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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岗

（一）
朋友，
你可曾去过我的家乡？
我的家乡是礼仪之邦。
为你献上圣洁的哈达，
还有美酒的醇香。

（二）
朋友，
你可曾去过我的家乡？
这里沃野千里，
一派塞上江南景象。
这里五谷丰登，
是祖国天然粮仓。
清风徐来
滚滚麦浪。
还有黄色西红柿，
灯笼红小瓜，
绿色的味道又甜又香。

（三）
朋友，
你可曾去过我的家乡？
这里纵横交错的水系，
是哺育家乡儿女的乳浆。
星罗棋布的湖泊，
镜子般干净明亮。
万亩葵田，灿烂耀眼，一片金黄。
这向日葵啊，
天天向着太阳，
就像家乡人民跟着党，
沿着特色社会主义大道，
奔向梦寐以求的小康。

（四）
朋友，
你可曾去过我的家乡？
我的家乡曾经古老苍凉。
这里是吕布诞生地。

“三英”难敌，
威名远扬。
蒙恬在这里北驻长城，
也是卫青抗击匈奴的战场。
这里还留下李白

“五原秋草绿”的诗句。
更有“走西口”的人们
在这里实现致富的理想。
再看一眼冯玉祥广场，

“五原誓师”的豪言壮语，
犹在耳边震响。
尤使我骄傲的是
家乡人民抗日的
英勇悲壮！
傅作义将军振臂高呼，

“誓与河套共存亡"！
家乡人民奋起抗日，
智用黄河之水，
把侵略者彻底埋葬！

（五）
魂牵梦绕的家乡啊，
做梦都想回去的地方。
那里是生养我的土地，
还有父老乡亲，
发小同窗。
更有儿时让我
心爱过的姑娘。

家乡啊，
母亲黄河是你的血脉。
哺育儿女的乳汁，
在无私地流淌。
浇灌出八百里河套，
富饶美丽，
无限风光。
二狼山就是你挺起的脊梁，
像父亲一样，
为百万儿女遮风挡雨，
永远是一道安全屏障。
家乡啊，
远离你的游子们，
为您祝福，
为您歌唱。
期盼你福延子孙，
永远美丽富强。

故乡

□孙玉荣

一小片月光落在脚边
洁白，单薄，迟疑不定
之前它在一页白纸上徘徊
侧耳倾听——
白纸上蝴蝶在行走，瑟瑟有声
它的翅膀边缘开始破碎，露出白色

的棉絮
在今夜
它就要化成一小片月光了，化成
一粒晶莹的露珠，裹着一团无限透

明的心事
从一叶枯黄的虎尾草上跌落下来

月色中的草原辽阔
像一页书
写满离乡人的思念

草原月夜

□冯磊

孟德斯鸠说，“人在悲哀之中，
才像个人”。我想了很久，终于明白
了其中些许含义。

大约是吧，人在困顿的时候，才
会理性思考。越理性，就越冷静，就
越能看清楚事物的本质。

这名言的反面意思，应该是利
令智昏：在名利场中纠缠得久了，人
会渐渐失去自我。——利欲熏心的
你啊，除了身上的衣服，还有一具皮
囊。但是，没有思想。

朴素，或许才该是事物的本来
面目。

“ 人 在 悲 哀 之 中 ，才 像 个
人。”——若造句，可仿生出一大堆
句子。

比 如 说 ，“ 愤 怒 了 ，才 像 个 勇
士。”这句子可用在唐雎身上，布衣
一怒，七步流血，“天下缟素”。最
终，秦王不得不低下骄傲的头颅。

比如说，“穷途末路了，才是真
的诗人”。一辈子风流倜傥而仕途
之心不死，最终反被流放。当涂江
上的那一夜，李白醉卧舟中。彼时
皓月当空，四周沉寂。“天子呼来不
上船，自言臣是酒中仙”。那些特立
独行的日子，曾惹来多少尘世的妒
忌 …… 但 是 现 在 ，一 切 都 不 重 要
了。当醉得不省人事的诗人欲伸手
揽月，作为一颗璀璨的星座，李白被
永久地定格在古代文学的夜空。

