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宏敏

送别
凭栏独倚望江楼，谁解浮萍荡海愁。
月下孤舟横远水，庭前残菊败枝头。
晚风弄笛声声碎，凄雨敲窗阵阵稠。
何处重逢君莫晓，但求碧水向西流。

乡村夏夜
繁星璀璨镶天幕，琴曲悠扬渐入微。
小径无人通四野，平湖静谧洒银辉。
蝉鸣陌上清风伴，鸟宿枝头柳影依。
煮酒吟诗今已醉，轻骑踏月不须归。

空山古寺
空山寻古寺，耳际绕灵音。
枝叶遮云日，啼声闹竹林。
只闻天上语，未见世间琴。
万籁皆初化，禅房避影阴。

惜春
春宵最喜宜时雨，润物无声落碧丛。
紫燕歌中杨柳绿，黄莺舞里杏花红。
闲游理棹清溪上，信步吟诗水岸东。
几度熏风飘白絮，但看岁月太匆匆。

抒怀
□刘海东

咏江边玉兰
傲骨孤枝伴大江，柔情几朵点春光。
日承玉露集灵秀，夜枕清波入梦香。
疏影临风频吐艳，落花逐浪也流芳。
出尘不染真仙子，不负依依绿水长。

笔墨丹青总徒劳
舞文弄墨绘丹青，怎比春来一夜风。
一叶一生千种绿，一花一世万般红。
光阴流彩时时异，天地钟灵岁岁同。
纵有点睛神妙笔，自然界里小雕虫。

草原之春
惊蛰依旧小虫眠，雪落春分塞外寒。
杨柳清明才嫩绿，湖泊谷雨始微澜。
千呼万唤风不度，暮盼朝思燕未还。
一日东君飞马到，无边花海碧连天。

感怀东坡风骨
千载东坡天下名，诗词绝世妙丹青。
思出泉涌文如海，字耀光辉笔若龙。
把酒抒情明月夜，挥毫怀古大江东。
雪泥鸿爪人生旅，心静何来风雨晴。

诗四首

□朱德文

自古以来，马在人们心中都有着崇高
的地位。马是吃苦耐劳、坚忍不拔、勇往
直前、忠于职守等优秀品质的代表，是能
力、智慧、才干与成就的象征。“龙马精神”
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所崇尚的奋斗不止、
自强不息的旺盛、进取、向上的民族精
神。以马为题材的诗词，不仅赋予其独特
的风格和色彩，还借马示情、借马言志，把
马作为媒介和载体来抒发情感。

岑参的《卫节度赤骠马歌》是一首专门
咏马的诗篇：“君家赤骠画不得，一团旋风桃
花色。红缨紫鞚珊瑚鞭，玉鞍锦鞯黄金勒。
请君鞲出看君骑，尾长窣地如红丝。自矜诸
马皆不及，却忆百金新买时。香街紫陌凤城
内，满城见者谁不爱。扬鞭骤急白汗流，弄
影行骄碧蹄碎。紫髯胡雏金剪刀，平明剪出
三騣高。枥上看时独意气，众中牵出偏雄
豪。骑将猎向南山口，城南狐兔不复有。草
头一点疾如飞，却使苍鹰翻向后。⋯⋯”

赤骠马威武轩昂的气势，敏捷矫健的
雄风，在诗人笔下跃然而出，如在眼前。
我们仿佛听到了“骏马长鸣北风起”，看到
了“草头一点疾如飞”。而这一切就仿佛
涌入了我们的血液里，周身鼓荡起一股热
烈、饱满、高昂的情绪。人们在描述马时，
往往会十分自然地加上一个“骏”字。可
见马的这一形象已经深深扎根在人的意
识中。这是经过千百年来岁月长河涤荡
的沉淀，正所谓千锤百炼始成金。

杜甫的《房兵曹胡马》，为咏马抒怀之
佳作，“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竹批双
耳峻，风入四蹄轻。所向无空阔，真堪托
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

