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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启平

断墙：时间夹层的风雨声

如果荒草没有漫上来，断墙还
是村庄的。它手里握着村庄的烟
火和时间夹层的风雨声。

在新旧的置换中，断墙残缺得
犹如一块村庄的碎片。它支撑的
房屋，已经在岁月深处土崩瓦解。
如今它只是象征，或追溯起来的断
代史。

一只灰雀落在断墙上，它思索
着站成墙的样子。村庄仍在不断
滑向时间的更远处。这截残垣没
有捡起灰雀的飞翔，飞出时间的深
渊。它还在继续驳落，继续在风雨
中沉沦。

有 一 天 时 间 会 把 它 彻 底 推
倒。时间要拆除的东西，没有什么
可以阻止。断墙的每一块石头和
土坯都将向时间妥协。

牛筋草、蓟草、芭茅具有在村
庄每个角落制造荒芜的习性。一
截断墙逃不过被荒芜的命运。它
们把断墙慢慢标识成草的部分。
它们轻而易举地从村庄取走了一
块别人的领地。

村庄忙着推陈出新，似乎没有
时间与精力和荒草计较。当断墙
消失在草丛间，村庄的遗忘不过是
加深了一些。而经过的风犯有窥
视癖，总要伸手扒开这个被掩盖的
秘密……

洋瓷碗：记忆的名词

洋瓷清脆的声音，被时光的指
尖敲响。生活滚烫的汁液盛进一
只碗里，清苦且芬芳。

洋瓷碗，一个时代响亮的名
词。搬动这个名词，就是搬动需要

填充的胃，或脚手架上、田间地头
散落的汗滴。这是一个喂养身心
的名词。

一手捧着洋瓷碗的人，一手
捧 着 那 个 时 代 的 斤 两 。 他 需 要
在那儿有立锥之地，而洋瓷碗能
带 给 他 温 暖 的 未 来 。 对 生 活 掘
进 的 力 度 ，没 有 落 到 时 代 的 后
方 。 他 的 身 体 散 发 着 洋 瓷 的 脆
和硬。

老了的时候，一只洋瓷碗装在
他的身体里，像极了支撑着他的那
根不服老的硬骨头。

现 在 一 只 洋 瓷 碗 被 尘 埃 包
围。但一只洋瓷碗自身的火焰还
在，持久不灭。

谁还会再次摸索到一只洋瓷碗
上？它隐身在一只旧橱柜。好似一
代人的酸甜苦辣隐身进深邃的记
忆。洋瓷的声音还在时空中回荡，
那一刻，撩人的火焰串得很高。

纳凉：一把蒲扇摇动星光

一把蒲扇摇动星光，一缕缕跌
落到我的脸上。一只手青筋暴突，
正打开清凉的风洞。

我枕在一双柔软的腿上，一条
银光闪闪的路引我漫游。我看见
星光从天空快速飘落，柔软如雪。
它们被一把蒲扇赶得如絮般纷纷
扬扬，落满院子。

各种虫鸣此起彼伏，围着院
子，好像围着一枚大大的核。这纯
绿色又纯天然的音乐大餐动人心
魄。我们在院子里和身处金色的
音乐大厅一样有仪式感。

星光波动，犹如在风中摇曳。
我对黑夜的恐惧便不复存在。白
天留在院子里的打闹也仿佛闪闪
发光。我清晰地能捕捉到它们。
它们调皮又不规矩，像笼络一个孩
子的糖果。

我想我应该安睡了。一把蒲
扇让我与蚊虫划清了界限，童年
的梦安稳得没有被叮咬的风险。

音乐盛典渐渐止息，我已在一
个甜美的梦境里制造着童年单纯
的快乐。而当星光疲倦，一把蒲扇
垂落。我翻身，看不见她的脸，便
轻轻地叫了一声奶奶。

候鸟：搂着村庄迁徙

我从未想过我会类似于一只
候鸟。对于一个村庄，无论在哪，
也是她的骨肉。

村庄孵化与养育的都是背负
使命的候鸟，我不是一粒落地生根
的种子。这儿是我的一个起点。
我举着翅膀，越飞越高。我在村庄
的目送下告别，迁徙。

以 候 鸟 的 姿 态 远 离 一 个 村
庄。月光、炊烟和乡愁都已成为我
牵挂的背景板。

但我鸣叫着满口的乡音，我的
血液里肯定也流淌着一个村庄注
入的基因。即使在另一个温暖的
地方，我的本色依然如灯盏，照亮
心中不舍的地方。我是搂着村庄
迁徙的鸟儿。

