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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直

记忆这种东西真奇怪，颇有点古怪
精灵的脾性。特别是当人年岁渐长、渐
近老境的时候，它就开始跟你玩把戏
了。你越是打定主意要从老旧记忆仓
库里寻找的东西，它偏偏踪迹全无，似
乎从来就没存在过。可当某日，闲来无
事之时，它却猛然间闪跳出来，大跌你
的眼镜。

经历了若干回合，我总算抓到了一
点规律的尾巴。某种记忆的出现与否，
与记忆主人当下所处的环境和获得的
信息有密切关系。如见到某人，便记起
了与他有关的事，如听到某事，便记起
了一种特定的环境，而这些事，也许在
一天前竟将人折腾得一塌糊涂。

立春那天，早晨九点，我接到了一
条微信，提醒我记得立春日一定要啃萝
卜。啃不啃萝卜，我倒没在意，因为自
从血糖超标以来，天天啃萝卜，真正的

“拿着萝卜当甜梨”。只是“立春”二字，
引动了我的一种特殊记忆。

应该是在四十年前，或是三十八九
年前，反正已特别遥远，年份，日期俱已
模糊，人物和事件也完全稀薄。记忆中
只有“立春”或“春天”这样的字符，兼及
几个特定片段。我原以为它早已被岁
月深埋，没想到让“立春”这个节气给挖
掘出来，得以重见天日。

最先跳出来的一个记忆片段，也是
紧随在“立春”后面的，是一个刮风的上
午。我的童年时代是在内蒙古敖汉旗
北部度过的，那里最盛产两种东西，一
是风，一是沙。尤其在春天里，几乎天
天刮风，漫天黄沙司空见惯。那天，不
知什么原因，也不曾记得身边人的名
字，好像有三四个人，我和这几个人一
道出现在田野里。

那是一片已播种过的玉米地，小苗
出土大概一两寸高，正举着娇嫩的两片
叶或一片叶。在迎面扑来的、打在脸上
硬生生疼的黄沙的衬托下，怯怯地在黄
褐的沙土地上露面的幼苗，细弱得让人
心疼。它们带着略略泛黄的鲜绿，带着
吹弹即破的鲜嫩，还有全然不谙世事的
纯真，在刹那间，击伤了我的视觉。

记忆中的那种狂风，以横扫一切的
气势掠过沙土地，其力量之大，足可以
把杨柳树连根拔起，把房盖整个揭掉。
风中，人和人面对面的交谈是不可能
的，想让人听清你的话，必得和吵架似
的大声才行。

何况，还有沙呢。沙粒极其密集，
劈头盖脸猛冲过来，凡身体暴露在外面
的部分，如手和脸，都被打得麻麻的疼，

像挨了拳脚和耳光。而且这种打击不
曾停歇哪怕一秒，不曾漏掉哪怕一平方
微米。

太阳变成了一轮昏黄，被刮得半死
不活。

那些刚刚出土的幼苗，一律顺着风
向斜了身子，而且，这种弯腰是长久的
而且不停歇的，至少在我目击的那段时
间里，它们不曾有过一秒的直立。同
时，它们还须接受来自沙粒的那种密集
的、近乎疯狂的击打。这种打击力量之
大，密度之大，远远地超出了幼苗的承
受力。沙土地上的农民，把这种击打叫

“摔”。
没有任何遮挡，也不做任何躲避——

当然，也无法躲避，稚嫩的幼苗就那么
默默地承受着狂风沙暴的摔打。它们
没有呼号，它们不曾求助，它们知道自
己弱小，只有任人蹂躏，任人践踏。

我在记忆深处蜗行摸索，企图再次
触发那一时刻的感受，时光远去，年轮
遁迹，无奈、苍凉、心痛、悲愤，当时产生
的各种感受俱已隐匿，无论是那时正值
年少还是至今历尽沧桑，我都对大自然
此一举都万分不解：面对如此柔弱的生
命，强悍者何以如此凶蛮？如此冷酷？

也许因了这种情景的震撼，我不仅
记住了一个词：摔，还记住了与之相关
的另外两个词：摔熟，摔死。当然，这几
个词，针对的都是沙土地上狂风中的幼
苗，而且一一对应，决不移作他用。风
沙，幼苗，摔，摔熟，摔死。风沙对幼苗
的暴行，再无其他词汇。至于那些颇具
诗意的“吹”“打”等词语，沙土地上的农
民们，不是不知道，不是不会用，而是不
屑于用。他们认为，只有“摔”，才会反
映席卷沙粒的狂风的本性。我想，即使
是语言大师，民俗学者，气象专家，若他
们身临其境，也无法替换这几个词。

