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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路花语

——蔚蓝色中的一点白。高悬的

纯粹。

仰望者，心绪小颤动，从语言中寻

找比喻；

明镜陈旧了一点。圆窗，古建筑透

视，

也不贴切。还能找到什么呢？穿

越？从白色中

向更远的时间、空间，可不可以抵

达永恒？

无从知晓。那就仅仅将之看作一

幅画。

在这个傍晚，悬挂上方。有不可复

制的宁静。

对。就是宁静。诸多物质的关系

使之成形。

当然，还必须有我的参与。屏住呼

吸的

仰望，仿佛可以看穿它的秘密。有

什么样的秘密？

则是思维朝向外沿的投射。里面

有大的

神秘？能否从中看到事物的运

转？怎么运转？

也许只能看到静止。一个不可还

原的图像。

我知道的是，一目睹到它，现实的

意义已经改变。

昨天与今天，同与不同，都有绝对

的分别。

我还是那个晚饭后忧心忡忡下楼

散步，对心脏的

负荷疑神疑鬼的人吗？哪怕转过

身，离开，

不再仰望。我的心绪已被它缠

绕。在我的心底，

就好像画布一样，凸现出一种平静

的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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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秋天，我会自然而然地想
起鲁迅先生的杂文《孔乙己》里的
一句话“中秋过后，天气一天凉比
一天”。因为我久居东方，长期切
身感受了东方秋天的气候，总觉得
鲁迅先生的这句话，恰是东方秋天
气候的写照。的确，只要过了中秋
节这天，东方盛夏持续的酷热气
温，立刻发生一种断崖式下降的变
化。东方大地一天比一天凉爽，让
人们不经意之间就拥抱了秋天。
东方的秋天，并不娇媚，它不会姗
姗来迟，总是说来就匆忙而来。秋
天的骤然而至，让东方人欢天喜地
沐浴秋风，缓解了压力。因为秋风
很快驱除了盛夏灼热带给人们的
烦躁。

东方一年四季之中，秋季和冬
季的温差很接近，但秋冬两季与春
夏两季的气温，却差别很明显。东
方的秋冬季节是一年当中最凉爽
的季节，尤其是秋天。每年中秋节
刚过，秋天就匆匆而至，秋风送爽，
沁人心田。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也
是东方人休养生息，蓄力待发的季
节。东方的秋天，白天阳光和煦，
凉风惬意。到了夜晚，清爽的和
风，更是彻夜不停地吹拂，把人们
带入甜美的梦乡。秋风，把往日盛
夏的热浪，吹拂得无影无踪。秋风
吹在人们身上，好像是有意给人们
惠赠一种朦胧的睡意，让饱受夏日
酷暑的东方人，消除夏日的疲惫。
东方秋天的早晨，太阳爬山的速度
比夏天慢了多半拍。很多时候，到
了早上七点多钟，天早已大白，大
地已经苏醒，但太阳还懒洋洋地没
有露出东边的俄贤岭顶峰。我平
生喜欢旅游，但我很吝啬东方的秋
天，倘若没什么特殊情况，我是不
会轻易离开秋天的东方。

东方的秋天，总是让我思念绵
绵。每年盛夏刚至，我就已经开始
盼望秋天啦！八所市区的秋天，街
上行人的穿着没多大变化。挎着
书包上学的学生仍然穿着短袖的
校服，唯一有点变化的是，街上已
见不到打着五花八门的太阳伞的
人群。夏天里穿着短裙吊带逛街

的少女少了一些，她们更多的是换
上了连衣露臂的中短裙。难怪稍
微熟悉东方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说，
东方是个没有冬天的地方。

秋天的夜晚，是八所市区中青
年妇女健身和娱乐的最佳时间。
每当夜幕降临，在市体育休闲广
场、三角公园、东方海岸，到处是载
歌载舞的妇女。这些忙碌了一整
天的妇女，即使再疲惫，也要走出
家门娱乐一番。在她们看来，东方
的秋天是健身的好时节。