一只候鸟在乡情里返璞归真，
一 只 候 鸟 也 要 在 迁 徙 里 鱼 跃 龙
门。我不是游走在村前屋后摇摆
的麻鸭和肥鹅，我身躯里填充着执
著于远方的腺素。

只是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
方，我还是那只恋家的候鸟。每年
都要准时在这片土地栖落。当我
怀揣幸福回来，一个村庄会把我默
默地搂在怀里，用母亲般的温暖驱
赶着一路辗转的风尘——

乡村记（组章）

□何君华

张一文是在巴音诺尔嘎查驻村扶贫
时见到呼日勒的作文本的。

呼日勒的作文题目是《我的理想》，显
然是语文老师布置的课外作业。但你肯
定想不到呼日勒的理想是什么——是的，
呼日勒的理想竟然是变成一只苍蝇。

呼日勒的作文是这样写的：
我的理想

我的理想是变成一只苍蝇。
我在爸爸的三轮车上看见了一只苍

蝇。真是奇怪，这么冷的天，怎么还会有
苍蝇呢？可是我又觉得，这只苍蝇真是幸
福呀。尽管要忍受寒冷，但它毕竟可以陪
着爸爸去广东呀。

我也想变成一只苍蝇。这样的话，我
就可以偷偷爬（三年级的呼日勒用的是

“爬”字，我猜他可能是想写“趴”字吧？）在
三轮车上，然后爬在长途客车上，再爬在
火车上，一路跟爸爸去广东了。尽管广东
在什么地方，我一点都不知道……

你大概能料想到，如果老师要求呼日
勒在班上把这篇作文念出来，会招致怎样
的哄堂大笑吧。但这的确就是留守儿童
呼日勒的心声。

巴音诺尔嘎查是出了名的贫困嘎查
村，辖区面积大，但经济来源方式单一，家
家户户都是半农半牧。作为科尔沁旗教
育局的一名公务员，张一文报名参加了驻
村帮扶任务。呼日勒家便是张一文包联
的贫困户之一。

通过入户走访，张一文了解到，呼日
勒从小就失去了妈妈，爸爸常年在外打
工，这些年一直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爸爸只有在过年期间才会回来跟他团聚
几天，一旦过了正月初六，爸爸就不得不
再次返回南方打工。每当这个时候，呼日
勒便想，自己要是能变成苍蝇搭上车跟爸

爸一起走该多好呀！这就是呼日勒写下
这篇作文的原因。

在呼日勒家的炕沿上读完作文，张一
文心里久久难以平静。张一文觉得他应
该帮帮小呼日勒，可是除了定期来他们家
探望，他又能做些什么呢？

张一文觉得身上的担子很重。他觉
得自己是该做些什么了，最起码，他应该
帮小呼日勒改一改他的理想——他的理
想可以再大一点。

张一文的心情终于好起来（与此同
时，他的皮肤也不由分说地黑了起来）是
在一年之后。

一年后，小呼日勒的爸爸乌恩其回来
了。这回乌恩其不是回家过年住几天，而
是回来就不走了。

原来，这一年里，张一文和他的同事
们（或者更贴切一点说，是张一文的战友
们）一起努力，通过落实产业扶贫政策，在
苏木上办起了玉米深加工公司。乌恩其
可以就近在苏木上班，再也不用坐两天两
夜的火车去广东打工了。