还有一个记忆片段紧随其后，我
想，它很可能出现在幼苗遭虐的第二天
或第三天。这一点我不敢确定。但有
一点可以确信，肯定发生在春天无疑，
否则不会与“立春”发生瓜葛。应该也
是上午，风住了，天空晴朗，太阳明亮，
远处的几棵树挂满了绿叶，鸟雀们在空
中欢快的鸣啭。眼前这情景，任谁敢相
信，在几天前会刮那么大的风？会摔那
么狠的沙？

是不是以前的那片地，不记得了，
反正，我，还有几个人，是不是上次那几
个人，也不记得了，我们一同出现在田
野里，狂风之后，垄沟已被填平，风运来
沙，把人类辛勤劳动的成果抹平了，抹
掉了，删除了。

沙土，这些借助狂风移居至此的居
民，安然静卧，如同刚刚撕碎小鹿身体

的饿狼，正平静地舔着嘴角的鲜血。细
瞧，表面尚存一道道细细的条纹，还有
几粒黑点儿，这是狂风告别仪式上的标
志性表情。

田野一片沉寂，如凝固了一般。
此时，若把视线放开，纵目远望，黄

褐中，竟飘着一星两星的绿意，我想，当
时在场的人，无论是谁，无论他的资历、
年龄、出身、学识和经历如何，甚至可以
允许有天壤之别，此刻都会惊诧万分。
人们决不会相信，狂风如此肆虐，玉米
或高梁的幼苗，怎么有可能劫后余生？

但 是 ，确 有 此 事 ，我 发 誓 它 是 事
实。沙土埋平了垄沟，用当地俗语来说
叫“平垄”，却未能完全埋葬生命，摧毁
生机。那些幼苗，或是玉米，或是高梁，
依旧努力将一片叶的半截举过头顶，突
破沙土的覆盖和重压，伸展在阳光下。
个头矮一点的幼苗，也会把像米粒大小
的叶尖探出来，吸一口和风。它们互相
摆摆手，打个招呼，便攒起来，在黄褐的
沙土地上，漾起一道朦胧的绿意。

我记得，站在田间的、包括我在内
的所有的人，当时都怔住了。这东一星
西一星的绿，这散落在昏黄干燥的沙土
地上的绿，这看上去是那么微弱几近于
无的绿，竟把鲜活的生命感氤氲开来，
如光影般，如气流般，如云雾般，甚至如
月光般，轻轻摇曳。

还有些记忆，是随着这两个片段飘
然而至的，它们之所以排在后面，是因
为它们是我听来的，并非亲眼所见。据
说，有的年头，狂风过后，只要下一场透
雨，沙土地上的农民便再次下犁，翻种
生长期短一点的农作物，如“支棒子”
等。这种作物虽然能保证有收成，但在
产量和品质上已大打折扣。有的年头，
狂风过后，久久不见雨来，那些经了风
沙的摔打和掩埋却顽强生存的幼苗，竟
也会肆无忌惮的生长起来，虽不齐会，
东缺一棵，西少两棵，却也能挺直腰身，
栉风沐雨，在拔节、扬花、传粉和结实
后，在与病虫作殊死搏斗后，一直站立
到成熟。

此为“立春”一词引发的记忆。原
本，它们都已作古，封存在历史的旧巷
里，应该不会有再次面世的机会。但却
在近半个世纪后被惊扰，甚至被激活，
它们意气洋洋，似乎又有新鲜血液充溢
在身体里。于是，我在感奋之余，权作
笔录，以飨余年。

春天里意气洋洋的生命

□博·照日格图 作
包文学 译

弯腰曲背在长长的田垄上铲地铲
到头，然后抽上一支烟，那便是农夫们
最幸福的时刻。

我们那边绝大多数人都抽烟。男
人抽烟自不必说，女人从小媳妇到姑娘
家都叼着一支烟在那里吞云吐雾。下
地铲地的时候，生产队队长总是以“咱
抽上一支烟吧”，用一支烟来计量休息
时间。每当这时，大家伙儿这个摸摸烟
袋，那个翻翻衣兜，一起坐到田头抽起
烟来。那时，不知是生活困难，还是把
烟视为命根子吝啬的缘故，烟和纸、火
柴一起揣兜里的人很少。不是有烟的
没了纸，就是有纸的没了火。就这样相
互讨要着卷上一支。有时烟实在不多
了，几个人就围坐在一起你一口他一口
地轮番抽起来。有时，在年轻人中间挑
起一场“抢烟战”而乱作一团。阴雨天
更甚。因此，就有“雨天烟、二杯茶，赛
过新婚夜”的说法。

