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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马

夏日是馥郁的，前世的码头上
小小灯笼照彻湖泊
你的纸鸢很美
天空和树林也很美，你的眼

睛更美
飘香的米，睫毛上的细雪

少女坐在河畔，一路蝉鸣
内心灌满虫声，被雨滴打破

的寂静，宽广的甜
风越来越紧，泪眼婆娑
让心爱的人守住秘密
村庄的曙光是从我身体内

驶出的麋鹿
驶进雨水的前途，或者源头

壁画醒了，村庄的羽翅和枯
木醒了

醒了，篝火的小小火焰
把秋水的身子交还甜蜜的

爱人
怀抱湖水和蓝天
啊，夏日最美的忧郁
风的翅膀醒了，时光缠绕在

我们身边

夏雨

在故乡的屋檐下
你尝试着打开一滴雨水的

伤与痛
试着打开蛙鸣里的乡音
多少雨水拍打着窗棂
唤醒了万家灯火

让我归来押韵的足音
去应和恋人手抚琴弦的风

雨苍茫
你的浅笑，如薄薄的羽翅
都是悄悄闪动的良宵

而那些隐退了的星群
在时光之外，有了新的曙光
抒情也无法表达此刻的心情
阵雨搬来了强大的时光

你静静地站着，山坡上葵花
一片

领着背诵光阴的孩童
感动的雨，是落在白纸上的

辞令
我们一路走下去，任时光翻动

我知道，雨霁的天空是更蓝
的怀抱

彩虹是你昨夜谱好的乐章
内心柔软的云朵
一如安睡的羔羊

怀念雨，雨成为一条心路
是晨曦的一夜乡愁
夜晚的琴弦，呵护着我内心

的城池
落在纸上，都是无边的辽阔

馥郁夏日
（外一首）

□王玉玲

石头是有重量的，它不像狂风长着翅
膀，从义和沙拉村飞到好力歹村，又从好力
歹村飞到敖包村，摇断村里的树杈，推倒村
外的怪柳。石头是村里的老者，稳重得体，
扎在村庄就不愿意动地方了。三生三世，
千年万世，叶落归根，扑在它的土地上。

一块石头经过大自然的千般挑剔，经
过时光之手的粗暴抚摸，没有化成沙，没有
像树叶一样腐化成泥，而留存于
世，时光和天地对它是有偏爱的。
白天行走的人，夜晚静坐的神，都
要去点化它。

家乡是平原地区，周围并没
有一座可以称为山的景观，却临
着两条季节性河流，西拉木伦河
和台布根河。对石头的记忆最早
是来自于河边的一排铅丝笼，这
些石头是从阿鲁科尔沁旗的天山
运过来的，堆在河滩上。天山是荒
山，山上并不长草木，黄褐色的石
头被开采修乡村的路基，还有堆在
两河岸边。在汛期，泥土是挡不住
湍急的河水的。一次次的河流决
口，土地被淹，这些石头有了它的
天命，去挽救一条汹涌的河流。每
到汛期，附近的农民出工，在河流
的险段绑铅丝笼，此时的石头像是
被养在岸边的巨兽，合力围阻着河
水的泛滥。河水有多任性，石头就
有多决绝。河水在几次冲撞逃脱
未果之后，温顺下来，顺着千年河神指引的
道路回归大海。

千万年的石头吸天地之灵气。不管
你相不相信，反正我相信大自然的一草一
木一石都是有灵性的。万物有灵而神奇，
试着学会敬畏，也就学会了与它共生共存
之道。

石头经历千万年的风吹雨打，有了坚硬
的筋骨，恒久留存下来。可以说这些石头是
沿岸村庄的守护神，为村庄带来了安宁。

在村庄里，不光是河岸边的石头，村
子里的每块石头都有用处。村口的老碾
房在时光深处，记忆召唤着它，它就隐现
出来。碾房里的石碾盘和沉重的碾砣，有
老祖母级的份量和地位。