于是，小呼日勒写下了第二篇关于理
想的课外作文：

我的理想
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飞行员。
我原来的理想是成为一只苍蝇。来

我们家扶贫的张叔叔说，我的理想应该更
大一点。

我想了想，比苍蝇更大的是什么呢？我
能想到的最大的就是飞机，可是我不能成为
飞机，那我就成为飞行员去驾驭飞机吧。

我多想开着飞机飞翔在高高的蓝天上，
在蓝蓝的天幕上画一道长长的白线……

看着呼日勒歪歪扭扭的新作文，张一
文真是又想哭又想笑……

关于理想的课外作文

□马亚伟

记得每年过年时，家里都要蒸大馒
头。母亲把馒头做成各种花样，圆形，花形，
鱼形，刺猬形……各种各样的馒头蒸出来，
冒着腾腾的热气，看上去一派喜气洋洋。
母亲在圆馒头上点上红点，花形馒头上用
红枣来点缀，鱼形馒头上用黑枣当眼睛。

经过母亲的一番打扮，这些馒头个个
表情生动。圆馒头像胖娃娃一样眉开眼
笑，花形馒头像花朵绽放一样灿烂生辉，
鱼形馒头真的就是一条头尾灵活的大
鱼。每当这样的时候，我总是冲着这些馒
头笑——我觉得它们是有表情的，它们也
感受到过年的喜庆气氛，所以那么欢喜。
过年蒸馒头，对家庭主妇来说就是一种隆
重的仪式。她们通过这样的形式来表达五
谷丰登的欣喜，以及对美满生活的期盼。

当食物被珍惜和善待之时，它们的表
情是愉悦的。而当食物不被善待之时，它
们的表情是痛苦的。

我见到过丢在食堂垃圾桶里的馒头，
简直沦落成沮丧的流浪汉。那些馒头，有
的被咬过一两口，有的还是整个儿的。它
们乱七八糟地滚落着，浑身沾满了污物。
有一次，我回头瞥了一眼垃圾桶，看到一
只馒头正面目狰狞地朝向我。我心里一
惊，同样是雪白的面粉蒸出来的馒头，它
们不仅没有被奉为过年时的吉祥之物，反
而沦落为垃圾。面对如此悲惨的命运，它
们不满，面目狰狞地抗争。

食物真的是有表情的，我确信。每一
粒粮食都是天地精华，它们经过了无数的
风雨才修成正果，成为一粒颗粒饱满的粮
食。有些粮食被懂它的人珍爱，最终变成
美味，完成了生命意义的升华。每一粒粮
食都希望被人珍惜，以便最大限度发挥自
己的能量，可遇上不懂珍惜的人，它们在

劫难逃。所以，它们的表情是悲苦的。
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凡是被

善待的食物，总会眉目清爽地登上餐桌，它
们的表情格外愉快。我们怀着愉悦之心吃
下这样的食物，会觉得食物与人之间的关
系那么和谐。而不被善待的食物，表情是
丑陋和愁苦的，它们的味道也不会很好。

清代的袁枚，是才子，也是吃货，他吃
出了品味，也吃出了境界。袁枚追求色香
味俱全，他在《品味》一诗中写道：“平生品
味似评诗，别有酸咸世不知。第一要看色
香好，明珠仙露上盘时。”像袁枚这样珍视
食物的人，做出来的美食，表情一定是和
颜悦色，赏心悦目。

朋友的儿子上初中，学习不好，唯有
对美食制作感兴趣，假期偷偷去跟人学了
面点。有一次，他睡醒后兴致勃勃地对他
妈妈说：“我梦到我做的那些面点，都变成
活的了，鱼能游了，兔子能跑了，还有我捏
的小人儿能帮我干活呢……”他妈妈一直
反对他学厨师，便说：“我看你是小时候看
《田螺姑娘》看多了！”

他妈妈把这件事跟我说了，我说：“你
儿子是有慧根的，将来让他学厨师吧！”孩
子不一定非要学习好，他做一件事，能够
投入感情，能带着感情看待食物，说明他
珍爱食物，也会善待食物。在我看来，这
样的人说不定能成大家呢！就像日本直
木奖得主杉森久英《皇室料理番》中主角
笃藏所说：“怎么能把我当个普通的厨
师！我倾注了热情、气魄与美的菜肴，绝
不逊于美术馆里的艺术品。”

食物是有表情的，也是有情感的。食
物与人的情感是相通的，彼此善待，彼此
依赖，彼此成就，抵达和谐之境。

食物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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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红