秋天，走入东方的东部山区，
当你眺望巍峨连绵的俄贤岭时，你
见到的，也许只是一条蜿蜒起伏的
巨大墨色飘带在空中飞舞。而当
你走下山脉脚下的大广坝湖区时，
阵阵秋风吹过之后，你会看见湖面
上荡漾着墨蓝色的碧波，无声无息
地把一湖水汽洒向空中。这时，你
会顿觉到有一股水汽冲着你扑面
而来。如果你走进南部的感恩平
原，眺入你眼帘的是一道道黄绿交
错的风景画面。黄的是稻田里黄
澄澄的稻穗，绿的是各种热带水
果，如香蕉、芒果、玉米、哈密瓜等
等。此刻，也许你会情不自禁地赞
叹感恩平原的美丽秋色。在这个
收获的季节里，东方的农民用自己
的辛勤劳动，收获着秋天的果实。
改革开放以来，感恩平原的老百姓
调整了农业产业结构，除了抓好主
要粮食生产以外，还大力发展特色
热带农业产业，逐步迈上了农业产
业化发展的道路。

东方的秋天，是东方的旅游旺
季。很多省内外的游客都不想错
过东方游的黄金季节，慕名而来。
其实，从秋天到冬天，不论是东部
的俄贤岭、大广坝湖区、猕猴岭、六
体连榕等自然风景区，还是沿海的
面前海湿地公园、鱼鳞洲、金月湾
等海湾景区，处处挤满了各地游
客。去年10月初，我在广坝湖区偶
遇了几位从山西来的游客。他们
曾向我打听大广坝水利电力枢纽
工程的情况。我简要向他们介绍
一些情况之后，随口问：你们怎么
会想到来东方旅游？他们中的一
位说，我们很羡慕海南的生态环
境，先到三亚玩了海，就想到山里
游，结果一位导游介绍了东方的旅
游，我们就过来啦！还真想不到大
广坝湖、俄贤岭那么美，更想不到
的是，东方的秋天气候那么凉爽，
天空那么晴朗，东方人又是那样热
情好客。

临别前，我给他们介绍了东方
的一些自然景区，并祈愿他们能好
好享受东方的秋天，这个上苍赐福
予东方人的美好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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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自己在文学上受到的影
响，美国著名小说家、诗人卡佛首
先提到的是海明威。1961年，海
明威去世，这一年卡佛23岁，开始
发表小说。作为一个影响巨大的
当代作家，在 1961 年之前，海明
威对处于文学写作摸索期的卡佛
来说，是生活在同一时间但不同
城市的一个仰慕和模仿的对象。
1961年之后，随着卡佛发表的小
说变多，他朝向仰慕者的追赶之
路正式开始，海明威的影响在他
的小说中慢慢显现出来，卡佛的
小说中，海明威式的叙事最明
显。这种形式或者写作技巧上的
影响，也是文学影响中，最直接最
容易发生的地方。写故事少描述
多叙述，又善写精简、干练与扎实
的短句，用讲究的对话来推动故
事前行，在这些方面，卡佛也许走
得比海明威更远一些。

海明威式的叙事，被卡佛改
造得更破碎，使写出的小说有时
候像藕断丝连的故事断片组合
（这种破碎感的获得，我觉得与他
反反复复对小说的修改有关）。
卡佛的小说，不会老老实实把故
事按线索完整讲完。如果一个故
事，有着十个先后发展顺序的构
成要素，开始的时候他可能会先

讲出两个，这两个在故事的顺序
上，可能处在第三、第四的位置。
然后岔开，插入一个与故事发生
同步的另一个故事（有时是场
景），但是再讲另一个衬托性质的
故事（或场景）时，他也不会老老
实实将其完整讲述。一切都是若
即若离的样子，他的讲述，靠近它
又离开它，每一次都不能太沉浸
在讲述故事的兴奋中，显示出克
制的努力。接着，他回到主故事
中，再讲述两到三个因素，之后再
叙述衬托故事。多数时候，在主
故事和衬托故事中出现叙述的交
织，慢慢地把各自故事的要素讲
清楚。一直到最后读完，读者往
往还需要再回到开头、中间，自行
把故事要素组织一番，才勾勒出
故事的完整性来。

