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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桂楣

日前拜访老作家冯苓植时，见他
的案头放着刚刚由上海《文汇出版
社》寄来的一部评论他作品的书稿校
样：“文坛游牧人冯苓植”。这使我立
刻联想起冯苓植“文坛游牧人”这个
概念……

在内蒙古师范学院读大学期间，
我和冯苓植是同校，他读中文系，我读
艺术系。我们虽然都不是牧人，但我
与他一样知道“游牧”是咋回事：那可
是一道十分美丽的风景线啊！在我风
华正茂的大学第一个暑期，曾经背上
画夹到锡林郭勒大草原去体验生活，
第一件永生难忘的事便是遇到了牧人
转场：额吉赶上十几辆连结起来的勒
勒车——一辆一辆拉上幼小的孩子和
老人，还有拆卸下来的蒙古包、劳动工
具、水车、家具，行走于碧海蓝天之
下。我与年轻的牧人跨上马背，赶着
成群的牛马羊和骆驼，在蒙古族少女
天籁之音的歌声里，在一望无际的绿
茵草地上从“春营盘”奔向“夏营盘”。
十几条牧羊犬在前方探路，有的在四
周警戒。

水洗的天空，蓝天白云，微风拂面，
百灵鸟在百米高的头顶上欢快啁啾。越
过几条“地平线”又爬上一道山梁，哇！
一望无际的绿色草浪就像大海的波涛在
一条弯弯曲曲白色哈达般溪流间翻腾，
锦簇的花团在浪尖上滚动——“夏营盘”
到了，开始安营扎寨……

我在这“夏营盘”里写生作画度过
了整个夏天，目睹着牛马羊和骆驼进
食肥美的水草。假期结束我便返回学
校。没想到秋季开学之后我们艺术实
践，又来到锡林郭勒大草原。巧的是
又赶上牧人们转场——从“夏营盘”赶
往“秋营盘”。

“秋营盘”的牧草越过寒冬，经过
春天和炎热夏季的休养生息更加茂
盛……

从此，我知道了“游牧人”的真实
含义——他们总是赶往水草最美的地
方去放牧。这使我想到《文汇出版社》
对冯苓植所下定义的准确——任何事
情都有自己的规律性，冯苓植总是在
文学创作领域寻找最美的水草进行

“放牧”，而不仅仅停留在一个地方因
循守旧“屋内造屋”；更不是人们想象
中毫无目的地到处游走。

冯苓植祖籍山西，出生于四川，流
落北京后进入中小学，随家迁往内蒙
古读完大学，便到偏远地区的腾格里
沙漠与大自然开始对话——旷野中的
牛马羊骆驼，金钱豹、狐狸、狼，甚至一
只野兔、一只鼹鼠，一只如豆般的小蛐
蛐都能成为他心灵的慰藉。荒凉、寂
寞、恐惧与孤独并未使他沉沦。马克
斯威尔·马尔兹说道：“能与自己娓娓
而谈的人决不会感到孤独”。冯苓植

就像喜欢大海一样喜欢起变幻莫测无
边无垠的沙漠与旷野：当那种狂飙袭
来风沙弥漫满天灰黄飞沙走石“嗡嗡”
作响时，使他感到像是盼望已久改革
风暴的来临；而当风暴过后再看那黄
沙掩盖起伏不平的苍凉原野时，又像
水深邃静的大海，犹如少女难测的心
灵……

旷野的呼唤，使得冯苓植就像罗
马尼亚诗人杜伊纳西大学毕业回到农
村一样，开始阅读普希金、托尔斯泰、
左拉、福楼拜、大仲马、司汤达以及大
量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文学的海洋将
他腌制成为一位外表文质彬彬，但内
心却与腾格里沙漠同样狂野的性格，
于是在心灵深处发出无声呐喊：“不要
锁住我的灵魂，不要缚住我的影子，为
我的灵魂和影子打开一条道路吧！”