田头抽的一支烟是农民老大哥消
遣的唯一方式。似乎被沉重的思想负
担压弯了脊背的他们，围坐在一起吧嗒
吧嗒地抽着旱烟吞云吐雾时，为把劳顿
和生活所迫，所有的困苦与青烟，一起
品尝又呼出而痛快。

性情之中的青年时代遇到烟就解
了乏，思绪飞扬。我们常常一边抽闪着
烟头的火光，一边谈论国事、国史到趣
闻轶事，有的还添油加醋、添枝加叶不
亦乐乎。

我们还有一个热门话题就是城市
里的事情。我们虽然憧憬冲动传奇般
的那种生活，但是最后大家都偃旗息
鼓，直埋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没意
思，我们就没有那样的福分，只好吐着
烟雾长吁短叹。偶尔远远看见宝龙山
镇的影子来平抚我们的思绪，安慰我们
的心灵。

宝龙山是在我们村西十多公里处

的一个小镇。远处依稀可见的街道上
空 但 见 化 肥 厂 的 烟 囱 吐 着 黄 褐 色 的
烟。每当这时，我们拄着锄头伫立在田
头贪婪地吸着烟，朝那边久久地凝望喧
闹。“嗨，听说过没，二十年后宝龙山会
变成第二个沈阳哩⋯⋯”

“那我们村儿不都成了城市吗？”
“可不是吗！”
“那在我们的田地上、草场上都建

起了楼房，那咱们该怎么生活呀？”
“这家伙什么都不懂。不当工人

吗？那我们不都成了那个工厂的工人
不是吗⋯⋯”

大家伙儿真的以为从明天起就扔
掉锄头当上工人了一样地高兴起来。
斜阳照在我们的头上似乎在嘲笑着我
们。在沙坨和阔野上农田成片，从远处
的草场上传来牛儿的哞哞叫声，再远处
飘渺的灰棕色的烟在阳光的照射下幻
化成粉、蓝、黄、灰色的烟雾，犹如我们
抽的烟渐渐散去一样。

在下地的人群当中若是有了姑娘
和小媳妇那就更加热闹了。她们在地
头围坐在一起，把烟卷得细如筷子得意
地抽起来，并且说个没完的悄悄话，不
时还传出嘻嘻哈哈的嬉笑声。趁机，小
伙子们便凑过去向她们讨烟抽，此时姑
娘们也兴奋起来，露出心底那份递烟的
想法。每当这时，多嘴的嫂嫂们早已弹
奏起鸳鸯谱，把男女青年配上对儿说三
道四，令姑娘小伙儿们面红耳赤。可是
姑娘家也不乏传递爱慕的办法。她们
趁大家忙于上田垄的工夫早已把卷得
粗粗的纸烟悄悄递给喜欢的那个小伙
子，莞尔一笑便忙去了。那时，乡村爱
情就是经常以递烟的方式在田间地头
萌发。

田头的一支烟不但带来无尽的快
乐，同时也还散发出烦恼与忧愁的浓
烟。我们村里的朵丽玛可是许多小伙
儿都动过心的漂亮姑娘，突然传出她要
远嫁他乡的消息时，小伙儿们的心都蔫
儿了半截。朵丽玛姑娘出嫁的那几天，
小伙儿们无精打采地坐在田头一根接

一根地抽烟。后来不知谁哼起一曲民
歌时，大家也跟着小声唱起来：

美丽绸缎衬衫啊包金花
不穿收藏它已褪色
真心实意把你喜欢
你出嫁远方心儿碎了⋯⋯
唱完了就抽烟。抽完了再唱。田

头歌声悠扬，烟雾缭绕的那个下午我至
今都难以忘怀。

田头的一支烟就像故乡人们的田
垄一样，不但驱赶长长的烦恼，而且修
复像草原一样宽广的胸怀。那时，很多
人一起劳动，难免大家伙儿戏说当中有
拌嘴吵架的时候。吵架的双方好几天
绷着脸，直到有一天铲地铲到头一方没
了烟正发愁时，另一方把烟袋扔过来，
不一会儿两人就和好，开始温和地交流
起来直至和好如初。