老巷子很老，瓦分不出是黑的
还是灰的，瓦上住着的烟囱遍体投
射着岁月的伤痕，砖块歪歪扭扭罗
列着，风来过，雨来过，雪霜也来
过，节气在它身体里过滤了很久很
久，就是不肯倒下。伫立在房子
前，我可以清晰地听到瓦和烟囱磨
牙的声音。树也老了，周身皴裂黢
黑，纹理很深，向上伸出的枝蔓喘
着粗重的呼吸。老巷子的宅院巴
掌大，喂养着与巷子年龄相仿的
人，他们将四季种在泥瓦盆里，亦
或是一铺炕面积的土地。我时常
被一洼绿油油的菜苗驻足，蹲下身
来欣赏。老巷子老得一声咳嗽也
能摇落一地光阴的尘埃，它在城市
蓬勃的高楼大厦间隐遁，我喜欢借
老巷子暖暖身。

那只猫，在老巷子白杨树底晒
着太阳。流浪的猫随处可见，但这
只波斯猫，与众不同，在别的猫翻
捡垃圾桶寻找食物时，它却冷静地
坐在树下，看着南来北往的人和车
流走来走去。我以为它是有主人
的，毛发干净，身上一尘不染，脖子
上还戴着一个铃铛，眼神风清明
月，气质很好。我远远地观察着
它，不敢轻易靠近。我们互不打
扰，都小心翼翼地端详着彼此。早
晨，难得一见的蓝天，白杨树上的
喜鹊在梳理翅膀，喜鹊的忧伤我一
无所知。在去往菜市场的路上，我
像打了鸡血一样亢奋，为准备孩子
们的晚餐和计着。在这所城市，我
的身份就是“保姆”，照料孩子们的
一日三餐。从老家坐一晚火车到
达孩子工作的城市是早上6点，下
了火车，已经是轻车熟路的我再乘
13号地铁，直奔孩子家，顺便买上
早餐，孩子们上班走后，简单收拾
一下，推着车去菜市场买菜。从高
楼大厦间憋着气走到老巷子时，我
的呼吸才顺畅起来，老巷子让我踩
在棉花上的脚跟着了地，看到的人
间百态烟火让我舒坦。自从孩子
毕业留在了这所城市工作，我就成
了这儿的常客。老巷子的猫让我
想起了自己小时候，家里住平房，
也养了一只猫。白天躺在窗台上
晒太阳，在阳光里抓自己的影子，
盯着我碗里的食物，像个跟屁虫一
样跟着我。晚上趴在我的脚下睡
觉，它顽皮的时候缠着我上蹿下
跳，一次它打翻了我的墨水，我训
斥了它一顿，晚上它竟然钻到帽盒
子里睡觉。快乐的成长有猫相
伴。有一天，猫失踪了，再也没回
来，母亲说，猫老了，回山上了。自
此，我伤心了好长时间。老巷子能
勾起我沉甸甸的乡愁，放在唇齿间
咀嚼着。我沉思的片刻，波斯猫跳
上一堵墙，果断离开，它不清楚，自

己带走了一片云彩，我望着它的背
影眼眶湿润，我被一只猫感动。随
着年龄的增长，我变得越来越敏
感，那些生长在巷子深处的窄路，
草木，粗糙的房子，简单的栅栏还
有架上的青豆，都会不由自主地把
睡在我体内的乡情唤醒，更别说一
只猫。