比如说，“潦倒了，才是张岱”。
在自述中，张岱写道，自己“少为纨
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
婢，……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

劳碌半生”。如此美好而奢靡的生
活，一直持续到四十七岁。直到那
一年，国破了，家人也流离失所。过
惯了锦衣玉食生活的张岱“避迹山
居”，环顾四周“所存者破床碎几，折
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
已”，“布衣蔬茛，常至断炊”，“真如
隔世。”——精神上的仓皇夹杂着肉
体上的苦痛，让这个半世浮华的人彻
底清醒。至此，他的笔端流露出更多
的烟火沧桑、人世慨叹。——梦碎，
成就了张岱，也成就了中国文学。

比如说，“失意了，才是东坡”。
当年乌台诗案案发，九死一生的东坡
被逐出朝廷。忽而徐州，忽而黄州，
忽而惠州……最后，干脆去了海南。
这一路上，筋疲力尽的文人挈妇将
雏，固然狼狈之极，确也找到了自己
的人生乐趣。在黄州，他与家人一起
外出打猎。在囊中羞涩，不允许领工
资的日子里，他千方百计挖掘食材，
创造性地捣鼓出了诸多美食。

在黄州，他爱上了猪肉，并因此草
拟一文曰《猪肉颂》。东坡写道：“黄州
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
者不解煮。”在这里，苏轼充分展示了自
己作为一个美食家的天分，“净洗铛，少
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
他，火候足时他自美。”——猪肉，是多
么容易打理的食材啊！老先生每天“早
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瘦了，才是真的杜甫”。想当
初，子美先生怀揣扶困济世的远大
志向奔赴长安，凭借一手好诗赢得
满堂喝彩。但因为没有背景，虽四
处写信、投靠权贵却终无所得。在
帝都闲居十年之后，四十四岁的杜
甫在帝都边上，混了个看守军械库

的差使。
忽一日乾坤颠倒也：皇上跑了、

贵妃死了，城池破了，妖艳的牡丹被
铲除了……遍地废墟瓦砾之中，杜
甫同志仍不忘去凤翔投奔新皇帝。
最终，也只不过混了个拾遗。——
在天翻地覆的时代，写诗何用？！

杜甫瘦了。755 年他曾到奉先
省亲，进门就听到小儿子被饿死的
噩耗。一系列的挫折与不幸，令诗
人的笔触露出了愤怒的锋芒。忧国
忧民本是传统文人的一种信仰，瘦
的诗人再次俯视苍生，并写下一系
列沉郁的文字。

鲁迅说，才子的作风，是“愿秋
天薄暮，吐半口血，两个侍儿扶着，
恹恹的到阶前去看秋海棠”，杜甫究
竟有没有过这种好日子，我们不得
而知。但是，当一个诗人俯身向下，
亲身感受到生活的窘迫、世事的难
为以及内心的煎熬时，命运馈赠给
他的礼物也就到了。

我初中的语文老师，好作惊人
之语。他年轻且帅的时候，曾在黑
板上敲着粉笔告诉大家：“文人，是
不能有好日子过的”。之后，也曾发
一些“文章憎命达”“江山不幸诗家
幸”之类的高论。

他曾有名言，曰：“蹉跎了，才像
个文人”。至于文人为什么必须蹉
跎了才好，为什么命运必须如此，他
始终没搞明白。

所以，他现在仍是个布衣。

像个文人

□安宁

女儿阿尔姗娜一进大连自然博物
馆，看到重达66.7吨、身长17米的黑露
脊鲸，赫然出现在眼前，就兴奋地尖叫
起来。在她有限的五年人生里，她很多
次在纪录片里，看到代表着神秘海洋世
界的庞大鲸鱼，她的房间里也摆满了各
种鲸鱼鲨鱼的玩具，可是，与一条鲸鱼
面对面相遇，还是她人生中的第一次。
尽管，这只是一个标本，可是，那浓郁的
鱼腥味，让人惊骇的巨大体积，还是让
小小的她，瞬间震动。

