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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在家里有一段时间了，许多时光在
读书、听音乐、侍弄绿植中度过，似乎很悠
闲，其实是不得已而为之。悄然间，春已
去，绿满窗，夏意正葱茏。

朋友推荐了16首钢琴曲，其中有理查
德·克莱德曼的《水边的阿狄丽娜》、久石让
的《夏天》、班得瑞的《寂静之声》等等，大多
听过，且听过不知多少次了，只有李闰珉的

《雨的印迹》第一次听。这些令人百听不厌
的经典音乐，指尖与琴键的灵魂交流中，流
淌的是情的旋律、爱的音符，是纯净的心灵
溪水潺潺，是美妙的天籁之音。

音乐与文学的最接近之处在于两者都
是叙述艺术，音乐依靠声音叙述，文学依赖
文字叙述。音乐与文学以各种方式渗透在
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滋润着我们的心灵。

在淡淡的细雨般的钢琴曲中读艾特玛
托夫的小说是很惬意的事情。这本《艾特
玛托夫小说选》出自1984年外国文学出版
社出版的“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封
面是著名画家于绍文的水彩画，浓绿与
淡绿构成粗细不一的树干，排列在白色
天空背景中，那树一定是根植在库尔库
列乌河畔的野白杨；右下角一位头戴红
围巾的女子眺望着远方，她在期待紫丁香
般的暮色降临，从草原深处走来她深爱的
恋人吗？是的，这女子一定是小说的女主
人公查密莉雅。

《查密莉雅》是书中的首篇小说，另两
篇是《永别了，古利萨雷》和《白轮船》。前
两篇是文学翻译家力冈翻译，后一篇冯加
翻译。小说由一个画家回忆“我少年时代
的事”而开篇，讲述卫国战争时期，少年

“我”——谢依特眼中所见的查密莉雅与丹
尼亚尔的爱情故事。夏去秋来，谢依特不
仅告别了查密莉雅和丹尼亚尔，也告别了
了自己的少年时代。《查密莉雅》是艾特玛
托夫创作于1958年的成名作，享誉当时的
欧洲。法国著名作家路易·阿拉贡赞誉这
部小说为“世界上最优美的爱情故事”。

《永别了，古利萨雷》则更为深沉和厚
重。读这部中篇小说时，时间还是在惊蛰
刚过的三月初——那是冬春交替的季节，
天气还很冷，正像小说中描写的那样，“低
洼地里还散见着最后的一堆堆积雪，那样
子就像冬天躲在狼窝里的狼脊背一样”。
记得读这篇小说时听的是班得瑞钢琴曲

《雪之梦》。这首名曲深情而略带忧伤，不
由得让人怀念青葱的岁月和如花的梦想。

《永别了，古利萨雷》讲述了一位老人与一
匹老马的故事。读罢小说已经数月，脑中
依然萦绕着塔纳巴伊牵着拉车的老马古利
萨雷艰难行走在荒凉古道的形象。他们从
白天走到黄昏，从傍晚走到午夜，从草原走
到山坡，从山隘走到峡谷，老马古利萨雷最
终奄奄一息地躺倒在路上。老人塔纳巴伊
心疼地给老马盖好皮袄，坐在老马身边，

“他把整个一生在脑子里过了一遍”。从古
利萨雷出生到童年、青年，再到壮年、老年，
那漫长岁月里的所有波折，那草原牧场生
活中的酸甜苦乐，塔纳巴伊已经辨别不清
那是老马的一生还是自己的一生。令他欣
慰的是，他和老马都无愧于岁月，无愧于生
活，无愧于生命。他们为了这片大地原野
奋斗奉献了一生！艾特玛托夫在小说中成
功地塑造了骏马古利萨雷和善良、正直、倔
强的牧民塔纳巴伊的生动形象。