可是，往往卡佛会在故事的最
后一句话，才讲出也许是最让人惊
讶的一个故事要素来，甚至，这十
个要素中，他故意在故事中放弃了
一两个要素，让故事变得残缺起
来，而那缺失的，似乎是可以想象
到的。但卡佛辗转的生活和辗转
的阅读，也在一点点雕刻出他个人
化的写作和阅读棱角，撇开这些形
式的外衣，在小说的内容上，卡佛
的小说和海明威的明显区别开来，
卡佛的更日常化，一切平平淡淡，
似乎连小说中高潮的部分都省略
了。卡佛自身的底层经历，决定了
这一切，但也许这种写作选择来自
阅读契诃夫的教诲。但少了契诃
夫的沉重，在沉重上，卡佛更多是
掀开一角，表现出了他的体谅，好
像完全书写出来，小说中的人物会
变得难堪和压抑，可能这也是他在
别人面前展现自己有时候难免沉
重生活的方式，这种区别说不定是
俄罗斯文化与美国文化差异导致；
卡佛也很少在小说中书写温情的
一面，如果有，也多是一两句或一
段；这些似乎仍受海明威“冰山理
论”的影响。可见文学影响中，最
直接最容易发生的地方也最难改
变和超越。

岳飞有诗，如题。几个字叠放在
一起，大有魏晋之风，一股豪气弥漫胸
襟，犹立于山之巅，衣发在风中飘然得
劈啪作响，连天地也动容。

殊不知，这八千里长路，必定经过
无数的沧桑，一切在时光的罅隙里，漂
浮，盘旋，游弋，内心因此丰富而整
饬。坚硬如冰的地方，也逐渐变得圆
融空明。

十二年前，我调到了省城海口。
自然满心的欢喜，对未知的一切充满
憧憬。

工作地在琼州大桥桥头西侧，离
我居住的定安古城的家，约五十公里
路程。车过东线高速公路，在海口汽
车东站下车。辗转换过两趟公交车，
东拐西拐二十分钟，方能抵达我工作
的地方。

那时我还不会开车，每天搭长途
班车上下班，乘最早那趟班车去，坐傍
晚那趟班车回。天蒙蒙亮，六点便起
床，匆匆搭车去上班，在办公室忙碌一
整天，晚八点回到古城的家。彼时，已
是月落星归，天漆黑得不见五指。

我每天在两城之间来回折返，沐
浴晨曦出门，披星戴月而归。不管是
寒冬腊月，盛夏酷暑，还是刮风下雨，
大水浸路，十二年来风雨无阻，我的身
影奔波在路上。

只因工作之外，为女为妻，为母为
媳，岁月授予太多的责任要担当，太多
的本分要尽守。心有时被撕裂成几
瓣，连痛还来不及品味，头发一拢便出
了门，匆匆去赶搭某一趟班车。

我这一生的劳碌与奔波，大抵也
是天命注定的。

我时常被这些数字吓一大跳。每
天往返约一百公里，工作日二十二天，
每月两千二百公里，一年两万六千四
百公里。十二年的路程，三十一万六
千八百公里，连起来可绕地球八圈。

这个数字让我有些发懵，它在一
个平平常常的时辰，漫不经心地刺痛
了我的双眼。

数十匝厚厚的往返车票，齐整整
地装满一个抽屉。有时我瞪着它出
神，就像看见过往岁月里，那个在东线
高速上疲于奔命、尘霜满面的自己。

没人知道那些孤单疲累的时刻，
我如何面对和捱过。正如每个人心里
的痛，只有自己能懂。

有一次台风天，风雨凶猛，到处是
一片水天苍茫。有个挑着担的女人上
了车，她身上的衣衫已湿大半。记得
她是县城附近村庄的，每天挑一担熟
芋头到海口去卖。她年纪大约与我相
仿，个子不高，眉目清爽，身上的衣服
永远干净整洁。

有时早班车上，只有我和她两个
人。每次上车见到我，她都会点点头，
向我微笑。她的眼睛会说话，那个纯
然的喜悦是无限的，会开出莲花。

芋头是刚煮熟的，全都剥好了皮，
粉嘟嘟的裂开了口，还冒着热气。芋

头被主人整齐叠放在两个干净的箩筐
里，上面覆盖了白色的棉纱布和薄
膜。她每天雷打不动地做着同一件
事，那是她要讨的生计。

那日，她带着令我始料不及的饱
满的微笑，盛情请我吃她的一个芋
头。那样子，就像路过某个村庄，慈祥
好客的老奶奶，邀请我进她家的厅堂
喝口水般自然。她的表情友善质朴，
让我觉得温暖。