诗人恰似一位丹青妙手，用传神之笔为
我们描画了一匹“胡马”的风度、气格。其无
畏、忠诚、刚烈、坚韧的品质和德性，也代言了

诗人自己的品格和情志。人马之间这种情感
的互融互通，没有丝毫的做作矫情，有的只是
相互之间的信赖。这也正是今天我们所追求
的一种纯朴、包容、和谐的处世方式。

友情和乡情是最能够牵动人心、让人
动容的，常被人们看做是内心深处最柔软
的部分。因此，也经常作为书写对象出现
在作品当中。

“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离别总
会让人感到伤感和不舍，而此时两匹马不
忍离去的嘶鸣愈发催人泪下。没有过量
的言语，却胜过一切话别，在彼此的心中
发出深沉的共鸣。朋友之间的无限深情，
缱绻情义借助马也有了外在的表现。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马作为
一种感性动物，其思念乡土的表现让人感
叹。英国作家詹姆斯·奥尔德里奇写的

《奇异的蒙古马》一书中讲述，英国人为了
搞科研从蒙古高原戈壁带走的一匹蒙古
马在英国怎么照料也待不下去，跑了多少
个日日夜夜，经过了多少山山水水，终于
回到了自己的草原。作家惊叹，这匹蒙古
马的乡情真是难以理解。恋乡情结一直
以来被人们视为不忘根本的体现。特别
是对于那些海外游子来说，乡情更是他们
魂牵梦绕，割舍不断的牵挂，乡情也成了
漂泊在外的人们凝聚感情的纽带。

外在的气韵到内在灵魂的融汇，成就
了马的风骨，更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孕育出
了马的精神。“汗血每随边地苦，蹄伤不惮
陇阴寒。”这是一种昂扬的战斗精神和百
折不挠的坚强意志，是中华民族性格的写
照。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种精神，中华
民族才一路披荆斩棘，成就了今天令世人
惊艳的成绩。

诗词里的马

□李伟明

《资治通鉴》第一百七十六卷有一段
关于文风的记述，说的是隋文帝讨厌浮华
文风的事，写文章的人不妨看看。

隋文帝杨坚因为不喜欢文章用词华
丽，专门下发文件，要求全国的公私文书做
到行文朴实。泗州刺史司马幼之的文章奏
表都写得很浮华（估计有堆砌词藻的嫌
疑），结果，隋文帝把他交给司法部门治罪。

当时的治书侍御史李谔也讨厌华丽文
风的盛行。针对这种情况，他特地给隋文
帝打了个报告，说一些边远的州县没有执
行朝廷要求文风朴实的命令，仍在选拔任
用一些擅长花拳绣腿式文章的人，建议文
帝派人下去普查，将这种人送御史台定罪。

李谔认为，当年曹魏的三个君主注重
文词优美，忽视治世之道，于是下面的人纷
纷效仿，终于成了风尚。到了东晋、齐、梁
时期，这种文风的危害到了极点，很多人的
文章连篇累牍，积案盈箱，洋洋洒洒写下
来，却只是描述了月升露落、风起云涌的情
景，而这种人偏偏能得到重用。于是，全国
上下，从王公子弟到乡野孩童，竞相追求这
种没有实用价值的“雕虫小技”，而忽视学
习实用知识。结果，文笔日繁，其政日乱，
产生了恶劣的影响。隋文帝看后，作出重
要批示：将李谔的报告下发到全国各地。

文风浮华也可以定罪，这事听起来简
直可算“奇闻”了。那些文章写得“漂亮”的
笔杆子们，得庆幸没有碰上那个时代才是。

隋文帝所讨厌的，也许主要是实用性
文体的华丽文风（不过，那时文章、文学未
分家，没有什么职业作家之类，人们看重
的还是文章的实用功能，所以，写“闲文”
的也要一并遭殃了）。除了文学作品，其
他文章都应是实用型的。实用型文章，理
应行文简洁，通俗易懂，讲究效率，让人在
最短的时间内了解它的意思，获取有用信
息。那些玩弄词藻、叙述过分铺张曲折的
文章，把有用信息埋藏在大量的废话中，

有意无意地浪费了别人的宝贵时间，的确
该打屁股（后世在朱元璋手上，据说有个
大臣叫茹太素的，还真的因为写长文章被
打屁股）。

撇开实用型文体，来说说文学作品
吧。文学是一门艺术，语言的艺术。既然
如此，文学作品的语言当然是需要精雕细
琢的，要让人读了产生审美的愉悦（所以，
相比于其他文体，文学作品除了认知功
能，还具备审美等功能，在语言上的要求
就高得多了）。那么，文学作品是否就应
追求浮华的文风呢？