同样也是始于夏季，《白轮船》讲述了
林区一个孤独的7岁男孩想在爷爷修的水
池里变成鱼，然后顺着河水游进伊塞克湖，
去白轮船上找爸爸。男孩断定，他爸爸是
伊塞克湖上的水手，他上了白轮船就能找
到日夜想念的爸爸。在长角鹿妈妈被奥罗
兹库尔杀害之后，在暑热消逝秋寒逼近之
时，男孩尝尽世间冷暖，变成一条鱼顺着河
水游走了，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这部小
说是艾特玛托夫的巅峰之作，他把极富寓
意的长角鹿妈妈神话、孩子望远镜中的斑
斓幻想与幻灭、大人们善恶交织的现实生
活艺术地呈现给读者。这个故事虽然有些
令人悲伤，但莫蒙爷爷的慈爱善良让我们
看到人性的温暖。

艾特玛托夫的小说具有世界影响，被
称为吉尔吉斯斯坦国宝级作家。

在舒缓的钢琴曲中，突然想起几年前
在新疆塔城美术馆参观“中国、俄罗斯、哈
萨克斯坦国际油画艺术作品展”时，见到的
哈萨克斯坦油画家一幅描绘哈萨克草原的
风景油画，那画和艾特玛托夫笔下的草原
格调颇有几分相似：沉静、辽阔、生机勃发，
透着一股冰雪燃烧的热烈。我似乎读懂了

《艾特玛托夫小说选》封面的水彩画，那野
白杨树干的浅绿色正是生命蓬勃的底色，
深绿色蕴含着阳光凝聚的能量，那女子的
红头巾，飘扬着爱与善的炽热火焰。

愿万物和谐生息，山川大地欣欣向荣，
世界和平美好。

读过春夏
邸玉超

落潮了。海水缓缓退着，近岸的滩涂
渐次坦露成一片平阔，远远的前方，隐隐出
现了一些模糊的黑点儿，随着海水离岸越
来越远，那些黑点儿变成了一根根竖立的
木桩，那便是定在潮间带的亮网立桩了。

亮网，是渔家的传统网具，以木桩将网
固定在低潮线上，木桩分左右两排，相距
150至200丈，每根相隔三五丈，两排木桩斜
斜向前伸展、靠拢，都长达百多丈，在海天
相接处，如一对巨大的燕翅合抱在一起，网
口面向岸上，故又称燕网。网绠固定在立
桩上端，高达丈许的网衣垂下，在海水间连
成一个巨大的三角网兜，当海水退离那个
网兜的底角，撇滩的海物就成了渔家的收
获。亮网的网兜所在，渔家称为“露底”，海
水退去，露出了网兜的底，露出了堆在网底
的海物。

滩上，星散的人，跟着潮印走。这些
人，是赶小海的，一个个都弓背，低头，把眼
睛盯到脚前。海水退去，滩上总会遗留一
些海物，鱼呀虾呀蟹呀贝呀，寻寻觅觅，终
于有了发现，弯腰，伸手，一个海物就进了
赶小海的筐筐篓篓。

潮水继续退去，一些小贩出现了，一
根扁担搭在肩上，两个苇编的笼子吊在背
后，在辽东地面，称作挑鱼的，他们以批发
的价格装满两苇笼子海物，到黄海北岸走
村串屯。

海潮，每天两涨两落。海物乘潮而来，
入了亮网环抱的水面，潮落时，有一些海物
被网拦截，继而随着水位的低落，被网兜挡
住，成为渔人的收获。数量的多寡，无定，
好的时候，船会满舱，差的时候，可能半舱
或是半舱也不到。