我不知道卖一担芋头的钱，扣除
三十几块的车费，还能剩下多少？够
不够她家一天的生活？密集的雨水
中，阴悒的天空下，她向一个陌生女人
毫无保留地倾诉着心事。

她的声音很好听，像轻柔流淌的
音乐，说话幽默感十足，脸上的表情始
终洋溢着快乐，丝毫没有风雨苦难的
印记。在那些片刻里，你会突然间忘
了你的存在，而那些就是她带给你喜
乐唯一的事情。

一直到下车，她挑着担的瘦小身
影，很快消失在都市茫茫人海中，连同
她的声音。

抖音里有个网红画面：宛如一代
帝皇的男人，巡视河山，有若囊括于天
地者，大手潇洒一挥，对身边心爱的女
人说：这是朕，为你打下的江山。

一句情话，多么豪迈刻骨。人至中
年，千帆过尽，听诸如此类的话，耳边只
当鸟儿聒噪，叫叫几声得了。这五味杂
陈的滋味，若细细品来，则会失了心
境。女人肩挑背扛的，往往是自己亲手
打下的江山，譬如那个挑担的女人。

数年后，古城直达海口的出租车如
雨后春笋，嗞溜嗞溜冒了出来。四五人
拼一车，可送达目的地。很快，我的战
场频频转移，进入拼车上班的行列。

的哥们都很年轻，三四十岁的样
子，处于养家糊口的年龄，揽客的手段
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自凌晨至
深夜，他们分班拉客，在车站对面的街
口吆喝着生意。

他们大都是城市化的进程中，从农
村走出的年轻人，日复一日做着艰难的
城市梦。在县城租住最简陋的房子，吃
着最便宜的饭菜，开着别人的出租车谋
生活。当然，也不乏脑子活络些的，很
快在县城买了房，站稳了脚跟。

每当早晨迷蒙的光亮从地平线升
起，五十多辆崭新的出租车，顺着街道
有序排在两边，成了江南二路一道独
特的风景。的哥们边吃着早餐，边招

揽客人。
每逢节假日前后，生意要比平常

火爆。往返海口的乘客多达数百人，
这个时候，的哥们会挑选同路的客
人。他们的手指像支长长的魔棒，把
同路的点到自己的车里，一溜烟便遁
没了影。因我的工作地较为偏僻，同
路客极少，常常成了被挑剩的那个，孤
零零被抛在一边。

这种感觉让我很受伤。就像一只
只猪仔流入交易市场，我是被嫌弃的、
蔫不拉几的那只。若是碰上赶点开
会，我的眼神流露出的是彻底的绝望
和无措，我是多么渴望变做一只被魔
棒点中的猪仔。

这种不安的情绪，经常出现在我
的噩梦里。几十辆出租车排着队，从
我的梦里唰唰地开过，车上坐满了人，
没有一辆肯为我停留。我常常在半夜
里惊醒，朦胧中爬起来开门要去外面
等车。

拼了几年车之后，的哥们大都与
我混得滚熟，逐渐打成一片，且默契十
足，让我怀疑自己是否天生具有把男
人处成哥们的潜质。他们常常会把副
驾驶座位留给我，我享受着这片刻的
恩典。他们有时会绕过半座城，把不
同路的我送到目的地。

无数个早晨与黄昏，我们同在路
上，我把一条命交在他们手中，没有比
这更大的信任。听他们说着一路的笑
话，聊着天南海北的故事，没有品位的
俏皮话。谈着他们的职业与收入，婚
姻与家庭，以及横亘在其中的许多隐
秘的关系。

他们大都善于言说，我应该是个
很好的聆听者。从他们的故事里，我
看到人间最底层的生活真相，也会对
他们生活的热情和偶尔露出的小狡黠
发出惊羡。他们的经验流进旅途的孤
寂里，有时一车人笑得前仰后合，那种
气氛是喜悦的，也是快活的。

在他们面前，你不必去想那些故
事的一致性或矛盾，逻辑或不逻辑，也
不必去问说那个意义是什么，你只是
听。突然间，就有朴拙的真理存在，它
跳出来，带着它所有的光芒。

你会因此变得很宁静，很安静，没
有偏见。你不需要去洞察那个最深的
问题：你是谁？人生中所有的光，都能
在这里找到源头。

每每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我都会想
起那条漫漫的长路上，我风雨兼程劳命
奔波的情景，想起那些温暖的笑脸，和
洒落在路上的笑声。想起世相百态里
许许多多小人物的悲欢，想起那些辛劳
谋生活的人们，我就会挺过来。