应该说，千百年来，的确有人是这样
认为的。我们经常可以从报刊读到这样
的作品：文章的每一句话都相当漂亮，甚
至动辄可以看到平时几乎没见过的字、没
听过的词，让人乍一看，感到高深莫测，好
不佩服。然而，这一个个华丽的句子串起
来之后，再三品味，却始终不知所云，就是
闹不明白作者想告诉我们什么（正如李谔
说的，洋洋洒洒几大段下来，说的不过是
一朵白云）。对于我辈文学的门外汉来
说，这种文风只能让人从此不敢亲近“文
学”，作出“惹不起躲得起”的选择。这样
的“有句无篇”的作品，在普通读者看来，
不过是一场文字游戏罢了。

文学作品中，优美的语言固然很重
要，但厚实的内容才是第一位的。语言只
是作品形式的一方面，形式与内容相比，
打个不尽恰当的比方，就好像人的外表和
内在气质，一个人的气质太差的话，怎么
刻意打扮恐怕都是那么回事。同样的，一
个气质颇佳的人，淡妆素裹也能引人注
目，而如果浓妆艳抹的话，说不定还倒人
胃口呢。明白了这一层道理，再回头看古
时那些无视文章内容刻意卖弄文字而获
惩罚的人，又觉得他们并不是特别“冤”了。

文风何须“浓妆艳抹”

三言二拍

弦歌古韵

塞外诗境
马与人类的故事

□王笑风

冬日已去
时间的指针上，春天
簇新的灵魂巍巍站起
树木长久地颤动
一个春天，叶脉展示天下的道路
每个尽头都有美丽的背影
鸽子飞翔，炉火熄灭
一生苍茫，有多少温暖的片断
不停地闪回，闪回
最远的河流已抵达无限
瞬息万变，一朵花变红
春日之花日新月异
我们的亲人，一代一代
以彩霞之光为衣
抓住那手
飞掠黑暗的手
一秒钟，在大地上
捣碎了多少薄冰
在清新的空气里，谒见从前的诗人
他留下飘扬的声音

“人啊，把怀念的根子
扎得再深一些⋯⋯”

“每滴生命的露水都要还给大海”
少年成长得多快，一日千里
探身投入自我辉煌的未来
甚至一天内就想要
打破所有虚幻的镜子
让碎片也一一消失！
春天的大马群已穿越时空奔涌而来
我握紧双手，而大地上的景色
眨眼间已美不胜收

春天

守望 赵云东 摄

惬怀絮语

小小说

□齐永平

清明节过后，就该是准格尔旗举
办杏花节的日子。应了家乡的邀约，
回一趟准格尔，观赏山杏花开，体察
家乡变化，也是借了这个由头，重游
生长故地，品尝儿时美味，聚会故旧
新朋，释缓思乡情结。有许多个理
由，催促着我的行程。

携了应邀的几位作家教授朋友，
赶了初春勃勃露头的一轮朝日，一众
皆是兴致盎然。久居闹市，不觉季节
已然变换。高速公路两侧，草木萌
芽，杨柳抽枝，大地返青，春光无限。
话题自然离不开山杏，山杏、山杏树、
植树造林、植被保护、生态建设，都是
时下的热门话题。

当我们匆匆赶到活动现场的时
候，十几里的公路上，汽车排起了长
龙，烂漫的花海里，已是游人如织。

徜徉于林间，泥土酥融的湿润、
草芽露头的清香与杏花绽放的芬芳
混合在一起，沁人心脾。趋前细细观
赏，那杏花红的萼、绿的芽、白的瓣、
黄的蕊，好像经了大自然画师的泼彩
晕染，胭脂万点，五彩缤纷，花繁娇
姿，占尽春风。

漫山遍野的杏树，把接踵而至的
游人都给淹没了。那些挂着照相机的
游客，忙不迭地抓拍这花开的美景。
而更多的游人则是拿着手机拍摄留
影，通过微信随时把照片发送给远方
的亲朋好友，共享这美好时光。你看
那些女子，无论年轻年长，均是精心打
扮，站在树前，手扶花枝留下倩影，仿
佛是要和这满树杏花争芳斗艳。