与村里人一起干农活儿，我一天也
没离开过烟叶。田头那支烟不但解我
繁重的劳累，而且驱散我心头的烦恼。

当我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天，
我首先揣上一盒香烟出工。大家点上
我递给的香烟围坐在田头可热闹了半
天。

“怎么样，从我们的田间地头不就
出了个大学生吗？”

“嗯，真了不起⋯⋯”
“真有福气，将来干工作了，会抽香

烟哦⋯⋯”
真如大家所言，我现在抽上了香

烟。当我坐到办公桌前偶尔抽上一支
烟时，不由得尝到与故乡人们一起谈理
想爱情，将欢乐和郁闷一起燃烧的那支
烟的味道，心中有许多回忆通过烟头的
火苗闪现。

故乡的人们依然日出而作，日落而
息。如今，他们田头的那支烟该萦绕着
怎样的思绪呢？

田头的一支烟

□包利民

谷雨是有着故事的。
在谷雨时节，春天便已经进入了

尾声。可能南方已经杨花落尽子规
啼，或许已经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在暮
春的伤感中，林花已谢，落英缤纷，仿
佛一场场的告别，许多美丽的故事，也
随着春天缓缓落幕。

于是古诗词中，便有太多的伤春之
作，极尽哀婉。而我却独爱唐人曹豳的
一首：门外无人问落花，绿阴冉冉遍天
涯。林莺啼到无声处，青草池塘独听
蛙。孤而不寂，哀而不伤，才是一种真
正的告别。所以，作为春天最后的一个
节气，谷雨，是充满着惜与伤的。

而在我们这里，谷雨是幸运的 。
虽然也是斗指辰，虽然还未雨生百谷，
但是也清净明洁，春天，刚刚渐入佳
境。所以，在这里的我们也是幸运的，
虽然春天来得晚，可是在遥远处已经
开始告别时，我们才开始迎接。

大地上的草色如轻烟淡笼，细雨
也经常洒落，初回的燕子忙碌着修补
旧垒。在这半个月的时间里，一些花
儿 次 第 开 放 ，而 一 些 花 儿 还 要 等 更
久。一切都是新鲜而欣喜的，柳絮还
在很远的地方飘落，我们这里，并没有
离别的氛围与情绪。

我会想起自己的十六岁，花季雨季
的衔接处，也曾在谷雨的日子里，在那片
年轻的青草地上，放飞着心里的白鸽。
闪亮的河，轻柔的风，花草流年在身畔温
柔地沉默。春天别的节气，总是让我想
起童年，而谷雨，却让青春一次次地回溯。

我们的谷雨，依然没有什么习俗，

大地上还是一片空旷，庄稼们还是未
播种的种子。基本上已经没有了冬天
的痕迹，燕子和布谷鸟在天空上飞过，
就连那些路过的云，都载着暖暖的阳
光。所以，我们的心里都是温暖的明
净，每一步都踏着清澈的风，每一个念
头都飞舞成梦想的形状。

我喜欢亲近这个时候的大地，从
儿时，从少年，就是如此。虽然人到中
年，无复最初的心境，可是我依然会在
晴好的日子里，坐在松软的泥土上，目
光掠过阳光下的草地，掠过微笑的河
流，仿佛看到很远很远的一种境界中
去。就像童年跌倒在大地上，便躺在
那里，仿佛置身于一个巨大的怀抱，看
天很远，看春天很近。

都说谷雨难得雨，果然如此，今年
的这一天，蓝天高远，晴朗得如被风洗
过的眼睛。而在这半个月的时间里，
雨依然会来。我也喜欢我们这里的细
雨，柔柔缓缓，像天空对大地的一场倾
述。然后大地感动得生机勃发，千家
帘幕，隔不断一份美好的希望。

所以，我们的谷雨，也是有着故事
的。无关离别，无关怅惘，所有的情节
都是初初的相遇。

于是，在缤纷的阳光与心情中，我
又想到了从前，想到了那个白衣飘飘
的季节。歌声与风声同在，心语和花
语共存，圣洁而遥远。

所以谷雨，在我的心里，依然是青
春的回放。

谷雨里故事

惬怀絮语

马与人类的故事

□清明

挤牛奶

小时候看老天下雨
草甸的坑洼
积满乳白色雨水
雨点敲打水面
如一盆盆豆芽在跳舞
联想起额吉挤牛奶的手指
像在弹古筝
看着现在机器挤牛奶
总是觉得草原的清晨与黄昏
被一只机械鼠
偷吃了