在人类的世界里，和粮食有关，和一日
三餐有关的事物，都是很重要的。没有电的
少年时光，只有驴拉碾子磨米磨面，石碾子
承载着一日三餐的满足，也承载着光阴的底
气。犹记得，在晨雾还没散尽的清晨我和姐
姐去碾房里占碾子，所谓占碾子就是把笤帚
或者帽子，放到碾盘上。早晨的碾房异常拥
挤，可能村里人在清晨碾完米还要一天琐碎

的劳作，每每我们去占碾子时，早有一个帽
子或者笤帚躺在碾盘上了。

两块庞大的石头通力合作，把一些植
物的种子碾成米碾成面，供村人果腹。谁
能对成为碾盘和碾砣的石头不敬呢，这可
是村里和吃饭有关的重要器具呢！我们
桌上的小米饭、甜面粥、煎饼，好像都有了
这块“石菩萨”布施的印痕。

母亲在碾子上收一些碾碎的小米，放
到箩里，“邦邦”地敲着箩，那些金黄的面
粉就落下来，摊煎饼，熬甜面粥。

自从村里通了电后，那碾盘和
碾砣就像失宠的人，被废弃推到
墙边。先是在邻居家的西墙边，后
来邻居垒墙嫌碍事，要扔掉，我们就
把这两块大石头收留下来，放到大
门口的西面，这多像是收留一段时
光。作家四方田犬彦在《摩灭之赋》
中写道：“沧桑是美，凋敝是美，破灭
也是美，摩灭，就是将时间的残酷化
为艺术。”这些即将破灭的器物蹲在
时间的墙角，守护着记忆的初始。

不光是碾盘和碾砣，还有猪食
槽、碌碡、鸡蛋滚子，都是石头凿刻
的。家里的猪食槽底部坑坑洼洼，
猪吃食物发出夸张的“哐哐”声，好
像石头都被它吞进肚子里。那块
石 头 凿 成 的 石 槽 ，成 了 猪 的“ 福
袋”。一口肥猪可是关系到一家人
一年的油水，杀年猪后，肥肉都熬
成猪油，放到“三缸”里。我们村里
的缸就像人家的孩子一样，排上序
号各有分工，大缸放酸菜，二缸腌

咸菜，三缸盛猪油。一日三餐，炖菜烙饼
哪一样离开了猪油呢！那个猪食槽的重
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石头坚硬不易损毁，在那个泥土的村
庄里，我们偏爱着石头。

母亲以及她那个年岁的人，都是守着
木头做的村庄，守着石头做的村庄，生儿
育女，繁衍生息。村庄里有人出生，有人
老去，有人啼哭，有人回到泥土中。生生
死死，循环往复。

村东面的一片树林里是一片坟茔，活
着的人一个村落，死去的人一个村落，土堆
旁立起了一个个石碑。那些石碑站立着，
好像村庄的院落门牌，石头看守着荒野，指
引着地下的人回家的路。石头墓碑上凿刻
上一个人的名字时，这个名字就活在风中，
活在每个年节纪念的日子里。

人的生生死死，总归一把黄土的归
宿，化成沙化成风，几代后，子孙也不认识
他们。他的灵魂回到那块石头做的墓碑
里，墓碑沉甸甸的。后代记住了那块石
头，记住石头上的名字。此时彼时，只有
石头和一个人相依相偎成为永恒。