淘湾了！
淘湾，是渔家特有的方言。淘湾的意

思很明白，潮水退去，网兜里的海物摞成
摞垛成垛，船载不了，人也搬不了。为什
么叫“淘湾”？不好说了。淘湾二字，不是
说出的字或是写出的字，只是一辈辈渔家
人口头表达的字音，大同小异，计有“táo
wán、táo wàn、táo wān”，渔家人仅知道
这样的字音，不知道这字音代表的是两个
什么字。好多年来，我曾试图弄清这两个
字音代表的文字，在海岛，在海边的渔村，
我访过年轻的或是年长的船长，访过七
八十岁的渔民，也曾请教过史志界的朋
友，都不知道。在写这篇小文的时候，只
好试着梳理文友及我的几种推测，把字
音转换为汉字，以期尽量接近字音的本
义。我知道，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
可是，不这样办，也找不到别的办法。

我所以选择“淘湾”二字，一是觉得亮
网如瓢，不淘米而淘海物，大气，有意味；
湾，量词，本义指河水弯曲处，也指海岸凹
入陆地、便于停船的地方，网底处的网兜，
形如弯臂，不停船，搂鱼虾蟹贝诸般海物入
怀，以臂为湾，露底就是一个湾，有形象
感。二是，淘和湾两个字摆在一起，平实，
有遥望感，有一种泊在时光里的沉静。

淘湾，是渔家的节日。每有淘湾，鱼也
好虾也好蟹也好，船老大就开始发话了，谁
要有能耐，随便拿，一个大钱不用出！只要
你能拿得动，能拿多少就拿多少，愿意拿多
少就拿多少！

都说天上掉馅饼，可是，谁也没有见
到过，这一回，潮水退下去，露底分明真有
了一个大馅饼，真就在眼前摆着。不，比
大馅饼强百倍。赶小海的也好，挑着苇笼
子的小贩也好，一时间都恨不得再多出两
只手，船老大的话音未落，就跑着跳着扑
向了那堆小山一样的海物，朝筐里装，朝

篓里装，朝笼子里装，那筐那篓那苇笼子
都装得冒了尖，还觉不够，可是，够与不
够，也没处再装了，就后悔自家的筐自家
的篓自家的苇笼子太小，要是再大一点多
好啊！

和那些被网兜住的海物相比，还是人
聪明，有人脱下了裤子，把两只裤脚扎上，
朝裤筒里急急地装。裤子装满了，小褂也
装满了，再没有什么东西可装了。然而，人
们还不走，还想多装点，没地方装了，便将
一条鱼或是一只蟹，朝笼里筐里或是裤子
里塞。正塞得热烈，船老大就喊了一嗓子，
涨潮了，该走啦。

潮声隐隐传来，远远的一条白线跳跃
着越来越近。可是，没有人离开那堆海物，
似乎不把海物全装起来就不能罢休。船老
大又喊，快走吧，再不走，就等着当鱼食吧！

潮声变得格外响亮了，一线白色的浪
头越来越高，潮水，已近露底，在滩上的船，
也摇摇晃晃地要漂起。谁也不想当鱼食，
不想离开也得离开，潮声里，满载的小贩和
赶小海的队伍，朝岸上出发了。

一些人，扁担在肩上颤，苇笼子在身
前身后颤，装满海物的裤子骑在脖子上；
一些人，着筐背着篓，扛着装得鼓鼓的
上衣。满载的人们，脚在潮前奔，潮在身
后涨。开始离开露底时，人们的脚步都迈
得雄健，潮水呢，在离人大老远的地方，不
紧不慢地吐着浪花，一派闲庭信步的姿
态。谁都知道潮水就跟在身后，谁也不想
不要小命，可是，刚才还不紧不慢像散步
一样的潮水，不知不觉间好像开跑了，潮
声也越来越响。肩上的担子仿佛千斤重，
想歇一下，不敢，想快走，两只脚像灌了
铅，不听使唤。潮水在身后撵，走不动也
得走，咬着牙走。

潮头，离人群越来越近了，飞起的浪
花，溅到了人的背上，有的人实在走不动
了，放下担子，硬着头皮喘口气。回头，远
远的一个浪头跳起来，一瞬间砸到了脚下，
扔下扁担，朝前跑去。还好，一挑子海物还
给海了，人，终于把两只脚踩到了岸上。听
说，有个小贩，上岸时，潮水齐腰了，咬着牙
撑到了家门口，身子却瘫成了一滩烂泥，倒
在地上，再也立不起来了。