海洋与陆地的比例是7：3，相比起
可以脚踏实地的陆地，我对海洋始终充
满了敬畏与惊骇。曾经在三亚潜水，海
面之下永无边际似的黑暗，完全超出我
的想象。可是，成千上万的鱼类，就在
这黑暗的世界里，比人类还要长久地活
着。海面是它们仰望时碧蓝的天空，海
底则是它们可以触及的大地。这是人类
尚未完全了解、也不可能完全了解并懂
得的神秘区域。犹如天空之于飞鸟，森
林之于猛兽，海洋是鱼类一生栖息的家
园。在我们这个地球上，生活着150多
万种动物，40多万种植物，20多万种微
生物，而人类不过是其中的一种，我们并
不比其他生命高贵或者优越多少。就像
4亿年前，鱼类就已经出现，而人类则是
在几百万年前，才有了生命的踪迹。

在贝壳博物馆，读到一段浪漫的爱
情故事。在苍茫的大海中，生活着一种
俪虾，幼年时，它们常常一雄一雌游进
多孔的玻璃海绵体中，依靠流经的浮游
生物为食。随着它们身体变大，最终无
法游出海绵体，便一生与爱人居于此
处，成就“偕老同穴”的海洋佳话。

这是海洋里的爱情，人类目前的认
知，尚无法完全地了解神秘的海底世
界。也或许，我们永远也无法真正地懂
得这些庞大或微小的生命。就像一个

人，永远无法真正地懂得另外一个人。
或许，像孩子一样，震惊于这些海底生
命的伟大与神秘，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呈
现的表情。

逛完贝壳博物馆，又租了一辆车，
让司机带我和女儿沿大连的滨海大道
环行一圈。在途经老虎滩的一段海面
上，竟然看到密密麻麻的海鸥，在海面
上栖息。而在上空，还有更蔚为壮观的
鸥群，在自由地翱翔，欢快地鸣叫。隔
着车窗看到这蓬勃的生命，人忍不住会
有种冲动，幻想自己也生出翼翅，冲上
蓝天，与它们一起酣畅地飞翔。

冬日的大海，因为没有游人的打
扰，在温暖的阳光下，犹如一个沉睡的
婴儿，或者千年的琥珀，在大地温柔的
怀抱中，安静闪烁着光芒。大风吹动山
林，发出猛兽咆哮般低沉的响声。但深
蓝的大海，却如修行的佛陀，有八风不动
的从容与安定。只有细细的波纹，昭示
着撕扯着树木和行人的风，在更为强大
的对手面前，也有温顺无助的面容。即
便是17级的飓风，也从未撼动过一个海
洋，让它从这个世间消失，想想自然中的
一切，真是奇特。人类或许永远也无法
真正地弄明白，一片汪洋大海在亿万年
间，曾经有过怎样沧海桑田般的巨大变
化。而让海洋成为海洋本身，不去破坏，
不去打扰，不去过度地索取，或许，才是
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真正方式。

如此，海洋才会向人类呈现它的静
寂永恒之美。人类也才能从中静观自
我，获取生命的启示。

忽然想起森林动物园里，一只好奇
地靠近女儿的羊驼，它的眼睛如此澄
澈，又那样寂静，犹如面前这片深蓝色
的海洋。

在海边的一个下午

□北川

休息日难得回到城里。街市上
行驶的车子像似淌在池子里的鱼，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回到城里我一般是不喜欢开车
子的，缘由难得片刻闲暇，漫步行走
能够随心所欲，除却必要的应酬，或
是去父母家吃饭，能够走走停停，天
马行空，兴趣所至。这个周日，我特
别打算想去曾经的小书店去转转，
一方面想拜访一下书友，更多地想
法是安静一下心情，找回一些过去
的“时光”。只可惜，街市的繁杂，与
人流的嬉闹不曾带给我一时一刻的
安静时光，我便改变了想法，想与街
市探个究竟。