石头物语

□刘茂云

一个孤独的老人，盘腿闭目，
坐在空阔的大地，依稀中，举着一
只土质的烟斗，有一搭没一搭抽
着一袋永远也抽不完的旱烟。

烟是从每家每户房顶的烟囱
灰头土脸爬出来的，烟跟村里的
人一样和善，不自觉就能走在一
起，拉一些鸡零狗碎，就轻描淡写
地散了。

这个老人是我年迈的故乡。
喜欢故乡的黄昏。夜幕是个

盖头，盖头下遮掩的是羞怯中局
促的新娘，新娘的甜蜜映射在不
远的山坳，像飘荡的红绸子，红的
能听到猎猎的声响，是小时候门
巿部扯红布的脆亮。霞是红的，
山是红的，草是红的，羊群是红的，牛是红
的，心情也是红的。红的洞房，从里到外
的透红。红里，那个像一株蒿草立着，被
夕阳震撼、稀松单薄的少年是我。红还没
红够，落日就被一股急性的风吹熄，那风
出自一个壮硕的男人嘴里，男人是喝过烧
酒的，连风都醉得晃悠，于是这新娘和红
烛流淌着喜悦，在恍惚中闭上了醉眼。

这个新娘是我不老的故乡。
村子里的夜就这样不明不白到了。
从四周山坳回来的羊群，在闪电的鞭

响中，如一朵一朵云滚落在了地上，携带
一股风，羊群多大风就有多大；羊粪味儿
粘稠，呛着鼻子出不上气来；老是觉得羊
粪钻进了嘴，唾一口，唾在地上的唾液圆
滚得像羊粪珠。

走在最前的头羊，英武，壮硕，像拄着
杖的族长。

羊群是最早回流的内陆河，流了一天

又流回了村子，像乖巧的猫溜回了
猫道。

夜将村子湮没了。黝黑里是
更为黑暗的事物，侧耳能检索到细
碎的脚步。从地里拖着疲劳晚回
的人，吸一支自卷的旱烟，侧荒野
走近羊肠子一样的小道，明暗的烟
火像小孩子玩一只快耗尽电的手
电筒，昏黄，忽闪。走进豁口一声
低咳，是一个木讷的男人的招呼拖
着一枚感叹号。女人习惯了男人
回 家 的 味 道 和 语 气 ，推 开 的 半 扇
门 ，把 男 人 收 拢 进 光 里 。 门 关 上
了，夜被夹在外面“吱扭”喊疼。几
个贪玩的娃儿在母亲漆黑的呼唤
里，倒着身子往回跑，躲避奶奶故
事里鬼怪的追赶，恐惧是流淌出的
冷汗。会享清福的马早回了圈里，
吃鲜嫩的草想霉了的过往。老实的

牛迎风站在村东，眯眼站着，像禅修，呼吸
均匀，一动不动，鼻涕露珠般滴落。墙上
的鸡看到了人看不到的虚相，“咕”一声惊
愕，双翼抱紧自个儿，又接着做梦。一只
鼠从凉房的门缝挤出，大摇大摆，等候多
时的一只老猫蜷曲着身子挠破夜的黑尾
随而来。稀疏的煤油灯如洒落的星星，把
乡村点缀得疏朗而通透。

村子太小，小到好多时候自个儿无法
回头看到自个儿，尤其是漆黑的夜里，村
子几乎像梦境般一次次把自己无缘无故
走失，走失在远离村子游子的梦境。

一盏灯亮起小心翼翼的火苗，那丰沛
的雨水，浇绿那一年的清明。远方迷路的
人发现灯亮的地方，抑制不住的思念又一
次湿润了乡愁。一星灯火，引起一村的鸡
飞狗跳，把昏睡的村子一次次叫醒，村子
在星星灯火里游牧梦想。