就这样，冯苓植开始了他的写
作生涯，第一部作品《阿力玛斯之
歌》出版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就像
游牧人转场一样，从“冬营盘”转到

“春营盘”，又从“春营盘”转到“夏营
盘”，再转到“秋营盘”——从草原小说
写到市井小说、京味小说，又写到荒野
小说、动物小说和探索小说、现代派小
说。就像他在大漠中行走，被狂风席
卷着脚步无法停歇一样，《驼峰上的
爱》《虬龙爪》《落凤枝》《老人、老狗、老
鸟》《出浴》《狐说》《沉默的荒原》《落
草》《女王之死》《大漠金钱豹》等等一
部接着一部连续出版，获得国内各类
最高奖项，被译成英、法、日、俄等外文
出版发行……

我与冯苓植真正相识，是在大学
毕业十几年后40年前文学大潮来临
时的夏天。当时，我在兴安盟科右前
旗文化馆做滥竽充数的文艺辅导员，
仅仅在《青年文学》上发表一个像样的
短篇小说《决口》。冯苓植带领全区业
余作者到那里召开“东四盟”创作会
议。因为我的作品不丰，自惭形秽，所
以与他保持着一定距离。但他朴实的
形象，谦和的态度，和待人接物的亲切
感，及其犀利的谈锋和不俗的文学素
养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1988年8月，我的中短篇小说集
《死神降临时的爱》要由《时代文艺出
版社》出版。那时候还没有电子版，我
便委托夫人背上五公斤重的复印书稿
到呼和浩特去找冯苓植写序。

冯苓植平易近人，对我这个名不
见经传小作者的诉求并未回绝，而是
认真读过我的书稿，许多地方都留下
了圈圈点点的痕迹，然后在稿纸上工
工整整一笔一划地为我写下了《埋首
耕耘 必有收获》4000字的“代序”，对
我的小说集给予了高度评价。

两年之后，我由兴安盟调入内蒙
古大学艺术学院任教，与冯苓植先生
有了更多接触。然而，他的创作正进
入旺盛期，频率之高，速度之快令人
目不暇接，使我不便太多打扰他。君

子之交淡如水，我只是在不断阅读他
的作品中体味着他的人格魅力，还有
他作品中犹如醍醐灌顶般的艺术享
受……

2016年春季，远方出版社一位姓
孟的女编辑到冯苓植家里，与他约谈
出版他几部动物小说事宜。当他听说
我的三部动物小说《东归野马祭》《人
狗情未了》《与雪狼共舞》也在远方出
版社运作时，便马上当着孟编辑的面
给我打来电话，说到书号如果紧张，就
要把他的几部书稿撤下来让我先出。
我当时被他舍己为人的话感动得热泪
盈眶……

岁月荏苒，脚步匆匆，后来我的
许多部作品出版，都得到冯苓植的关
注。两个月前，当我的三卷集《徐悲
鸿时代》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时，
冯苓植先生立刻为我写下了“徐悲鸿
的艺术家朋友圈”——读《徐悲鸿时
代》长篇书评，发表在《光明日报》上。

冯苓植先生虽已年逾古稀，而且
早已经功成名就，但他却仍然笔耕不
辍：除了开头写到的为《文汇出版社》
校对的书稿外，另一部 50万字描写
战乱时期从北京城逃到塞外的离乱
女侠经历也摆在案头——这是他寻
到了一片更加美好的水草而进行“放
牧”——作品情节跌宕起伏惊心动魄
发人深省。他那工工整整的字迹总
是让人感到由衷敬佩。

还应该提及一点：许多媒体提到
冯苓植是位“奇才、怪才、鬼才”。根据
多年的交往，这一点我由衷赞同，无

“怪”不“奇”，无“鬼”不“才”！作家如
果与正常人一模一样，没有奇思妙想，
也只能成为“庸才”。“怪”“奇”“鬼”恰
是与正常人的差别。至于说他“不媚、
不俗、不合群”，这不正与他的“怪”