青山区文化路是区里的一条重
要街道，这条街道与钢铁大街、巴彦
塔拉大街过去曾都是石板坚硬的水
泥路面，尽管水泥板与水泥板之间
有对接的缝隙，汽车碾压在上面，车
轮发出“吧嗒”“吧嗒”的响声，但几
近半个世纪水泥路面坚硬如初，生
生地印证了这座工业城、钢铁城的

“硬度”。由于路面宽阔，周边街市
建筑低矮，平空望过去，无论是东方
欲晓还是夕阳斜下、艳阳高照时分，
这条街市挺阔通彻，有着剔透舒朗
的俊秀，别有一番姿容。最为显著
的是这条街市上的建筑，著名的是
区委大院、华建俱乐部、包头第四中
学、红房子商城、大福林饭馆、新华
书店、还有老四角，这些地标式的建
筑放到当时恢弘气派，风格鲜明，有
着斯拉夫式建筑风格的帽顶，机关
院落是呈四合院式，而楼堂内部陈
式，青山区委办公楼里有着冗长的
回廊，办公室、会议室、接待室地板
均是上好的红漆木板地面，人踩在
上面尽显高贵典雅。坐南朝北的华
建俱乐部，包头第四中学门脸是华
贵的、典雅的。现在想起来依旧是
古色古香，华建俱乐部的台阶是高
峭的而且宽阔，拾级而上登临平台
后再朝北回首望过去，且正好将区
委大院尽收眼帘，似乎近在咫尺，办
公楼上的飞檐挑出别样的视野，夺
目出出入这院落里人们的高贵与入
流，当时机关干部就是这样稳健安
详的，更觉得满院里松柏苍劲墨绿，
有一种挺拔向上，郁郁葱葱的精神
气概。再转过身来，俱乐部的十六
扇门都是稳当的厚重，把手沉而金
黄、大厚玻璃镶嵌其上，映照出贯通
其中人们的文化气质。少小时分，
我在这座俱乐部宽敞的礼堂中参加
过一场少先队表彰大会，之后，放映
过一场免费电影乃至今萦绕珍藏心
中，《冰山上的来客》中《花儿为什么
这样红》隽永的旋律激宕了我的一
生情绪。文化艺术啊，魅力真是太
无穷了。这是我从影剧院出来后不
停歇地想到的。紧隔俱乐部的西
边，包四中主楼的轮廓是挥之不掉
的一抹浓重记忆，这所区属重点中
学是青山区的文化之根呀，这所教
书育人的普通中学可以说就是青山
区教育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这里
培养出的一代又一代的学子业已走

向全国各地，秉承延续着这片土地
繁茂的教育文化之魂，而许多有所
成就的教师多数均被重用，成长为
全市教育战线骨干管理者。顺沿着
这条东西延长的宽阔道路，两侧有
无数颗茂盛的松柏，这是街景中不
可或缺的一道绿色长龙。