村子的夜晚很美，但美得让人疼痛⋯⋯

日暮乡关

濯洗

幽深的城市街道，雨水，湿润的凉
的空气，感觉自己像一尾鱼在深水静
流的湖底游向前方。

纷纷的行人我看不见他们，两边
蓝色是海水耸起的浪峰，我悄悄地游
着，没有被发现。

那时姐姐们领着 9 岁的我去游泳，
钻进水底，跃出水面，玩得忘乎所以，
我仿佛长出了鳞，长出了腮⋯⋯小辫
子滴着水去教室上课，游泳衣塞在课
桌膛里⋯⋯

多么渴望水啊！多年前的微蓝澄
清的水波，能濯洗现在的心吗？

静夜

因为开着窗睡觉，静夜里，迟归的
人们鞋底碰着路面的声音清晰可辨。

“嗒嗒嗒”，雨水洗净了路上的尘土，脚
步留下的是一串干净的声音。

雨停了，菜园里有水珠从叶子上的
滴落声，风不动，树不摇，心也好好的安
放着，只是明天会是什么样的呢？

想象中的海

报社办公楼迁了新址，离城区较
远，我们也随之搬到附近的新住宅。

这个城市是干燥的、多风沙的，很
少能看到水，可是新起的楼盘，却一律
是“水汪汪”的，什么“蓝湾”

“水岸”“榭”“堤”，仿佛水多
得需要拦着挡着一样，甚至还
有“碧龙江”这样的名字，由此
可知，这个城市的人们是多么
喜欢和向往那些水云柳岸的

居处啊！
住在城郊，每天上下班都会路过

某厂小区，但即使是散步，也从没有进
去遛跶的念头。

那天回家，我坐在公交车左侧向
外看，早春天气，天空柔蓝，凉凉的空
气变软了，拂面微风有了湿润，目光扫
过，忽然看到“海洋石油天野小区”几
个字，原来，不知哪天，小区换名字了。

简简单单几个字，瞬间激活了我
所有的感官，仿佛心被染满了颜色，我
是多么高兴啊！海洋、天空、田野，都
是我喜欢的，都在这里了。

从此，路过那里我总是看了又看，
但仍然没有进去，因为我有一个感觉，
迈进那个大门，跨出一步，就会忽然出
现一片汹涌壮阔的蓝色大海。回忆看
过的海，在鼓浪屿，在三亚，无一不美，
可最美的，却是这想象中的海，而这一
切，居然全拜文字所赐。

我知道，只要进去，看到的一定是
住宅楼、道路、绿植、小广场、超市等住
宅小区的寻常景象，和我所居住的小区

没什么两样，我的海就幻灭了，
所以，十几年了，我一直没有进
去过。

我想，最美的爱情也是这样
的吧！不去采摘，留在记忆里，
就无比美丽。

小鸟的红飘带

开 始 我 以 为 是 人 进 了 栅 栏 ，“ 刷
刷”，一直走到卧室窗前，惊得坐起来，
后来知道那是鸟，一群鸟踩着枯叶走
动，就有这样的声音。

一年四季，南园的绿叶和枯叶都
留着，就是因为鸟。一个冬天，它们都
能在枯叶间找到吃的。

这扇窗，仿佛鸟儿的舞台，它们很
喜欢停在这里，东张西望，啘啭啼鸣，
早晨在鸟声中醒来，有深深的安适感。

忽然，一只小鸟落下，衔着一截红色
的飘带，在窗前蹦蹦跳跳，一直不松口。
它是从哪里找到的飘带呢，我慢慢地拿
手机，想拍下来，凑近时，到底惊动了它，
飞走了，一群鸟都飞了，而中间那只鸟，
仍衔着红飘带，那可是它的宝贝呢。

如梦如幻

早晨出门时云很低，云逐渐低到
地面时变成了青灰色的雾，淹没道路，
包裹了车头。草原和远山、马群和牛
群都半隐在雨雾中，如梦如幻。

慢慢的，天晴了，云分了三层，一层
云贴在嫩蓝的天穹上，几乎不动，一层云
迅速移动，被吹成云垛、云团、谷堆，滚滚
而去，最下面一层云被徐徐推开，变成漫
天鱼鳞，太阳露出了它金色的额头⋯⋯