夜牧

马群在夜的深处打着响鼻
偶有马蹄
叩醒远处几声犬吠
草地渐渐抬升
接近深邃的星空
枕着马鞍的夜牧人
在絮絮星语中
寻找睡意

捡粪筐

在牧区上小学
经常肩背两样东西
一个是书包
一个是捡粪筐
把暑假和寒假
装满捡粪筐
捡粪叉子挑起辛劳
温暖冬天的教室
想想现在自己的驼背
真不是
捡粪筐压的

垛草

垛草，既是苦力活
也是技术活
要有顶起七八级大风的力气
也要有把长短不一的草
码成草垛
西北风
掺加在夜晚呼噜声中
呼啸

我为劳动节唱首歌
（组诗）

□戈三同

一匹黑马
迎风扬鬃
闯出别勒古台山坳

一群白马
蹄扣雷鸣
踏响乌珠穆沁的壮阔

呼和朝鲁岩画里
铮然射出一支响箭
万马蹄声轰鸣
掠向天边
犹如白天黑夜乾坤旋转

西伯利亚寒流
也不曾冻僵
蒙古马蒸腾的汗气
套马杆倚天
锁定磅礴的大草地

奔涌的马群
荒原呼啸的翅膀
在时光的隧道里飞翔

奋蹄嘶鸣啊
我的蒙古马
生生不息的方向
如箭指一个民族的丹田之气

蒙古马

且听风吟

译草原

晨露 李陶 摄

塞外诗境

□桃子

从懵懂无知到特立独行，从蹒跚
学步到独自远行，时光犹如白驹过隙
忽然而已。我深爱的外祖父，那个步
履蹒跚且坚强生活的老人，离开我已
经第五个年头。我最深爱的、疼爱了
我十七年的耄耋之人，使我的记忆被
迫停留在了那年冬天。

我 从 不 会 羡 慕 任 何 人 ，身 体 健
康、三代同堂，桌上有五谷杂粮，门前
栓两条老狗。我在外祖父的呵护下
长成，有着可回忆的童年光景，更像
是 他 人 羡 慕 的 对 象 ，深 似 海 子 的 喂
马、劈 柴 ，关 心 粮 食 和 蔬 菜 ，面 朝 大
海，春暖花开。

至 今 我 对 外 祖 父 的 生 平 不 是 很
熟知，我在乎的只是他为什么常年不
会直起的小指，和装在箱子里几乎无
所不知的书籍。我曾经臆想过如此
一位善良的老人，必定会长命百岁，
尽享天伦之乐。我曾无数次的抱怨
过，为什么要让他饱受病痛的折磨，
迫使他无法遵守送我踏进大学校园
的约定。

我会偶尔在独处的时候想念记忆
中的那位老人，扶着摇摇晃晃的我长
大，在我放学路上的小河上搭桥，教我
书写我的名字，一笔一画。在我记忆
深处永远无法抹去的，是我满心欢喜
地送到老人手上的红枣，在迎接我放
学的桌子上重新出现，原封不动；是我
离家求学之际偷偷塞进手心里的，皱
皱巴巴的五十块钱；是在老人被病痛
折磨得瘦骨嶙峋的时候，我用我瘦弱

的身体抱着他，老人在我肩膀上微微
颤抖、流下炙热的泪水从而留给我的
湿热感。

生老病死乃人之常情，我们每一
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向着同样一
种方向走去，或奔跑、或匍匐。生在哪
个年代外祖父无从选择，然而面对相
继而来的挫折与困顿，老人仍旧积极、
乐观、努力地生活着。外祖父是快乐
的，他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事物，虽然他
没有长命百岁，但那个步履蹒跚且努
力生活的老人，依旧活在我心灵的最
深处。

老人的离去，曾让这个家的内脏
一度走向支离破碎。我本以为会渐渐
疏远且老死不相往来的亲人，却用他
们一次又一次的温暖、愈发强烈的关
心与呵护，使鲜丽的外壳底下摇摇欲
坠的家庭重新发芽。在此之前我是冷
静的、冷漠的，我总以为我们相互流着
不同的血液，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各自
生存；但在冥冥之中仿佛有一针银线
将我们牵连在了一处。我想，或许是
那位沐经山河的老人，越过一个生平，
用情至极地，系了个好看的结。

老人身上有着我似海的依赖，经
年 来 ，不 曾 有 一 丝 丝 的 忘 却 涌 上 心
头。故人作古，我也长成了大人模样，
怀揣着无法诉说的爱。

望我深爱的外祖父，在另一个世
界依旧幸福、快乐，偶尔也想念我。

写给故人

私语茶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