我这样放笔描述，更想说的是
围绕这部分文化建筑南北走向的小
街巷中，包括草原道、哈达道诸街，
在国槐掩映下的低矮门店之间经营
着的文化场所，常常有老读者、老顾
客光临的小书店、杂志报刊亭、打折
书店、古旧书屋、邮局和图片社。每
每节假日、礼拜天，安静下来的读
者、小文化人、机关干部总会把忙碌
的工作暂时放一放，总是赶着上午
日头不算太艳丽时分，走进这方不
被打扰，且十分熟悉、有着油墨子味
道的狭小的书店泡上一个上午，哪
怕是一两个小时慢慢浏览、搜寻、交
谈了，拿回自己常想要的、期盼的，
而且是心中比较珍贵的期刊、杂志，
也有后来的磁带、光碟、音像制品。
这处所不具排场，门口的一侧总是
一张桌、一张椅、一位和善的中年男
子，抑或一个会说会照顾人的中年
女子，匆忙的交班之间，也会打发一
个静默不语的小姑娘些许露出不放
心的眼神来，陌生地观察着走进店
里的顾客。前来“寻宝”的读者呢
是些熟悉的面孔，间或有路过的青
年男女，穿着街头最时尚、前卫的
衣装，但很快他们的做派便融入到
这一以贯之的老派氛围中不言不
语了，表示出了耐心与专注。我时
常衣兜里揣着贴切不富裕的零钱

“逛”这样的书店，像是有备而来，
又像是期盼，总想着这一次买些回
去，或者下一次，再一次。俱乐部
西侧这家书店里我总会购买回过
了期打折超过半数的《大众电影》
《大众电视》，经历若干次的搬家，
我都没有丢弃掉这些“时光里的记
忆”，上海《今日风采》是新潮的期
刊，这些是需要一些花费的，而且
只打八折，中年男子或女子绝对没
有商量的余地，磁带要买旧的，这

“过时”磁带是我的目标，新发行的
我是不会在这里买的。有时候，我
也会买上一些过期的文摘报纸，这
些都有用，而且这些报纸一般单位
里是少见的。如果再有时间，我会
走得更远，会到新华书店两侧的古
旧书店“补空”，为我的书架填补些
我认为值当的书籍。在那时，有许
多破产企业“淘汰”下来的名著居
然会“流落”到这方阴暗潮湿的门脸
中，书的扉页上赫然盖着“某某单位
机关工会图书馆藏”的印章，可惜之
中迎来可贵，和我一样的读书人如
获珍宝，我一次低价购回《艳阳天》
《九三年》等名著，回家后经过晾晒，
被我显著地放置到我的木制书架
上。这样一来，我的书架便一次又
一次的沉重起来。但我喜欢这样的
休息天，我也青睐这树荫下低矮的
旧书店，这是我的“星期天”，也是我
休息的方式。

再回首，时光之河已跃过三十
年。这三十年会有多少事情发生，

也会有多少书籍被阅览，只是生命
之河、生活的内容一再被延续。三
十年后，我案头上的书籍堆积成山，
但有公务在身，不便再如饥似渴，只
是现在看到的身着华丽的图书没有
了年轻时那种朴拙，那时印刷出的
文字有着劣质油墨浓重的味道，我
也走进过西西弗商业书店，但总是
被艳丽的包装刺痛眼睛，书价的昂
贵不得不促使我刷卡消费，只是不
会像从前阅读《静静的顿河》那样三
两天一本的阅读速度去读书，而且
读书会挤兑社交的应酬时间，被同
事开玩笑说道：“兄台也许稿费丰厚
呀！”哪里来的稿酬？只是习惯罢
了。这读书写字也是我生活的一个
部分，也是我生命时光淌过的一道
道河流。

我必须去看望一位老人，他是
我的牵挂。在我读书的时候，我和
老人的儿子是同学，他时常教诲儿
子读书，其实受益的是我，我听从了
老人的话语，只要肯下功夫读书，定
会有一个自己喜欢的前程。早年我
在老人的屋子里常常翻阅着他自制
书架上的古典文学图书，深深浅浅
我领略了文学作品的起伏跌宕，从
中摔打磨合，使我早早走进这座神
圣的智慧之塔。而今，我庄重面对
素衣躺在薄皮棺材、即将火化的老
者的面前，我更领略和懂得了读书
人的诚实与尊重，他的一生是守成
与耐心、热情与善良、智慧与付出、
得到与死却，他儿孙满堂，心无牵挂
地死去了，而三个儿子、五个孙子尊
敬地面向着父亲、爷爷死去的身体，
悲哀和伤痛是真诚的，我溢满脸上
滚出的泪水告诉我，读书人的死是
寂寞的，也是值得纪念的，值得歌颂
的。因为他的死去面对的还有读书
的儿子，读书的孙子，读书与孩子们
成长息息相关，已经融合在流淌的
金色时光里，心迹走向他乡的视野
中。