忽然，云间出现了一条“阶梯”，我
赶紧让儿子看，这条“云梯”太逼真了，
足有几十级，直达天庭。

再没有比天空的景象更美、更丰
富、更梦幻了，天空的魅力能够让人凝
视 几 个 小 时 都 移 不 开 眼 睛 。 天 空 有
路，待有缘人去踏。

零珠片玉

□艾平

歌中唱到——蓝蓝的天上飘着白
云 —— 白 云 的 下 面 是 那 雪 白 的 羊 群
——雪白的羊群好像斑斑的白银⋯⋯
这时候，羊是远方是诗，是跪乳，是吉
祥、温顺，是你满心的疼爱。于是你俯
下身子，轻轻地抱起一只小羊羔，就像
抱起一个芬芳的婴儿，贴它绵软的小
脸，把奶瓶送到它粉红色的嘴上。如果
有一只母羊围着你咩咩，那你的心啊，
顷刻会软成一汪水，你怎么能夺人之爱
呢，你用父母的心态去对待羊。

转瞬之间，美酒飘香，全羊宴来了
——你立马垂涎三尺，暗暗羡慕嫉妒那
个持刀剪彩的高朋，恨不得冲上去尝第
一刀肉。手把肉、鱼羊一锅鲜、酥羊尾、
酸羊奶——你的舌尖根本无需诱惑，上
面早已布满了刻骨铭心的记忆，于是你
大快朵颐，乐此不疲，你的心里只有色味
香形以及鲜嫩抑或软糯。你忘了白云下
面的风景，听不到风中隐约的生命呢喃。

在一次羊肉美食节上，出现了一道
叫做“五彩羊明镜”的佳肴，乒乓球状，
蛋清包裹，五色缤纷，上面有绿叶、花
瓣、蛋黄酱装饰。我一看就知道是什么
了。我不便说话，只是冷眼看着人们剥
去蛋清，从球体中掏出了一黑一白两种
东西，还举箸观赏探讨，这让我不由暗
暗唏嘘。厨师在兴奋地介绍他的杰作，
这赤裸裸的食材，原来是羊的眼珠。

草原上有一段往事鲜为人知，但是
并没有在岁月中消逝。我在阅读生于呼
伦贝尔草原的长调歌唱家宝音德力格尔
的相关资料时，看到了她的讲述。那时
候，她还是个 7岁的小姑娘，每天牵着双
目失明的阿爸，行走在草原上，这是一件
既可以谋生又很快乐的事情，因为草原
任何庄重的场合，都渴望他们的琴声和
歌唱。月光如豆，霜天寂静，风的脚步没
有方向，草原的初冬之夜凛冽而空旷。
突然，饥饿的狼群从草窠里跳出来，将他
们父女团团围住。阿爸凭着灵敏的耳朵
听到了眼前的情形，他如大树一般沉稳，
摘下身上的马头琴，席地而坐，徐徐奏出
古老的长调《辽阔的草原》。幼小的宝音
德力格尔，浑身发抖，声音发颤，但依然
坚韧地跟着音乐唱出声来，那忧伤的琴
曲，和雪花一起缓慢飘扬，让她的歌声变
得安然而明亮⋯⋯沧桑的草原，流泪的
母亲，孤独的老马，折翼的天鹅，还有那
覆盖万物的大雪，都走进了她的歌声。
歌声弥漫旷野，徐徐注满苍穹。狼竟然
像春天的风一样开始绵软，慢慢趴下来
聆听这音乐，人不知道狼的心绪，只看到
狼群慢慢退去。

阿爸的眼前一团漆黑，他对狼弹
琴，无形中破了天机——动物是有情感
活动的，尽管表现得有点乖张离奇。如
果说音乐是架在人类心灵之间的彩虹，
是沟通不同文化的语言，那么诸如此类
的故事提示了我们，音乐的穿透力，不
止于人类之间，前提是万物有灵。

