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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画 董昌秋

风物

草原，总给人苍茫辽远、神秘疏离
的感觉，天地浑然一体，自然的内蕴和
人类的精神同步的所在。似乎，草原
还是一座漫卷诗意的乌托邦，充满异
质化的地域风情。事实确实如此。乌
兰毛都草原，其实就是科尔沁大草原
和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披肩，一件晶莹
剔透的藏品，是英娜·丽斯年斯卡娅诗
句中“亮银色的勺子”，横亘于草原之
间。当然，这是一只具有东方异域风
情的勺子，从历史的侧面观瞧，微光毕
现，惹人喜爱。

草原人视草原的一草一木为生命，生
命从此便各有不同。风静有花开，鸟鸣有
人来。诗人的聚会，让这个小城增添了无
数热闹。从这里，让诗歌的性灵与草原的
精神内核相碰撞、融合，讲述一个关于我
们既陌生又熟悉的故事。

自然之经方，天地之元医。草原具有
疗伤与治愈的功能。它不仅是野生动植
物的天堂，同时也是一片具有丰厚沉积层
的文化沃土，这一切都要从一场诗意开
始。实际上，从某种意义讲，对于诗歌创
作的坚守和执着，与对草原的猎奇比起
来，似乎旗鼓相当。我们来到的草原其实
并不大。乌兰毛都草原是中国草原的接
壤地带，实则就是镶嵌在草原上的珍珠，
这也正契合诗歌艺术是艺术金字塔上的
珍珠的论断。

望着漫山遍野的羊群，真有“风吹草
低见牛羊”的虚幻、缥缈之感。但真实的
景色就在眼前，仿佛我们被想象力和教
科书欺骗了好多年。见到这里的柳树、
草地、牛、归流河 ，还有竞相生长的芦
苇、绕脚的流水、私语的牛羊、依偎而多
情的红柳……刹那间，弯曲的河流为草
原戴上了银光闪闪的项链。哦，此景只
应天上有。

庄子写过：“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
时 有 明 法 而 不 议 ，万 物 有 成 理 而 不
说。”反复揣摩，无非这样：天地有大美，
于简单处得；人生有大疲惫，在复杂处
藏。在草原上驰骋，在草原上呐喊，甚
至在草原上沉默地接受自然的吵闹，你
终会顿悟——人生之简单，就像生命巨
画中简单的几笔线条，有着疏疏朗朗的
淡泊；是生命意境中的一轮薄月，有着
清清凉凉的宁静。人生之复杂，是泼洒
在生命宣纸上的墨迹，渲染着城府与世
故；是拉响生命深处的咿咿呀呀的胡
琴，挥不去嘈杂与迷惘。在草原，一切
都是那么自然。一声异域的鸟鸣响起，
从你的听觉神经到视觉神经，有一种清
脆的穿越，或是无尽的冥想。这鸣叫，
挑起我们内心升腾的“诱惑”，对于美丽
与传说的诱惑。草原有心灵净化的功
效，灵魂的安静，岁月的安详，一切随遇
而安的幸福。

草原是一扇门，通往想象之外的世
界。在乌兰毛都草原，诗人们说，要走上

“生命之路”，像三毛在撒哈拉大沙漠的
“重生”。 乌兰毛都草原不同于其他草
原那样平缓和一望无际，它与连绵的群
山相连，山是臂弯，草原是胸膛，它拥有
有力的臂膀和博大的胸怀。乌兰毛都草
原山下是草原，山顶还是草原。登上山
顶，一望无际的连片草原，那种壮观，不
在语言之内。漫步小河边，聆听流水的
呢喃；置身油菜花地，享受它沁入心脾的
温柔；褪下鞋袜，亮出脚丫
儿，我们一起去乌兰河浪
漫的水波里牵手，我们体
内的风轻送，看着被水草、
淤泥“包装”过的脚趾，我
们大笑……

品一口美酒似甘霖，
马 奶 酒 的 香 气 贯 古 今 。
在蒙古包中望远方，溪边
草丛偶尔有野鸡、野鸭惊
飞，云白白的，像棉团、
像薄纱、像丝絮，在蓝天
的背景下显得格外的洁净和飘逸。再
过几日，草原就要打草了。我们可以想
到，那月光下的干草，带我们抵达草原
的粗粝与豪迈，它们是太阳叼着的烟
嘴，悠然地守候草原。山，近看料峭，粗
糙，典型的北方性情，远看很漂亮，漫山
遍野的白桦和杂木，一眼望去，五颜六
色，蜡染的一样，是那种层林尽染的感
觉，令人情不自禁地呼吸着带有淡淡草
木香的原野气息。这里拒绝任何的贪
婪和嗔痴，远离尘嚣的宁静致远，优美
的风景中浸透着丰盈的人文情怀。远
方，几只牧羊犬拉动着炊烟奔跑，又像
是炊烟化身皮鞭追赶它前进，它奔跑
着，在苍茫寂寥的乌兰毛都大草原上，
天地间一派安静和谐。