“奇”“鬼”相辅相成吗？
还有媒体说冯苓植“为人处世似

半个白痴”，对此，我不但不能附和，还
要加以反驳。正如密伦娜评价卡夫卡
时说道：“卡夫卡的所谓‘反常’其实正
是常人无法具有的宝贵品质。事实与
人们看到的恰恰相反，全世界的人都
有病，唯独卡夫卡保持着纯洁，具备健
全的人格、正常和理智。从捍卫自身
纯洁、完美和生存的意义上说，世界上
没有谁比卡夫卡拥有更大的能量。”

应该说冯苓植的“不合群”“偏执”
“为人处世似半个白痴”，还远没达到
卡夫卡“怪癖、战栗、局促不安、惊恐、
迟疑、毁灭和特立独行”的程度。真正
接触和了解冯苓植的人才会知道他是
个非常谦和、善解人意，“己所不欲勿
施于人”“宁肯天下人负我，我不负天
下人”的作家和学者。

转场中的文坛游牧人

□路来森

回忆小时候，过端午，大有情趣。
我们家兄妹多，我之下，尚有四个

小妹。四个小妹，挨肩生长，终日的蹦
蹦跳跳，叽叽喳喳，像四只花喜鹊，又像
四只翩然而飞的花蝴蝶。

那几年，每年的端午节，早晨一起
床，孩子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净
目”：艾草泡水，以之洗眼，据说，可以明
目。洗眼的同时，也就把脸洗了。

梳洗罢，四位小妹就被祖母叫到庭
院中，站立在堂屋门前的石榴树下。

端午时节，石榴花开得正盛。叶绿
花繁，榴花，开得红，开得艳，开得热烈，
一朵朵的石榴花，霍霍燃烧着，“五月榴
花红胜火”，诚然不虚也——站立庭院
中，那个早晨，你会感觉到，满庭院都红
光艳艳。

接下来，就要展开一项庄重而又有
趣的工作：簪榴花。

四位小妹，绕树而行，指指点点。
指点的是石榴树上的榴花——哪朵花，
花更大；哪朵花，色彩更鲜艳。祖母遵
照她们的指点，一一采下，然后，郑重地
将各人选定的榴花，插到她们的鬓角
上；头发稀疏的，祖母就干脆用一个发
夹，将那朵榴花夹在鬓发上。花太红，
太艳，一朵榴花，就足足把少女的脸染
红了。红艳艳的花朵，红彤彤的脸蛋，
两相辉映，愈加明艳，真可谓“二美并”
了。

簪花的四位小妹，高兴极了。在院
子里，又跳又唱，一边跳唱，一边还拍掌
呼应，绕圈环行。头上的榴花，则在晨
光的照耀下，红艳灼灼，散溢出五月里
特具的明媚和灿烂。

那些个端午的早晨，真正是满庭院
红艳明媚，满庭院喜气盈盈。

到了最后，祖母自己，也会采一朵
榴花，插到自己的鬓角上。那个时候，
祖母虽然还不是很老，但头发却也大多
白了。红花映白发，站立一旁的我，觉

得很是好笑。站在一边的母亲，对着插
花的祖母，脸上也是笑盈盈的，不过，她
的笑，毫无讽刺意味，或许，她只是笑祖
母那份“返老还童”的童心吧。

石榴树，家家庭院中，都栽有；石榴
花，那个时候，就被认为是五月里最美
的花了。所以说，好多年来，我一直认
为：端午簪榴花，只是因为端午时节，榴
花最美。却从来没有想过其他什么。
当然，祖母也没有说，或许，祖母也根本
不知道，她只是延续了一代代人的某种
节日行为罢了。

直到长大后，读书多了，才知道，端
午簪榴花，其实是大有讲究的，而且，古
已有之。

《吴志》上说：“端午，簪榴花、艾叶
以辟邪。”

顾禄·《清嘉录·端午》：“五日，俗称
端午。瓶供蜀葵、石榴、蒲蓬（“蒲”。是
指菖蒲；“蓬”，是指飞蓬）等物，妇女簪
艾叶、榴花，号为‘端午景’。”