在狼群已经远遁的草原上，我曾经
带着音乐去观察羊群。我从后面走向
羊群，当我在的位置看羊群还是一片灰
白，无法分清一只只羊的轮廓之时，羊
群就出现片刻的轻度骚动，说明羊已经
知道了我的到来。我把车停在离羊群
十几米的位置，和牧羊人静默对坐。我
打开了音响——音乐是具有传奇色彩
的《劝奶歌》。果然，就像新巴尔虎右旗
的一位额吉告诉我的那样——听到悠
扬的歌声，吃草的牛羊会叼着草尖停止
咀嚼，游泳的骏马会悬浮在水中高扬起
头颅，眼前的羊儿只只兀立不动，哪怕
绿色的汁液顺嘴流出来，那神情就像一

个个沉浸在故事中的孩子。我将音响
关闭，羊儿如梦方醒，继续觅食，徜徉前
行。我再一次打开音响，它们重复了刚
才的聆听，在这个过程中，我突然发现
一个小秘密——所有的羊都背对着我，
没有谁回过头来看我。后来，我后退，
应该没有惊动羊群，羊群里却有了另一
次骚动，好像知道美妙的音乐在离去。

牧羊人早已不是马鞍上的老阿爸
了，是远道来草原上的打工者。他只能
告诉我，听牧民说羊有后眼，不用回头，
就可以看到身后很远的地方。

我怎么没有发现羊的后眼呢？
当年，呼伦贝尔有个肉类联合加工

厂，我是这个工厂的羊肉养大的孩子。
寒冷的草原，草好，羊肉醇香，但是食物
比较匮乏，羊的头蹄下水是职工宿舍家
家户户的主打食材。父亲是个料理羊
的高手。我们家饭桌上的羊美食，可谓
花样翻新，层出不穷。羊杂汤，烀羊尾
尖骨，溜腰花，手拉羊肚，现在想想都垂
涎。当然，烤羊腿，手把肉，烤全羊之类
的是很少吃的。但是我们获得的营养
和美味，并不逊色，例如我们家常吃的
水煮羊头，虽然便宜，对于身强体壮的
我们姐弟四人来说，绝对是不可替代的
营养之源。

不知道哪位邻居小朋友告诉我们，
说是羊的眼睛最好吃，尤其是眼窝里包
裹着眼珠的白油，香而不腻，酥脆爽口，
不信你们回家尝尝。我们说，我家从来
没吃过羊眼睛。对呀，我们只见过空空
的羊头骨，没见过什么羊眼睛、眼窝油。
有一天，家里来了表姐表弟，加上我们姐
弟，叽叽喳喳，一共 8个孩子。没有什么
可招待的，父亲便在院子里支起铁炉子，
一口气燎干净 10个羊头的毛，刷洗掉上
面的糊渍，上下劈开，置一口大锅开煮，

香气顿时荡漾四溢，我们就守在锅边，流
着口水等待大餐。第二天早上父亲起身
一看，10个羊头的眼睛全部被洗劫一空，
一地的小淘气，满嘴油光。当然我也忝
列其中，说实话，吃相很不美。

我从此知道了父亲的一个秘而不
宣的杰作。原来，他每次满脸微笑地端
到桌上的“白玉条”“羊镜子”，就是他从
羊头骨上悄悄摘除的食材。他将煮熟
的原料剖开，切割成半圆形的宽条，裹
上淀粉，用羊油一煎，撒上蒜末和野韭
菜花，滋滋啦啦香味四溢，在那个年代
里，简直堪称钟鼓馔玉。关于羊美食，
父亲的嘴里从来没有过什么与众不同
的字眼，可是他所做的细碎小事总是那
么独具一格，非同凡响。有一次，厂子
里来了贵客，除了羊肉，厂里的职工食
堂并没有什么好吃的，于是父亲就把我
家过年吃的，白蘑吊汤，附以羊血羊杂
碎和当地酸菜、野菜、卜留克丝，合成一
套涮羊肉，推上了宴客的餐桌，结果大
受好评。还有一次，他和母亲发起比
赛，让我们姐弟四人做裁判，结果三比
一，父亲十字花切法的溜腰花因口感鲜嫩
胜出，母亲的薄片溜腰花因口感略硬失
败。父亲哈哈大笑，我们兴高采烈⋯⋯依
偎在父母身边的日子真好。