坐在草原上望篝火、数星星、数羊
群，做着每个人心中不同的梦……我
们的诗朗诵，是草原上无尽的回响，这
诗情像振动的翅膀，载着敢去九天揽
月的决心。草原上的嘶喊，不是重金
属气味的声嘶力竭，不是美声技巧的
无端炫耀，它是内外双修的和弦，是民
族的瑰宝，在那歌声中，我们戴上洁白
的哈达，共饮一杯哈达酒，醉就醉在心
里头。

草原的黄昏，拥有了诗意，有一种语
言的翻转和艺术的传达。草原除了给我
们深邃和智慧，还给了我们一颗“年轻的
心”，让我们永远保持对未知世界的“好
胃口”，以及对宇宙万物源源不断的爱的
能力。

诗意草原
董喜阳

我的师傅叫刘爱国，可除了
领工资的时候，几乎从来不用这
个名字。在我拜师之前他就有个
外号——刘大耳朵。他也不避
讳，和别人说话，总说我刘大耳朵
怎么怎么的。

我们屯在这家国营大厂的边
上，大墙外就是我们生产队的高
粱地，工厂的电线杆和水管从高
粱地过，都遵循远亲不如近邻的
古训，两家关系处得不错。我高
考落榜后就到工厂当了临时工，
拜 刘 大 耳 朵 为 师 。 恕 徒 弟 不
敬，直呼师傅的外号了。当时我
们厂流行着三大、三小、四长、四
短的说法，都是工人阶级集体智
慧的结晶，其中的三大是这样的，
刘爱国的耳朵张帆的嘴，赵晓梅
的眼睛泛秋水。师傅的耳朵名扬
全厂，但我看师傅的耳朵与常人
无异。

都说师徒如父子，别人叫我师
傅的外号我心里特别不舒服，就像
叫我爸爸的外号一样，况且我到厂
里的第一天就有工友不叫我的名
字了，叫我耳朵六，大概缘于我是师
傅的第六个徒弟。

师傅的技术是响当当的，听
说 30 多岁就已经是七级工了，在
这个万人大厂里可以说是凤毛
麟角。

拜师的第三天我就见识了师
傅的耳朵。

那天，我和师傅一起走进厂
门，一辆小轿车从厂区迎面开了
过来，师傅瞅了一眼，把轿车拦下
来。司机摇下车窗，伸出头大声
说：“好你个刘大耳朵，厂长的车
你也敢拦？”师傅歪着头，耳朵贴
在发动机盖子上说：“发动机的声
音不对，换台车吧。”厂长打开车
门，说：“能听那么准吗？”又抬手
看看表说：“来不及了，市里 8点半
有个会，不至于十几公里都跑不
了吧。”师傅让开路，轿车徐徐驶
出厂门。

正如师傅所料，厂长的车是
在距市政府 1 公里的地方被汽修
厂拖走的。师傅说：“发动机就像
人 的 心 脏 ，我 们 检 修 工 就 是 医
生。”听了师傅的话，我对我的职
业油然产生了一种敬意。

师傅有喝茶的习惯，他的搪
瓷缸一次能加半暖瓶水，缸子外
面干净得没有一点污渍，里面却
呈黑褐色，为师傅端茶倒水是我
的分内事。早晨刚接班，我双手
捧着搪瓷缸送给师傅，他正仰头
望着窗外动力车间的大烟囱发
呆，我把缸子放在工具箱上，也朝
着大烟囱的方向望去，只见有两
只喜鹊在那里盘旋。师傅指了指
车间里的机器说：“听出来了吗？
这动静，机器出毛病了！”师傅这

是眼睛在窗外，耳朵在车间里。
车间里总是机器轰鸣，在我

的耳朵里，今天的噪声和昨天的
没什么两样，但我还是装作仔细
听的样子，摇了摇头。

师傅端起缸子喝了一口水，
吐出粘在牙上的茶根说：“我得找
他们去。”

我知道，这机器是用外汇买
的，很贵。

不一会儿，师傅气呼呼地回
来了，帽子往工具箱上一摔，一
屁股坐在凳子上。我说：“咋样？
师傅。”