看惯了公园假山花草树木的外
地游客看这野山坡上花团簇锦的美
景，一如看惯了浓妆艳抹的时髦女郎
后初见天生丽质、不施粉黛的农家少
女，啧啧赞叹。

同是踏青赏花，随了人流，我却
是不一样的感受。伴着山杏树长大
的我，看这山杏花再熟悉不过。只是
当初是散散落落的一株两株，三株五
株，变成了如今海海漫漫的一坡一
洼，一山一川。就像邻家妹子，多年
不见，出落得明眸皓齿、楚楚动人。

可惜，这山杏花妹子当初没跌落
在一个好人家。生在这塞外艽野的
穷乡僻壤，委身于粗糙凌乱的树杈枝
桠，纵是天仙也少人问津，哪比得梅
花的高贵、桂花的芳香、梨花的忧伤、
桃花的浪漫？

山杏树陪了我们多年，充其量是
在满目苍黄的山坳间呈现一抹绿色，
在我们单调乏味的生活中增添一丁
点苦涩的作料。

那时候，我们在意的，不是山杏
树开花的美景，而是山杏成熟的时
辰。那时候，还没有品尝过苹果、梨
子的滋味，唯一可以解馋的水果便是
山杏。实在等不及的时候，上树摘几
颗酸毛杏，咬起来酸得龇牙咧嘴。

更多的人家，是把杏骨子收集起
来，卖到供销社，换作半斤灯油钱。

杏仁泡了、煮了，再用食色染成

红的、绿的，拼成一碟，为红白事宴凑
数的一盘凉菜。

杏干瓣晾好，装一小袋，在走亲
访友的时候，是登门的礼物。

关于杏树，我们知道杏木纹理密
实、木质坚硬，是做案板的好材料；杏肉
可食用，尤其是生长在沟谷地上的杏
树，因水肥充足，故而果实肉厚汁多，酸
甜可口；杏仁可入药，止咳平喘，润肠通
便。杏树也可作为经济林种，种在房
前屋后，路边地头，增加些许收入。

其实，杏树更重要的作用是绿化
荒山，保持水土，改善生态环境。尤
其是对于准格尔这地方来说，具有另
外一层特别的意义。

这还要从黄河下游的水患说起。
如果说，黄河是一条巨龙的话，

龙首在青藏高原，龙身在黄土高原，
龙尾在华北平原。静静伏卧的时候
还好，稍一动弹，龙尾那么一摆，下游
便是灾难。几千年来，黄河洪水灾害
史不绝书。从先秦到民国的 2500 年
间，有记载的下游决溢 1500 多次，大
的改道 26 次。历朝历代，黄河水患都
是朝廷的一大心病。历史上，治理黄
河水患，也就是停留在清淤疏浚，加固
河堤，治了标，却治不了本。想想也
是，封建王朝，关心的是府库的税银、
天下的安定、皇权的传承，想让家天下
的掌柜去关注远天僻地西部黎民百姓
的甘苦与生存环境，实在是指望不上。

黄河下游过去的改道决堤也好，
如今的地上悬河也罢，究其根源，还
是在于泥沙淤积。

黄河上游路过河西走廊和巴丹
吉林、腾格里、乌兰布和这几大沙漠
时携带的泥沙在经过宁夏的银川灌
区和内蒙古的河套平原时已经淤积，
能随河水而下的是悬浮混合于水中
的黄土和粉沙。

黄 河 到 了 准 格 尔 ，由 东 向 南 一
拐，便跌入落差巨大的晋陕峡谷，再
无遮拦。就在拐弯这地方，准格尔的
几大孔兑（蒙古语：沟谷）汇入黄河。

准格尔有一种独特的地貌，叫做
砒砂岩。远远望去，山坡像被巨大的
爪子抓过，开膛破肚，沟壑纵横，裸露
的岩层红白相间，如同被刀划开的五
花肉一般。砒砂岩年年剥蚀，寸草不
生，因此，又被称作“地球癌症”。据
统计，过去，准格尔地界每年下泄泥
沙达 10 亿吨之多。准格尔砒砂岩的
粗沙，随着奔腾咆哮的黄河一路不
停，直到地势平缓的黄河下游，这时，
精疲力竭的黄河水再也没力气把它
们带到大海，它们便沉积在河床上。
因此，准格尔砒砂岩的粗沙应当是黄
河下游改道、河床抬高的主要成因。