可见，端午簪榴花，首先是有其实
用意义的，即“辟邪”。但何以“簪榴花”
会辟邪？古书上却没有说。我推想，应
该是借助了五月榴花特有的“明艳”。
明艳似火，似霍霍燃烧的火，而“火”，是
能摧毁一切的，故而，也就能镇压一切
邪毛鬼祟了。

不过，我更赞赏顾禄“端午景”的说
法，即端午“簪榴花”，首先是“一景”，是
人们爱好美，追求美的“一景”。

试想一下：端午这天，天光朗朗，大
街上行走的女人——大人，小孩，人人
头上都簪一朵榴花。一路走来，一路风
光，一路花香，人摇摇，花摇摇，风情亦
摇摇。这是何等美的一道风景啊！

簪朵榴花过端午——寻找一份怀
旧的情怀，同时，也装扮一下这个美好
的时代——锦上添花，风景更美。

簪朵榴花过端午

□北城

抓住绳索，抓住一寸寸向上的时间。
攥紧机遇，双脚踩实悬在空中的

路。没有一秒可以等待，一步步写出的
仰望，远比文字辽阔。

沉默，在期待中酝酿深情，最后的
笑声比阳光明媚，比晴空湛蓝。此时，
把自己交给风，梳理凌乱的半生。剪去
捍卫惰性的全部借口，轻装上马。

霜染白发，不说沧桑。每个人都在
重塑自己的雕像。芳华尽，古柳树下，
回忆蹲坐，既在迎接，又在送别。

身后，树枝上鸟鸣，叫出一片发芽
的春天。

半面墙

荒芜，是时间淹没不了的遗憾。不
屈与执著，即使站成草木，也要一秋秋
地日夜守望。

情 ，无声 ，在各自的心里独自澎
湃。迟来的回望，被奔涌的洪流隔开，
错过的那一步，便是一生。

未了，只缘情重。荒冢一丘，埋着
一生背不动的无奈。传奇，是蘸着感动
的泪水大写的善良。

举头望月，留一席纯粹的静雅在心
里，给疲惫一个安歇的所在，也不枉这
废墟上站了千年的文字，依然如故的深
情。遥望，地老天荒。

岁月裁出的芳草地上，是谁在缝补
时间皴裂的等待？风雨佐证一封家书
的厚度，夯实的期许一代代张望，尽管
已无法送达。

故事不多，情节从未粗糙。半面
墙，站在废墟之上，屹立着千年不倒的
誓约。

目光蘸着血泪，写在纸上也就成了
历史。苍劲，足以撑起一段历史的封
面。可谁知道：那入木三分的留白，在
为谁沉默……

一枝春

风吹暖阳，融化冻僵的时间，露出
去年。

苍茫深处，一痕最后的秋色还在散
发着根与土地原本的醇香。丰收的光
芒已荡然无存，忙碌的背影温度不减，
只是伞下满筐的笑声还在回荡，写意着
日子日渐肥硕的影子。

融水点滴入地，滋润着纸上的果
园、菜地、牛棚、鸡场、蒙药基地……

一纸墨香一键送到千里之外。筐
里的日子，早已挎进历史。掌上的生活
正把一片片荒芜深耕出一车车饱满的
喜悦，撑起风雨中挺拔的名字。

风吹来，冰雪消融。月上枝头，摇
开一树相思叶。

沉默有声（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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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雁君

