起码十来八天。”
“是吗？那没事，最起码要帮接

地额吉打完草回去。我会发电报的，
放心，我们领导不会说什么的。”他微
笑着看向老人。老人内心像打翻了
五味瓶，眼角湿润，眼泪快滴下来
了。她说着“羊……”，假借看羊，快
步走了出去。

恩和道尔吉特别开心，啪地一巴
掌打在朝克巴图膝盖上，说道：“是个
男儿！”又用下巴向外点，“看到没？
在哭呢，是高兴的。”

朝克巴图从后面看着阿格尼拖
着脚，提不起靴子般没气力的步伐，
叹气说道：“脚怎么这么不好了？”

恩和道尔吉说明了原委：“一年
夏天，井边来了匹长满蛆、流脓血的
骆驼。老人看着可怜，挤蛆时，那骆
驼吃痛，一脚猛踢，踢得老人差点丢
了性命，后来被牧人救起……话说回
来，盐碱地这口井的这块木头饮水槽
从来没有断过水，干裂过，却也朽
了。我放骆驼，每次来到老人家外面
这口井，只要有牲口，就能看见老人
站在井口拉水。可能正因为这样，来
这里的牲畜好像特别多。你瞧见那
水斗了吧？老人脚受伤后置办的，细
细窄窄，骆驼饮一口水都比这多呢。”

说着说着二人的话又转回到割
草上来。恩和道尔吉邀请朝克巴图
割草期间和他住一个帐篷，并约好明
天骆驼饮水时抓骆驼，驾好骆驼，路
过这里带上朝克巴图，让他准备好带
的东西等。嘱咐完，恩和道尔吉出
门，跨上马背，斜坐着，举起鞭子做了
个“再见”的手势，绕过沙丘远去。

沙丘的影子渐渐拉长，太阳下山
了。落日金黄色余晖中各种东西看
起来都崭新崭新的，被牲畜蹄子带起
的碱性灰尘在太阳下微微起雾，阿格
尼从羊群旁抱着柴火走近，朝克巴图
迎了上去。

盐碱地老人（下）

□疏泽民

过了立冬，寒霜一遍遍地给大地
着色，地里的庄稼和蔬菜也怕冷，吵
着闹着要回家。

嚷得最急迫的要数山芋。山芋怕
冷，寒霜一打，墨绿的藤叶就蔫成深
褐，再打一次，就憔悴成枯黄。趁着天
晴，庄稼人荷着锄头，挑着箩筐，到地
里割山芋藤，挖山芋。沿着隆起的地
垄，高举锄头，“噗”的一声，锄头钻进
土层，用力一拉，一只浅褐色肥胖的山
芋便跳了出来。锄起锄落，在泥土里
酣睡的山芋便齐刷刷地跳出来，躺在
地沟里。赤裸着紫红色胴体的山芋被
一双双大手捡起，揉去绒毛，放进箩筐
挑回家。除了少部分加工成山粉，做
成粉丝，大部分被一层层码进地窖。
地窖里暖乎乎的，山芋在这里安心地
冬眠，舒舒服服地做着长长的梦。

冬萝卜也在攀比。它虽不怕霜，
但是怕冻，一旦土壤冻结，萝卜就很
容易泡心，烂掉。收拾萝卜要比收拾
山芋简单，拽住萝卜缨轻轻一拔，白
生生的大萝卜就连泥带土露出地
面。萝卜缨切下来，晒干，剔去杂草
枯叶，洗净，一层层腌进瓦缸里，半个
月之后，就可以食用。切去萝卜缨的
大萝卜，对藏身之处并不讲究，放进
地窖，或堆在墙角，上面盖一层稻草，
搭成简易的小窝，就很知足了。有时
候，庄稼人还将收回家的萝卜切成片
晒成半干，揉成团，加入八角或桔子
皮腌起来，成了香脆可口的萝卜角，
嚼起来嘎嘣嘎嘣响，齿颊留香。或者
切成丝，晒干，制成萝卜菇，编钟一样
吊在屋檐下的纱袋里，留待来客时烹
作下酒的佳肴。

包心菜虽然耐寒，但它怕大雪封
门时回不了家，所以，庄稼人也得把
它们铲回来，堆放在地窖里。有时地

窖里塞得满满当当，庄稼人就在柴房
墙根处砌一方砖池，周边堆放干草，
给它临时安个温暖的家。

等地里不再吵闹了，庄稼人心里
便踏实下来，可以安心地歇一歇了。
数九寒天，大雪封门，冰冻三尺，庄稼
人一点也不着急。窖里的山芋、萝
卜、包心菜，晒干的萝卜菇、粉丝，瓦
缸里的咸菜，还有腌渍的腊肉咸鱼，
就派上用场，不用出门，便能烹制出
一桌丰盛的农家美味。窗外雪花飘
飘荡荡，室内炭炉红红火火，砂锅里
的腌菜炖豆腐突突突地冒着腾腾热
汽。一家人围着炭炉火锅，呷一口自
酿的烧酒，吃一顿收藏的果实，一年
的操劳全都化成满脸的幸福。

冬藏

□星宇

十多年前的一个春天的上午，
我在远离县城的一条乡村公路上等
班车，路边的杨树正吐露着新芽，空
气里混杂着新翻泥土的气息，远处
的田野里，播种机“哒哒哒”地穿梭
耕作，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