一条黄河作为纽带，让河南、山
东黄河两岸人家与准格尔这地方结
了亲。这门穷亲戚年年借了洪水捎
些不值钱的沙子过来，不仅自家的日
子过得穷困潦倒，还拖累了千里以外
的远房亲戚，这让人家说什么才好？

过去，准格尔旗交通闭塞，沟壑纵
横，干旱少雨，水土流失特别严重。每
到秋季，山洪暴发，洪水裹挟了泥沙、
树木、巨石，倾泻而下，那隆隆的咆哮

声，低沉震荡，十里之外可闻。那些
年，准格尔旗曾经大兴水利，拦河打
坝，只是不消几年，大坝就被泥沙淤
平；曾经砌筑河堤拦洪澄地，一场山洪
过后，大堤的石条被冲得七零八落，东
一块西一块撒落在河滩上，如遭战乱
洗劫一般。偶尔有人被洪水卷走，众
人唏嘘过后，说是顺了黄河下河南吃
白面馍馍去了，算是一种无奈的戏谑。

准格尔旗位于鄂尔多斯高原东
部梁外丘陵山区，过去是出了名的穷
地方。贫瘠的土地遇上干旱的年份，
连种子都收不回来。

恶劣的生存环境，倒逼准格尔旗
保护天然林，种植人工林，种树种草，
开展小水利建设，小流域治理。特别
是改革开放以来，准格尔旗加大生态
保护和建设的力度，在国家退耕还林
补贴政策的激励下，适时开展大规模
群众性植树造林活动，并在 2000 年
实现了全旗境内的大禁牧。

多 年 的 治 理 终 于 见 到 了 成 效 。
如今，准格尔旗的梁峁山川已是一片
郁郁葱葱，沟沟岔岔，到处是水坝鱼
塘，山林里，珍禽飞鸟随处可见。山
变绿了，水变清了，肆虐了多年的山
洪终于消失了。由于植被恢复，树成
林，草成片，每到清明节前后，防火工
作成为各乡镇的主要任务。

在生态建设的过程中，山杏树功
不可没。

在绿化荒山的时候，引进树种不
适宜当地的气候环境和水土条件，试
了很多树种，终因难以存活只好作
罢。山杏树是本土树种，耐旱、耐寒、
耐贫瘠，在适应自然的生长和遗传过
程中，根系特别发达，须根可穿透半
风化的砒砂岩，侧根扩展能力极强，
根幅范围可达树冠投影面积的 5 倍
左右。一棵杏树，便可抓地几十平方
米。这些年，准格尔旗因地制宜，适
地适树，广泛栽种松树、杏树等乔木
以及适宜在砒砂岩区生长的沙棘、柠
条等灌木和紫花苜蓿、草木犀等优质
牧草，乔灌草结合，再加上小流域治
理和禁牧，水土流失这个困扰了多少
年的大难题总算是解决了。

去年，到龙口瀑布观景的游客，
突然发现往日浑黄的河水变清了，

“ 率 土 普 天 无 不 乐 ，河 清 海 晏 穷 寥
廓”，这一奇观由手机发到网上，立即
成为热点新闻。

再过若干年，随着黄河中上游的
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黄河水变清也
不是没有可能。只是，到了那个时
候，黄河还叫黄河么？是不是该恢复
它在历史上曾经叫做大河的名字？

如此说来，山杏树不仅是准格尔
旗青山绿水的功臣，也是黄河流域恢
复生态环境和水土保持的功臣。如
果表彰生态建设也可以给动、植物界
评奖的话，还真该给准格尔的山杏树
申请个什么奖项。

准格尔的山杏

□杨帮立

南河湾生产队里的田地，分布在
白露河两岸。河北是沙土地，泥油松
软，一头牛一早上犁亩把地不费啥；河
南是黏土地，土结板实，队里只有建国
喝动黑神一早上能干掉一亩半。