青蛙的晚宴

圆圆的荷叶
是绿色的餐桌吧
还是
一个个
绿色的小碗？

一田稻花
两只绿螳螂
三四只萤火虫
五六只红蜻蜓
七八颗点点星
都被邀请
参加青蛙的晚宴

粉红的荷花
含羞低头默默看
青蛙们准备的荷叶饭
总是很快被吃完
呱呱呱 呱呱呱
欢送的歌声
唱响夏天的傍晚

田野是块小小的花手绢儿

春天
手绢上的花儿
这开一点儿
那开一点儿
碧绿的小草儿
钻出了绒布面儿

夏天
手绢上的花儿
开得缤纷灿烂
油绿的草儿
在花毯上延展延展
不用喷一丁点儿的香水儿
风就吹给我们芳香无限

秋天
别以为
手绢儿上寂寥一片
那叶儿变成的鱼儿
悄悄地趴在最上面
小小的蚂蚁钻在鱼儿底下
他们互相聊着天
闲散地打发着时间
和太阳对着视线

冬天
手绢儿上绣满了雪花儿
雪的树 雪的山
雪的房子 雪的人儿
洁白得一尘不染
谁舍得用这样的手绢
只有麻雀
轻轻、轻轻地飞来
留下小小的脚印一串儿
一串儿

儿童诗二首

□连忠照

我在端午等你
在汨罗江上
龙舟飞溅的浪花里
在艾香棕香里
等你

二千多年了
如飞的时光啊
磨灭不了你的忠魂
一年一度端午里
你依旧行走在中华大地上

我在街头一个个青葱少年身上
在一个个忙碌上班的白领身上
甚至在清早的清洁工身上
都看到了你

奔腾千年的汨罗江啊
已经，带走了你的眼泪
七十年前的一声宣告
结束了几百年屈辱的历史

我看到，街市上
一个个带着香囊的孩童
呀呀笑着，他们纯真的笑容里
阳光像你的眸子
缓缓地映在每个人的脸上

我在端午等你

会
飞
的
梦
。

李
陶

摄

□陆文学

一
又到端午节。望窗外，曙色苍茫，

晨星寥落。窗前溢满刺梅的浓香。
对于我，这是一年中少有的令人

沉湎的日子，每年，在这一天的前夜，
都有一个漂泊的灵魂敲打着我的梦。

梦回千年。在汨罗江畔，一位伟
大的爱国诗人给汨罗江注入了灵魂。
与他的灵魂相伴的，还有他用心谱写
的一篇篇流芳百世的惊天之作。

忠言直谏却不被采纳。国破家亡
却又无能为力。翻滚的汨罗江水鞭笞
着岩石，岸边的巨风狠命地摇拽着树
枝。屈原屹立在汨罗江畔，回望着这
本属楚国的大好河山，眼里满是留念，
满是不舍。狂风大作，电闪雷鸣，似乎
连它们都想留住屈原，留住这一个经
天纬地之才。可惜它们不能改变那个
妒贤嫉能的社会。是那滚滚的汨罗江
挽住了他的灵魂。

从此，汨罗江成为一个不朽灵魂
的最好见证，汨罗江，成为一道历史的
悲凉风景线。

二
屈原，一位才华横溢的政治家，正

值大好年华为什么却要抱石沉江？为
什么他不能像商鞅一样离开祖国另觅
伯乐？为什么他无法像勾践那样卧薪
尝胆，忍辱再兴楚国？

因为他比商鞅更有爱，因为他比
勾践更孤独，因为他是捧心的赤子。

“桔逾淮而北为枳，受命不迁。”既生于
南，扎根于南方的土地，再到北方也只
是满腔苦涩。受命不迁，不是天命，不
是王命，是使命，是扎根于血脉中的爱
恋，是欲剪还乱的深情。只有这里，才
能将生活的始与终交汇。

驾飞龙，扬云旗，鸣玉鸾，麾蛟龙，
屈子正要远去，偶一瞥那熟悉的土地，
顿时仆人悲伤马儿感怀，再也无法挪
动一步。这时才明白，最是惊鸿一瞥，
才是爱最大的残酷，因为望了，就再也
放不下了，纵使死了，也要把自己深埋
在这里；只有在这里，屈原才能安睡。