班车久等不来，无聊之余，我
拣起一段杨树枝在沙地上写字，之
后，顺手把树枝插在路边松软的沙
土中，忽然想到，这么随意一插，它
能活下来长成大树么？这样想着，
又把它拔出来，在距离公路十几米
的地方选了一处避风又湿润的洼
地栽上了。

这倒成了我的一个牵挂。
以后，每当乘车路过那里时，

我都紧张地透过车窗看一看它，还
好，由于它旁边再没有树，周围地
表像长了癞的头皮，一片沙地一片
毛草的，不会招来人和牲畜，再说，
它那么小，谁都看不上眼呢。

两年时间飞快地过去了，它除
了稍稍长高了点儿，身体柔韧了一
些外，没有太大的变化。即使是盛
夏，那嫩黄的叶子也只有指甲盖般
大小。本来栽上它就是无心的，更
没有期望它能长成大树，但每每乘
车路过它时，它都奇迹般活着。在
惊喜的同时我的担心不断增加，就
像是自己的孩子被丢在了野外，不
同的是，孩子越大越安全，而它却
越大越危险。它能活下来么？

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第三年
的夏天，我乘车回农村老家，途经
它时，分明看见几天前还有的最长
的一根枝杈竟少了半截！在农村

长大的我知道很多对待树木的办
法：刀砍，锯拉，火烧，牲畜践踏，还
见过洪水把成棵的大树连根卷
走。那时，在伐木现场，看到大树
轰然倒地、身残枝断，伴随着喝彩
声，我与人们似乎都沉浸在某种快
感中；洪水袭来，站在河岸上，看到
大树慢慢地伏下庞大的身躯汇入
洪流之中，也是阵阵莫名的兴奋，
而这次却是心头隐隐作痛。

第四年，当地实行封山禁牧
了。我想，它可以自由地生长了！
当我再一次途经它时，它昂着头，
微微挺了挺身体，像是给我打招
呼，又像在展示它青春的生命。我
的心坦然了许多。

第五年和第六年，它长高了长
壮了一些，坐在车上，远远的就能
看见它，周围的草地也一片片的绿
密了。有一次，我竟然看见一个老
农坐在树下歇凉。

去年，一个养蜂人依托它搭了
一个帐蓬，我下车去买蜂蜜，仔细
地看了看它，它强壮了许多，但算
不上挺拔，而且皮干涩、少光泽，枝
条多杈。我抚摸着它的身体，心
想，它做不了栋梁之材吧，也许它
只能长成个小老树。然而，它却处
处显露着质朴、顽强的生命活力。

一棵树，活下来不容易。每一
个人，栖居在包括这棵树在内的自
然界中，感受着春天大地的复苏，
风拂树叶的声响，流水的节奏，四
季的更替，该是庆幸的了。

一棵树

□刘海豹

读清水河的人，都像在读
婉约的词牌
一条河，就是一阕宋词。内心清澈
虚怀若谷

有清泉石上流
像牧笛悠扬。心中有水声，怡然从容
风轻云淡

以一条河流的名字
命名这方土地。是多么奇妙的构思

2859平方公里，就是一篇大文章
方言陡峭
山曲儿崎岖
百家姓氏都是方正的汉字
民风就是笔风

一篇旧文章。祖辈是用旧的动词
在大山的皱纹里
咳出疼痛
贫穷是个错别字
落后，像驼背老人，拄着羊肠小道
偏离了主题

破题。需要大手笔
从小城镇点睛
笔锋勾勒，一条河穿城而过
河水清澈
像一位女子的眼神

有了四公主，就有了花园巷
就有青龙渠的传说
流向民间。德政碑，是好口碑
是一枚硕大的叹号

把古遗中的旧情节，当成
一支眉笔
轻描淡写描了几笔。一个美貌的清水河
就有了文化气质

清水河，明眉皓齿。扭着
细窄腰身
款款而行。九座桥，就是九排绣花盘扣
缀在旗袍的斜襟上

用生态压题
把绿色点在山水的画轴上。这一笔
点石成金

十几万人，从草木经里
取回绿水青山
这偌大的锦缎，可以描红，可以刺绣
可以让百万亩海红果
摇曳生姿

画轴上
谁在绿水边捣衣，谁在浣洗
曾经的叹息
谁在海红树下
摘取一颗玲珑剔透的心，让一场爱
开成浩大的白

海红花开了。开在沟岔里
开在梁峁上
像一场雪，在一首歌里
俏生生地白着

“拉手手亲口口”……

老牛湾是一枚好词
她用方言
接纳五湖四海的口音，在太极湾
把酒言欢，或
相见恨晚

黄河拐过多少弯，也没有这道湾
拐得意味深长
拐成方言的尾音，柔软下来

骡驮轿在怀旧
烽火台也在怀旧。闯过九十九道弯
的艄公，在纤夫墙上怀旧
只有黄河是新的
像一面镜湖，心平气和
善待每一位游人

清水河，是一个名词。怀里抱着
十几万人的心愿
精准把脉，精准施策
用栉风沐雨和励精图治，扶起这枚词的硬度
那些羸弱的词就变了词性
成了勤劳的动词，富裕的形容词，也成了
外乡人眼里的叹词
我用这些词写成的诗
有大山的基因，敦厚温良
有水声，有草木之色，有山明水净
有笑声，也有泪水

一条河流的名字
如此清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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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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