我再也没有找寻回旧有的书店
的踪迹，只有繁华阔展的街市与行
色匆忙的车流、人流，这绰绰幢幢的
繁华之后，许多人业已展示出新的
寻求空间去认知，去辨析、去追寻和
探索，与品阅文字一样，去品知这个
繁华如织的世界，时光已成就成了
年轮、甚至是电光、声光，去用百倍
的效率去追求与融入，而不完全是
我，像我一样用过去的眼光瞧着树
木一天天成长，从光秃到生芽、抽枝
再到枝繁叶茂，慢节拍的生活才会
看到飞鸟，会看到喜鹊登枝也会啄
木，看到麻雀低飞百灵高飞，看草木
繁盛一天高比一天的故事。因为自
己的家虽然在城市里，但心还是在
乡下，心田在乡下，视野自然在乡野
的景致了。乡野固然在视野中是一
抹亮色，但毕竟城市的车轮天天在
飞转，而且更多的亮色的景致放置
在城中，城市是存在的亮色，这亮色
是每天的、每时的。

心在乡野

□潘玉毅

读书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这
有意思不只体现在它能带人开阔眼
界，让人增长知识，还体现在它能在不
知不觉间融入我们的思想和生活。平
日里不觉得，仿佛从未出现过一般，实
际上片刻都未曾远离，且于潜移默化
之中影响着你。

读书会给人一种代入感，仿佛自
己眼里所见的一切在哪儿曾经经历过
一般，一如贾宝玉初见林黛玉时那
般。当春天第一场雨落下的时候，我
们的脑海里便会浮现“好雨知时节，当
春乃发生”的句子；当夏天雨过天晴远
山烟雾缭绕的时候，脑海里则会浮现

“燎沉香，消溽暑。鸟雀呼晴，侵晓窥
檐语”的辞章；当秋风吹落满树叶子的
时候，脑海里又会跳出“无边落木萧萧
下”的诗来；当冬天皑皑白雪覆盖原野
的时候，“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
轩辕台”又不由自主地挣脱意识的束
缚，流连于人的嘴边。

这种浮现和跳跃都是下意识的，
形容得虽不完全正确，却无时无刻不
环绕于我们的周身。

于是，行游之间，我们的身心所
感，便多了许多韵味。游绍兴兰亭，思
绪所及，便是永和九年的那场雅集，以

及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游南昌滕王
阁，则会很自然地联想起上元二年的
名士风流，以及“落霞与孤鹜齐飞，秋
水共长天一色”的千古名句；游湖南岳
阳楼，除了浮光跃金、静影沉璧的画
面，萦回在人心里的始终是那段“先天
下之忧而忧，后天之乐而乐”的心事剖
陈……世界很大而时间有限，不可能
每个地方都一一尽览，因为书，因为阅
读，因为联想，我们的脚印和视野都得
到了延伸。

有意思的是，很多时候，我们的每
一言每一行都能在书中找到对应的人
物形象。也正因此，读书人常将那些
联想贯穿于生活的日常，并以此为
乐。倒水的时候，假装自己是“卖油
翁”；发呆的时候，假装自己是“思想
者”；看见一只甲壳虫，也以为那是卡
夫卡笔下的格里高尔；路遇一个乞丐，
身上未有分文，想起屠格涅夫的《兄
弟》，希望自己也能上去握住他的手，
被其称为“兄弟”。

因为这些联想，许多无聊的事情
顿时变得有趣起来，人生的色彩也由
此变得愈发丰富和鲜活。

读书与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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