“世溷浊而不分”“芳与泽其杂糅。”
曾经视为知己的灵修如今不纳直谏，不
察臣下，惟小人之言信之。少年得志的
屈原用一片壮国的理想抱负，满腔利民
的强国热情，宵衣旰食，内事外交，竟抵
不过佞臣几句谗言，抵不过贵族们的欲
加之罪，抵不过君王凉薄的信任。屈原
一个人，被刻意孤立的一个人，被赶出
了权力中心又如何，黯然一时孤独行走
又如何？依然“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
生之多艰”。屈原还是屈原。

他的姐姐劝他“并举而好朋”与其
他贵族结党固权时，他“茕独不予听”；
当渔父劝他“随其流，扬其波”，顺应时
代政潮时，他宁愿行吟泽畔，把自己的
哀怨说与天地；他独立又忧患，孤独又
清醒，这样的屈原，怎么能同世俗和
解，怎么能浊于俗世呢？

悲哀的刹那凝结成一段永恒的璀
璨，短暂的寂寞谱写了不朽的篇章。

“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
江南”。屈原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
走出了“小我”。他是歌唱这个民族、
土地和国家的诗人。一句感叹，勾起
人们对屈原的多少追忆和思索。

难道，只有端午节，我们才能想起
这位投江的夫子吗？

三
屈原毅然自沉，造就了历史长河

中一座永难泯灭的精神丰碑。
从公元前 278 年的那个初夏开

始，“屈原”两个字便代表了一种精神
标本。孤高的屈原精神，成为那个时
代“知识分子”的鲜活印记。而《离骚》
《橘颂》《涉江》等不朽的篇目，成为历
代仁人志士的精神导师或心灵驿站。

屈原精神，一言以蔽之，就是爱国
精神。今天，中国传统文化血脉中的
屈原精神，在历史的沉淀中应该不断
升华，它传承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
天下之乐而乐”“国家有难，匹夫有责”
的时代禀赋，不但应该为中华传统文
化注入更为优秀的品质，而且这些更
应该升华为自觉的公民意识。

屈原精神的永恒魅力，更在于坚
持真理。从政期间，屈原坚持举贤授
能、修明法度等美政思想，“虽九死其

犹未悔”，表达了坚持真理的的无私无
畏。流浪后，仍以“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铭志，鼓励自己。同
时，在流放期间他还写就了《天问》，连
向苍天提出 172 个问题，再次表现
了对传统观念的大胆怀疑和追求真理
的精神。

屈原的经历是悲惨的，但屈原精
神永远是伟大的。后人纪念屈原，不
仅因为敬仰这位爱国知识分子救国济
民的忠贞情怀，还震撼于他对生死的
态度。屈原选择了死，但在对生命的
反思和选择中，他把一个血肉之躯对
生命的眷恋和执着，统统凝聚和积淀
在忧国忧民的情感中。他提出的死亡
的命题反复锤炼着一代又一代中国知
识分子的心魂，使心灵担负起整个生
存的重量。

屈原宁肯选择死，而不选择生：
“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
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楚
辞·渔父》）他的选择是自我意识的充
分表达，是一种理性的情感抉择。他
第一个以古典的中国方式尖锐地提出
人性的问题——“我值得活着么？”

晨光熹微。我翻出尘封的《离
骚》，沐浴更衣，认真诵读，让清新雅致
的古韵洗涤浮躁的精神，用清明坦荡
的忧思敲打麻木的神经，用理想人性
之光提醒曾有的迟钝。我反复默读屈
原的诗，以敬祭文字背后的屈原。是
那些悲怆的文字支撑着中国一代代文
人们的脊梁。在 21 世纪的今天，在
沐浴了一代伟大文豪的光辉和荣耀之
后，在吃过几个粽子擦干嘴唇的那一
刻，我更加感觉到滞留于唇边的苦，更
加咀嚼出那种无人替代的隐隐的痛。

愿端午节那万千竞渡的龙舟，能
够多承载些屈原的精神，愿每家门楣
上那抚风而叹的艾蒿，能够多驱散些
人世间的“五毒”。

端午节，只为伊人留香。

梦祭汨罗江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