一辈辈人，守海，吃海。海养人，也
吃人。

如今，在北黄海的滩涂，好多年来，都
再也没有出现过哪怕一次淘湾，甚至，淘湾
一词，也都早已被淡忘了。只是，老一辈的
渔人，偶尔会说起早年淘湾的往事，说那堆
在露底的鱼山虾山蟹山，说那海物一分钱
不花就可随便拿的快意。自然，也少不了
说起贪心的小贩和赶小海的，为了多拿一
点不用花钱的海物，白白送了命。后辈人
听了，像听一个遥远又古老的传说，感叹着
如今海物的逐年稀缺，也笑话当年的小贩
赶小海的太贪，为了值不了几个钱的海物，
搭上了性命。认真说起来，如今，贪的何止
是小贩赶小海的，木船变成了钢铁的船，马
达代替了风帆，船大了，船多了，网眼却变
小了，一网网收起来，捕获了应季的鱼虾，
也网尽了鱼虾们的儿孙。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人的欲望，推动
了社会的发展。可是，如果任欲望膨胀，
灾难就如影相随了。海大无边，一辈辈的
守海吃海，以为只要海在，鱼虾蟹贝就会
永远和海同在，大船小船，成群结队奔向
大海捕捞。须知，海再大，也有累了疲了
的时候。

但愿有一天，淘湾，重新驾临潮带间。
淘湾，是渔家的节日，也是海的节日。

淘湾

常常是在夜半时分
那声音从远处的密林中传来
从故乡的深山里 一声声
传到我的梦里 叫醒
我灵魂的耳朵 诉说着
一个人思乡的故事
提醒我 故乡的麦子熟了

我问过奶奶
它长什么样子 只是在
麦香四溢的时节 一声声
催促着外出的人们
快点回来 麦季不等人

把村庄清晰地 呈现
在游子的梦里 如今
我的村庄即将整体搬迁
我担心
它再也唤不回人们

和一只蚂蚁相遇

轻轻地 一个触角摇了摇
另一个也摇了摇 它把小小的心事
挂在头顶 任凭夏季的风
抚摸着轻飘飘的身躯
在河边的汉白玉栏杆上
一个小小的黑点轻轻移动着
它是最早醒来的劳作者
如何把一只僵死的虫子拖回家
就是它这一个上午的梦想

我想说小心点
别让风吹走了这轻若尘埃的生命
别让到手的收获 被风儿吹散
我甚至想伸手帮它 可一只蚂蚁
又怎能听懂我的耳语 我幻想着
自己的头顶也长出细长的触角
和它抵着脑袋诉说心中的往事
生活的甘苦 可它却迅速逃离
白色的栏杆上 瞬间空无一物
就像我空荡荡的思想

平凡

一只鹰在天空翱翔 它用
锐利的目光 俯视大地苍生
云朵渐渐升高 大地上的事物
渐渐模糊 连一丝风都不放过
而我昂起的脸庞 渐渐沉入
岁月的深处
就像那些早年的理想
在流水的时间里 开出淡淡的花朵

关于生活的馈赠 就是让自己
变成一朵毫不起眼的野花 这
在我中年的人生里体会更深
这些年 我说不上多欢喜
我要的就是剩下的这些日子
有一个我深爱的女儿
一个和我一起虚度光阴的妻子
趁着阳光未老 和草尖上的蚱蜢
称兄道弟 和匆匆回家的蚂蚁
打声招呼
俗到不能再俗的生活
是多么不凡的平凡

布谷声声
(外二首)

明晓东

当金色的麦浪在田野里恣意涌动时，芒
种迈着轻快的步伐正匆匆走来。

芒种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九个节气。
“芒种”这个词出自《周礼》：“泽草所生，种
之芒种。”《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这样记载：