第二次遇到波斯猫的时候，是
我到孩子所在的城市办事。办完
事，我在孩子家小住几天。这期
间，单位人事有变动，我被调到馆
里工作，虽不用长期下到基层，但
馆里的工作非常繁琐，事多，自己
的年纪也大了，总觉得力不从心，
心里很烦。孩子们还没下班，我心
里惦记着那只猫。信步来到老巷
子，夕阳西下，一道道沉默的门里，
有着怎样的烟火？波斯猫泊在一
截矮墙上，毛发有点脏，铃铛还在，
目光呆滞了许多。它瘦了，我转身
在巷子里的小卖部，买了一根火腿
肠，一个面包。拆了火腿封口，唤
着咪咪咪，试图靠近它，波斯猫谨
慎地审视了我一秒钟，蹭得跃上白
杨树，不理我。我放下食物，躲在
一边，偷看它的反应。不一会，波
斯猫下了树，闻了闻石板上的食
物，圆眼睛四周撒目了两下，用粉
红的小舌头舔了舔火腿肠，然后抿
了一口，继而埋头狼吞虎咽吃起
来，面包也吃得所剩无几。我确定
波斯猫是遭主人遗弃的，我慢慢走
过来，轻声细语和它说话。吃饱
了，在阳光下，它耐心细致地洗着
爪子和尾巴，不反感我的存在，对
我也温柔起来。巷子里行人很少，
有几个下班的男女，步履匆匆，经
过我们时，冷漠地毫无表情，心如
灰白的天空，可见猫在老巷子里的
境遇。老巷子大多被天南地北的
打工者租住，黄昏时分，总有南腔
北调的对话声，暖风一样扑面而
来。我问猫，你好吗？你也许和我
一样都不属于这里，我是为了孩
子，这几年差不多每个休息日我都
贡献给了这里。我容易吗？周五
的晚上坐一宿火车来到这里，周日
的晚上再坐一宿火车回单位上班，
不能休息，脑袋迷迷糊糊，还要处
理日常工作。在这里，你和我的命
运一样，都是天涯沦落人。不过，
我是有使命感的，每天工作朝九晚
五，家里有老人需要照顾，外面有
孩子让我牵挂，你在这里有什么可
留恋的吗？让你驻足老巷子？真
想把你带回家，可是铁路不让。如
果有缘，希望每次来到这里，你还
在。现在，我只能为你买一些吃
的，不能给你一个家，因为孩子住
的楼房是租的。如果有一天，孩子
有了自己的居所，我也退休了，如
果你允许，如果咱们有缘，我会给
你买一个属于你自己的窝，我一定
要改掉你吃杂食的习惯，让你吃上

最好的猫粮，让你的毛发光洁无
瑕，恢复你的“贵族身份”，培养你
高贵典雅的气质，而不是冷艳。你
我都快乐起来，我不希望看到你抑
郁的眼神，就像我的眼神这么黯
淡，我不喜欢多愁善感的我。回到
家，就能听到你“喵喵”快乐的叫
声，让快乐相互感染，缓解工作和
生活上的压力。你看行吗？这所
城市，孩子们已来了三年，我也就
来回跑了三年，但至今我也不曾爱
过它，它把我和孩子都变成了北
漂。我在它的屋檐下，为了孩子，
怎能不低头，可怜天下父母心。这
所国际化大都市，总是不如故乡的
小城，能随时随地做最美丽的皈
依。眼下，我和一只猫对话，我不
是讨价还价，对于生活现状，猫，我
觉得你应该懂我，就像我懂你。

波斯猫对我的回答是扬长而
去，它有它的世界，我有我的领
域。我和它的交集，就是在各自的
烟火里山高水长，我很想与猫成为
朋友，这几天，一有空闲，我便来老
巷子，白杨树是波斯猫栖息的所在
地，它钟情于一棵白杨树，难道前
主人在这里丢弃的它？时光深处，
它在义无反顾地等那个熟悉的陌
生人？我以诱人的食物以及发自
肺腑的倾诉，和猫的关系日益逼
近。有一天，它奔跑着，低吟浅唱
地扑向我，在那个相同的时间，地
点，老树下，我们终于依偎着抱团
取暖。

就这样，我和猫在尘世肝胆相
照，每天都要见面。无论刮风下
雨，白杨树下我们畅所欲言，它坐
在我的脚前，哼着一首歌，那首歌
是我在世间听过的最悦耳的音乐，
它让我暂时忘记了所有的生活的
不易，也陪伴我度过最美好的夜
晚。那些日子，我很幸福。与波斯
猫惺惺相惜，我能够借它疗伤。甚
至有一天我抱着波斯猫回家，它在
小区门口挣扎着逃离我的怀抱，决
绝地返回老巷。留下我在原地，黯
然神伤。