话说回来，羊的后眼在哪里呢？
资料显示，当羊瞳孔扩大时，状为

矩形，羊的双眼位置偏向头的两侧，使
其具有宽广的视野。绵羊视野 270 度
至 320 度 ，山 羊 视 野 320 度 至 340 度 。
羊眼睛的这种位置与结构是它作为被
捕食动物的进化结果。当羊竖起身子
上行的时候，可以看到后面的万丈深
渊。矩形瞳孔的羊因为瞳孔更大，在夜
晚也能够看清楚周围，白天睡觉时眼睛
闭得更紧，能够更好地避光。

如今，太多的物竞天择教育了我
们，让我们明白，人十万年的卓越进化，
细细想，也就是避开了丛林的险境，不
再束手充当老虎和北极熊的果腹之物，
我们依然还是茫茫生物圈食物链上那
个不可永生的小端粒，我们终将融解在
潮湿的腐殖层下，抑或沉入河海深处，
唯一的不同就是有纷纷的花瓣和音乐
相伴。我们的消失，不像水消失在水中
那样构成另一种壮大，我们只是四散而
去，无影无踪，世上繁芜的微生物一茬
茬兴衰，不呈现我们前世的任何标记。
西尔万·泰松在泰加林的小木屋里观察
了半年贝加尔湖，他说对于惧怕腐朽的
人来说，贝加尔湖就是一座梦想的坟
墓，贝加尔水虱会在 24 小时内清理完
尸体，只在湖底留下象牙般的白骨。我
想，那透明的湖水，有足够的力量，使湖
底再一次剔透无物，乃至找不到那些白
色钙结构的踪影。

万物平等，所有的生灵都是天造地
设的千古之谜，一切生命都在生物圈里
辗转轮回。一棵树，一株草，一只羊，一
条鱼和我们并无二致——在宇宙里拥有
一个瞬间，在这个瞬间里喜怒哀乐，追求
幸福。让我们产生无知的原因，是亘古
以来横在我们眼前的漠视。我们是否看
见了羊的后眼？回想起来，那个工厂，当
年每天要加工六七千只白条羊，作为下
脚料的羊头在初冬的厂区堆成了山，雪
常常会覆盖这座山，如果没有雪，工人就
会用席子加以覆盖，只因为进厂的羊群
每天从这座山的旁边经过。草原深处的
老额吉说过，不能在有第二只羊的地方
杀羊，牧民杀羊的要领，是让羊没有感到
痛就已经闭上眼睛。当我们以食为天的
时候，要让眼睛安详。我们看待生命，需
要一个平等的视点。

我把当年的故事，委婉地讲给了很
多人。

风中隐约的生命呢喃

□杨挺

走远了
才看见走过的路
如此曲折蜿蜒
走回来
更看见一路走过
景色如此灿烂

一次次看见
毕业季扬起的帽子
发现我们
曾也是彩虹绚烂

毕业季
一次轮回播种的节气
毕业季
一份领取未来的开启
毕业季
一张没有开片的瓷器

四十年回眸
只有时间很淡定
四十年一瞥
只有缘分很缱绻
四十年匆匆
只有白发很眷恋
四十年如烟
只有回眸未如烟⋯⋯

回眸里
你是否看到了我
诗句里
我就在这里
岁月里
依然少年意气

风来，雨来
跳荡的彩虹如昔⋯⋯

毕业季

塞外诗境山野晨光
李昊天 摄

乡土炊烟

惬怀絮语

且听风吟

朝花夕月

□博尔姬塔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