师傅说：“找班长了，班长说
这是大事，他管不了，让我找段
长。我又找段长，段长说，就凭耳
朵听就知道机器有毛病？愿意反
映就找车间主任。车间主任说停
产检修是大事，要反映就找管技
术的副厂长。副厂长说要是耳朵
能听出机器有故障，还要厂技术
处干吗？像傻小子似的被遛了一
圈，啥事都没解决。”师傅呼呼生
闷气，我怕他往我身上撒气，就蔫
儿退了。

我忙着我的活，看见师傅像
只猫一样，蹑手蹑脚地在车间的
各个角落捕捉机器运行的声音，

然后又像发现了猎物一样，坚定
地走出车间大门。

这回师傅找的是厂长。
正如师傅的判断，机器真出

故障了。两天后，设备供货方代
表握着师傅满是油污的大手不松
开，说着嘀里嘟噜的外国话。凭
我外语三脚猫的功夫，认定他说
的是英语。后来听说，他是表扬
师傅呢，说师傅是人才，避免了重
大事故。

高兴了，师傅会吼一嗓子京
剧唱段，像模像样地唱一句“穿林
海，跨雪原，气冲霄汉！”他轻易不
唱，但这回唱了。

师傅喜欢京剧的事不知怎么
传到了市总工会王主席的耳朵
里，省京剧团到市里演出，王主席
就到车间，把票交到师傅的手里，
别的工友很眼气，眼气也没用。

30 多年过去了，厂里的民间
艺术家们又总结出了新的流行
语，其中的四大能人是这样说的：
耳朵六、眼镜王，大个子老李胡子
梁。眼镜王是师傅的第 16 个徒
弟，大个子老李是我的徒弟，别看
人家叫他老李，其实还不到 30岁，
小伙子精神着呢。师傅的“耳朵
家族”正不断壮大。

我和我的师傅
李云华

微小说

又 是 毕 业 季 ，总 结 奖 励
多。奖品为何？值得探究。杭
州一所中学举办的“惠贤学子”
颁奖典礼上，把两棵平淡无奇
的青菜当作奖品，颁发给优秀
学生。你没有看错，的确是两
棵青菜，上面还捆扎了一根红
绳，倒是醒目。其醒目还在于，
这青菜主要寓意“淡雅朴素”和

“一生清白”。
此举引来如潮之议。笔

者油然想起了《浮生六记》的
作者——清代名士沈三白，他
名为“三白”亦有深意：一碟白
萝卜、一碗白米饭、一撮盐。一
生借此，同指“清白”。

时下讲初心与使命，笔者
以为，初心也在于清白。中华
民族自古即有崇“清”传统。屈
原忧心忡忡得句“宁廉洁正直
以自清乎”，意为以廉洁正直使
自己保持清白；《梁书·武帝纪》
言：“公扬清抑浊，官方有序，多
士聿兴。”

此“清”包含多种意思，若
文之清冽，笔之清新，人之清
淳，心之清直……主选项还指
品行纯洁、端正无污——清清
白白为人。

因清而真，因俭而朴，因谦
而虚，此“三因”简直把国人对
清白人格的追求写透了，也把
初心应属清白，讲得清清爽爽。

清白者，曰清简，曰清心，
曰源流清洁。一要清简，笔者
好有一比：清白“竹”自生俭朴
叶，清白“菊”不能栖奢靡枝。
清白，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单

纯。单纯的人，单纯的事……
再要清心，清心则少欲，即

所谓“清者自清”。议此，应首
取屈原“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
之要义，言之凿凿，告诉我们洁
身自好殊为要也！宋代理学家
周敦颐的“予独爱莲之出淤泥
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元代
画家王冕的“不要人夸颜色好，
只留清气满乾坤”；明代诗人于
谦的“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
白在人间”，那亭亭立于淤泥之
上的清荷，那笑对寒流，清气满
满的墨梅，那唯重清白存世的
石灰，都堪称老祖宗自比清白
形象的写真。

而今，寻找清白，尤须源流
清洁。济南趵突泉的“源清流
洁”匾额，非康熙帝触景生情，
顺笔之作。看了《康熙起居注》
会发现，康熙曾多次说过类似
的话。“源清则流洁”亦并非康
熙首创，早在唐代王勃《上刘右
相书》中，就有“源洁则流清，形
端则影直”语。

读此，“以‘清’为美，以
‘白’为贵”8个大字如雷贯耳，
谆谆告诫世人守住人性底线。
清白，多纯净的一个词语，不
过，践行难。一些以清白标榜
的人，似乎也“江湖”起来，甚至