一晃，冬天如期而至，再次来
到这所城市，再次经过老巷，白杨
还是那棵白杨，波斯猫却失去了踪
影。一天过去了，一场雪覆盖了城
市和老巷后，我问过在此居住的
人，他们纷纷摇头，表示不知。第
二天，我在小区门口，看到一个身
着黑色呢大衣的女子，抱着一只波
斯猫，它脖子上的铃铛似曾相识，
我和它擦肩而过时，那双深邃的眼
睛电光石火般地划过我的心灵，盯
着女人和波斯猫消失在人群中，我
居然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为
猫，也为我自己。

老巷子与猫的独白

□燕南飞

下篇：沙场

1
大河初醒，蛇一般涌入黑暗中去
滩涂上种满月光
让我们惊慌失措地退守：像它们种

下的乳名
远一声，近一声，仿佛失眠的眼睛
假如她瘦小的身躯
还在扛起一缕微弱之光，随口应答中
已把一扇又一扇窗子擦亮
用请笺为一座城引路。天地这么大
你还怕容不下一声孤独的柳哨吗
手掌就是用来拍打大地这座棺材的
他被邀进一杯烈酒里蠢蠢欲动
红粉？知己？抑或陌路
只配和一块石头共度余生：疤瘌柳的

叶子
一片一片替他盖住心事。一个名

字和另一个名字的距离
将会耗尽一柱炊烟，或是彼此一生
没有谁可以命令一座废墟相爱或

者相互欺骗
那座城门大开
亲人们是大街上的包袱
似乎在等一个人。而那个人
一直不会出现

2
摁住九月的尾巴。帮它练习惊叫
手掌藏在袖口
小心地掐算时辰
我看见一滴滴汗，落下，砸中泥土

里的老骨头
正是那些空洞的伤口
在筋疲力尽的时刻
收养一块苦苦挣扎的石头
一群候鸟把天涯描述得更远
由此经过，把街道弹奏得面目全非
我不是它们眼中的钉子
却把一个少年钉在土巷口
——伤透了心，才懂得爱一个人
积攒的虚伪不知去向
记住自己的位置。最怕的是失去

时才肯交出我
整个苍茫之地都是空白
看我多想像从前那样敲打门环
叫醒一片田野，没有意外

3
假如黑夜是个哑巴
我心底的寂静，会找一处安全地带
完成属于自己的墓志铭
这些居心叵测的人啊
全然不顾危险会落在谁的身上
一直无法看清自己的脸，也一直无法
把苍老的记忆拉出
——哪怕只是其中一粒尘埃
也碎得充满敬畏
那一刻你还是没有认出我
我也只记得一场桃之夭夭的事
当一扇大门允许众生回归
所有巷口都已变成陌路
只记得许多镜子掌管了年月
所有疑问都暗藏火焰
就像我的泪水，噙在眼眶
不能掉下来

4
诺大的山水，都无法挣脱重重灾难
大地的诗篇，或灭绝，或重生
那些不肯过江的卒子，代替烽火，

握紧拳头
是谁让一声断喝蒙尘
当刀斧沦陷，失信于出生之地
再不会说起契约和断刃
收下一条病危的山路吧。族人践

诺的通道
只有抵达终点的人
才适合睡在墓碑上
——黑色的夜晚，宛如黑色的钟表
把泥泞的心情越拧越紧
既然已家徒四壁，莫如做一件纪念品
去爱上它的人间
小令如鳞。招募八百骚客，不舍昼夜
暗香逼出脚趾：
跪拜有很多种。我要借城头几匹东风
随壮士击筑而去
也不做逃兵

5
灯火，悔意，和跪拜者一样，波澜不惊
它们连自己的影子都不放过
窗外一杯风尘死于路上
以饮酒的名义掩盖粗鄙
可能是一张纸牌，停止思考和犹豫
我会把阴影种在心上
像王者那般谢幕
茫茫人海里相遇，对饮
守护祖先遗留在此的铁链和虔诚
几番叩问，却问不出失踪铁戈下落
相对坐下，打盹。静看八百里秋风

扑了一个空
最痛苦的就是听野鸟告白
企图抓紧最后一次翻供的机会
我要为一座山正名。一场场仪式，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一座城放走它豢养多时的猎物。
手握一张白纸的愤怒
众生归案。我原谅你那么多年
没来还我贩卖人烟的匕首

科尔沁的孩子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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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种子 李陶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