“五月节，谓有芒之种谷可稼种矣。”意指大
麦、小麦等有芒作物种子已经成熟，抢收十
分急迫，晚谷、黍、稷等夏播作物也是播种
最忙的季节。古人根据芒种的物候特征将
它分为三候，现在的人们对于这些自然现
象难以观察入微，但芒种的到来，标志着仲
夏时节的正式开始，也吹响了抢收抢种的
冲锋号。

芒种时节，火辣辣的阳光毫无遮挡地铺
洒下来，炙烤着广袤大地。田野里沉甸甸的
麦穗闪烁着耀眼的光芒，轻风吹来，金色的
麦穗随风飘动，涌动着的麦浪奔向一眼望不
到边的远方。作家苇岸曾这样描述：“麦子
是土地上最优美、最典雅、最令人动情的庄
稼。麦田整整齐齐摆在辽阔大地上，仿佛
一块块耀眼的黄金。”此时，繁忙才真正拉
开帷幕。赶早下地的农人们早已躬身弯腰
地摆足了架势，一片片麦子在飞舞的镰刀
下接二连三地躺倒在地上。男女老幼，都
在麦田间穿梭奔忙，挥汗如雨也在所不
惜。诗人白居易的《观刈麦》：“田家少闲
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
黄。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相随饷田
去,丁壮在南冈。”生动地描述了“三夏”抢
麦时田野里如火如荼的场景，也流露出了
作者对劳动人民的同情。

芒种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节。俗语
云：“栽秧割麦两头忙，芒种掌灯夜插秧”，
夏熟作物在此时收获，秋收作物也在此
时播种。麦收是要抢时机的，一旦误
了时机，麦穗熟过头，麦粒落了地，或
遇到阴雨天气，成熟的麦子被困在
地里，收成就会大打折扣。而当麦
收渐近尾声的时候，人们又期盼
着能来一场淋漓尽致的好雨，以
便进行收割后的播种。人们的
争分夺秒就在“收”与“种”之间
迅速地转换着。林清玄曾写道：

“稻子的背负是芒种，麦穗的传
承是芒种，高粱的波浪是芒
种，天人菊在野风中盛放是
芒种……有时候感觉到那
一丝丝落下的阳光，也是
芒种。6月的明亮里，我

们能感受到四处流动的光芒。”芒种时节，
我们总会被农民们劳作的无限激情所感
动、感染。对于他们来说，生命的丰厚来自
于耕作，耕作的过程必定繁忙，马不停蹄地
辛勤劳作才是这个时节的主旋律。

“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
浪……”当《风吹麦浪》的优美旋律响起时，
芒种时节宜人的景象和田园生活的意境就
会呈现在眼前。这生机与希望同在、激情
与诗意并存的时节，也是最富有文学气息
的，催生了历代文人雅客的诗兴。诗人范
成大写道：“梅霖倾泻九河翻，百渎交流海
面宽。良苦吴农田下湿，年年披絮插秧
寒。”诗歌描写了江南农民在芒种期间的梅
雨季节里冒着大雨，不畏寒冷，身穿棉衣插
秧的情景，表现的则是悯农的情感。陆游的

“时雨及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
处菱歌长”展现了芒种季节世间万物忙于生
长又井然有序的昂扬姿态。

如今的芒种时节，农人们脸朝黄土背朝
天挥镰收割的情景已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
联合收割机在麦田里来回穿梭，他们则在田
边准备好袋子，等待着橙黄的麦粒从机腹中
喷涌而出。金色麦浪间辛勤劳作的景象永
远定格在了我们的记忆深处。但芒种时节，
依然是一个激情四射的时节，是一个收获喜
悦、播种希望的时节，农人们正以不同的奋
斗形式追求着，他们坚信洒下辛勤的汗水就
一定能实现五谷丰登的愿望，也一定能享受
到满满的幸福。

风吹麦浪
徐 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