“不识相”地跨界，知行合一才
是关键。

有鉴于此，杭州这所中学
以青菜为奖品，进行“青菜教
育”，希望学子永远都像青菜那
样清清白白，保持初心，淡雅朴
素，实在值得激赏。

由“青菜教育”想到的
齐世明

随感录

老宅

记忆回到从前的瓦房。铁道东，老河闸家属房
两室一厨，不足60平方米的空间
七年前离世的父亲就会
栩栩如生地走来
灰色中山装。左胸兜，别着
英雄牌钢笔，笔帽闪闪发亮
在冬季的热炕上
摆上木质小饭桌
写他漂亮的钢笔字
绿色稿纸旁边，湛蓝色的海鸥牌钢笔水
把三个儿子的目光引向了更远的大海
这时，在窗边的我们还没长大
呆呆地看父亲的一举一动
盘山河闸家属房，第二栋第二家
昨天，我又去了那里——
我们的老宅没了，原先的地方
现在叫铁西小区

成片的瓦房变成了拥挤的高楼
立在那里

蒸汽机车头

一堆憨厚实在的铁。从我的记忆中
慢慢驶出，长喘着粗气，让烟囱里的黑烟
有节奏地一口一口喷出
脚下大地有些颤动，巨大的轮子
被两侧杠杆臂拉动，转动加快
最外层的一圈白，中间的红，跑起来
甚是好看
背着的煤，是一路的粮食
水也是必不可少的饮品，水蒸气
推着过往的时间
完成着一次次生命的抵达
一串铁皮车厢，和你一样沉稳
彼此，手拉着手，肩并肩，一起跑完一辈子设定的路程
当今后的岁月，被内燃机和电动机取代
你沉默不语

时光的火车（诗二首）

刘亚明

水稻田

青蛙是普遍的
沿着杂草覆盖的小路
下过雨的小路
有着季节般的
漠然与空寥
我侧身，模糊不清地
揣测着水稻田，风吹人影
而期许，总是逆秧苗
浣洗。水洗得又白又干净
秧苗疯跑
带有急切的希冀
有水稻田的日子，小桥低垂
体温如秋
这时天色渐晚
想起再也不可能向田里走去
这真是糟糕
一到傍晚，就觉得时间短
蛙鸣不断被风吹远
在更为空寥的深浓里
我期许的过程
逆光漫散无边

歇伏的村庄

蔡婶家的鸡不下蛋了
伏天就到了
歇伏一直都是
村庄的姿态
就是蹲下来

蹲下来的人们
拎着大蒲扇，可以
什么都不做
吃完头伏的饺子
蹲河边，蹲坑沿
看草木祈秋，鱼游浅底
蹲三伏的菜地
顺手，捉几只小虫

而蔡叔
更喜欢蹲在树荫下
看一群蚂蚁倒腾着树荫
他惊讶于这群蚂蚁
也蹲下来
哦，一种好心情的长途贩运
果实盛大

等一场雨

越来越感觉这个夏天的钝
高粱叶子枉有浑身利刃
竟等不到，一场磨刀的雨

磨刀人将一条长板凳
举到半空
其实，就是一边吆喝，一边
哄着蔫下来的叶子
暂放弃摇曳

省下风中的露水滋润花
暂放弃张扬
省下尖上的锋芒坚定秆

英雄气短
收敛着等一场雨
无外乎等一场雪
必须先等草
结籽。等树叶
跌落。等大雁
南飞

要扎进天空多深
才能刺中一条闪电
丘陵遍地石头
蹭不亮一片刃口
磨刀人干裂的手指
只攥紧
不张开

我有一滴水

水过千层网，网网都有鱼
我的日子太小
撑不起，一孔网眼儿
但我拥有一粒高粱
可以泡涨，可以胖大
可以发酵，可以
酿成，酒

我选择这一刻的醉
醉之前
我把酒烫热
蒸汽中迷失自己
酒醉时我忘记了高粱地
正等一场大雨
正等我的两只木桶上山
会救活，一次大旱呀

我的日子太小了
小到无人把我
从醉中喊醒
我空有一副圆润
晶亮的皮囊
能混入酒里
面对一株坚挺的高粱
无人原谅我的瘫软

风刮倒一片高粱

叶子。撕扯风
不要说破风的衣衫
与舞蹈毫不相干
不说话
高粱的语言很结实

兵荒马乱中寻求平衡
这是华北平原极小的情节
风。撕扯叶子
泥土攥紧一双红舞鞋
迟迟不肯旋转

歇伏的村庄
（组诗）

张凡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