一头牛，能混出个带有“神”字的
名字，它必有出众之处：蹄大腿壮，背
陷肩耸，脖粗角长。尤其这一对犄角
微微外翻，角尖处陡然前挺，这个造
型，让对手望而生畏。黑神还叫黑毛的
时候，它也遇到过对手。从日头还在树
梢之上，奋战到昏天黑地，对手才落荒
而逃，战红了眼的它，穷追不舍，冲进了
无边的黑夜里。等天快亮人们找到它
时，对手被他撵得掉进了吃水挖的土井
子里，它也压在那条半死不活的牛身上
上不来了。等它战败周边三个公社的
头牛后，只要它站在高处“哞——”一声
大叫，外地的牛群会停下吃草，仰脖张
望，转身掉头。当时，外地人提起南河
湾，没谁说人，只说牛，说黑神。

黑神，在贫困的南河湾人的心中
筑起了满满的自豪感，这种自豪感通
过肢体或眼神，环绕着黑神，黑神的感
觉是刚性的，它被宠坏了。一头牛的
价值在于耕地，它不干，不让套牛梭
子。有一天，队长把牛绳接长扔过树
杈，把牛头吊直，才套上犁具。松开牛
绳把它往地里赶，走着走着，它突然往
河里下，队长也是使唤牛的老把式，犁
把迅速前倾，把犁铧尖往河埂深处插，

它拉翻一道厚厚的土陵子，连犁带人
拉下了河。

黑神的这种姿态，一直保持到建
国复员归来。建国回来，不知道为啥，
肚子里窝着一肚子火，连花啊草啊都
惹他嫌，动不动，还对人亮开了军旅
拳。队长说这不叫本事，有本事你去
叫黑神干活，你能使唤住黑神，我把闺
女翠叶嫁给你。

南河湾人说，真是石膏点豆腐，一
物降一物啊。没多久，建国在前面扛
着犁走，黑神在后边不紧不慢的跟着，
牛和人之间，绝对没有牛绳，牛绳是在
牛犄角上盘着的。朝阳升起在白露河
床里，雾一缕一缕散去，空旷板结的黏
土地上，建国与黑神强强组合，展示力
与美，南河湾最神威的风景出现了。

“其他的牲口编号抓阄，黑神就不用
编了，谁抓住了，也使唤不住。”已当上队
长的建国在分地分牲口的会上，对黑神
志在必得。“你是队长也不能特殊，俺使
唤不住，拉到牛马行里卖，黑神也比别的
牲口多值不少钱。”“就是，杀了能多卖几
十斤肉。”有人捣蛋了，七嘴八舌。

建国，还真没有抓住黑神的阄。
抓住黑神阄的二水还死活不给建国
换，尽管建国主动提出倒贴他五十块
钱。建国，躺在床上不吃不喝。翠叶
炒碗辣椒鸡蛋，炕了盆鱼，倒了碗散酒，
说，建国，你起来吃饭，我知道症结在
哪，我去给二水赔个不是，帮你把黑神
换回来——二水先前托媒说过翠叶，
翠叶没答应，二水在憋着气，出气的机
会终于来了。建国翻身下床：“最值钱

的是脸皮啊，为了黑神，难为你了。”
牛通人性，翠叶把它赶来家时，见

到建国，黑神是两眼泪水。建国赶紧
把泡在盆里的一碗黄豆端了出来。

建国带着黑神，不是给东家犁田，
就是帮西家耙地，村里人见到建国，就
说“好人啊”。“是好牛啊”，建国很光彩的
给人打着哈哈。建国在河南岸三县交
界的地方，开出一片荒地来，荒地越开
越大。有一天，建国去荒地种麦子，发
现犁好的地已经被临县的人耙上了麦
种，几十号人在那手操着棍棒等着他：

“你再牛也不能把荒开到俺县地盘上。”
建国啥脾气。建国拿着鞭杆闯了

过去。建国很快被棍棒打翻在地。没
谁注意黑神。黑神旋风一般冲进人群
的时候，就有人的肠子挂在了它的犄
角上。“砰！”黑神一个哆嗦，一个甩头，
看见了枪口上的青烟，向着持枪人抵
去。“砰！”这一枪正中眉心，黑神摇摇
晃晃沉重重的跌倒了⋯⋯对方派出所
得到报告，怕出现群殴械斗，民警刚好
赶到现场。

现在站在南河湾白露河北岸往南
望，一个硕大的土堆子酷似一头神武
的牛：花花草草是它的毛发，两颗壮树
是它的犄角⋯⋯这是一位跛脚的农
民，在牛倒下去的地方，从青年到老年
大半生的杰作。

那牛那人

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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