后来我考了驾照，买了车，开始了
一个人的八千里长路。那路上有裹风
夹雨，闪电飞光，还有寂寥的云和月。

每天夜晚开车回家，我都会习惯
回望那个熟悉的路口，灯火阑珊处，那
些忙碌的身影依旧，它以另一种形式
惊醒我，幸福的样子。

唐代大诗人韦应物，诗歌多写田
园山水，以“高雅闲澹”著称。白居
易、苏轼对他推崇备至，把他的诗与
陶潜相匹配。一首脍炙人口的《滁州
西涧》：“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
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
舟自横。”奠定了韦应物在唐代诗坛
圣杰的地位。

但这位“雅澹”的诗人，年轻时却
是个市侩无赖之徒。他在晚年的一
首诗中，勾画了自己年轻时候的面
貌：“少事武皇帝，无赖恃恩私。身作
里中横，家藏亡命儿。朝持 雩木 蒲局，暮
窃东邻姬。司求不敢捕，立在白玉
墀。骊山风雪夜，长杨羽猎时。一字
都不识，饮酒肆顽痴。”韦应物在诗中
自我亮短揭丑，毫不掩饰，把自己的
不堪经历描写得淋漓尽致。年轻时
候的他横行霸道，窝藏罪犯，赌钱好
风月，喝酒又闹事，深更半夜打猎，坏
事几乎沾全。他倚仗自己是唐玄宗
近侍的身份，四处惹是生非，官府对
他也无可奈何。南宋洪迈评：“应物
为三卫，正天宝间，所为如是，而吏不

敢捕，又以见时政矣。”便是佐证。
韦应物的转变，是在天宝十四年

安禄山之乱以后。当时担任范阳等
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举兵反叛唐王
朝，潼关失守，唐玄宗带了杨贵妃、杨
国忠、高力士、太子李亨等少数权贵
以及大将军陈玄礼统率的部分禁卫
军匆匆出逃西川。韦应物没能跟上
这支逃亡队伍，近侍的差事丢了。失
去了靠山，兵荒马乱中跑到了陕西武
功县。这时候，他才规规矩矩下苦功
读书，几年以后，进太学，时年已经二
十三四岁。他做官从县丞、县令起

家，在朝任左司郎中等职，在地方上
历任滁州、江州、苏州三地刺史，人称
韦苏州。唐王朝经过安史之乱，山河
破碎，民不聊生。韦应物为官时，关
心民生，不满豪强，写过一些同情民
间疾苦、讽刺官场恶习的优秀诗歌。
在苏州任上，他有一首《寄李儋元锡》
的诗，也是名篇：“去年花里逢君别，
今日花开又一年。世事茫茫难自料，
春愁黯黯独成眠。身多疾病思田里，
邑有流亡愧俸钱。闻道欲来相问讯，
西楼望月几回圆。”

从“一字不识”横行市井的恶少，
到声名远扬的诗人，到“邑有流亡愧
俸钱”的良臣，韦应物人生改变可谓
巨大，前后品德才能可谓天壤之别。
韦应物晚年的不讳己恶，展现了诗人
性格中坦荡豪爽，真诚率直的一面，
后人并未因为韦应物有过一段不光
彩的历史而对他生不敬之心。正如
《菜根谭》所言：“弥天罪过，当不得一
个悔字。”相反，比起那些虚伪道学者
遮掩劣迹丑史，假扮圣人的做法，韦
应物肯定要比他们高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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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像是对海的呼唤

海一听到风声

就以一浪高过一浪的激动

回应

船是海上的王

在海与风声里逍遥，驰骋

浪花珍珠般飞溅

白帆拂动琴声

鱼儿在给他挠痒痒

太阳和月亮轮换着给他打灯

他是个享福人

每次归来

大海都送他满载的馈赠

最是那抛出的一锚

系住了

他与大地扯不断的深恩

满
载
的
馈
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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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口蓄满忘忧草的表情

那是躺椅无法企及的高度

想象着远方起伏的竹海

我比微风更主动

专注于紫砂壶中漂浮的清凉信

物

宁静之时有吹气如兰的力量

催开忘忧草长出淡淡黄花

也许这就是一种缘分

晶莹剔透如翠竹的泪滴

婉约动听如空旷的鸟鸣

岁月溢出透明的边界

回到芸芸众生的现实

忘忧草偶尔开放

就像我偶然相遇橙黄的月光

◎萤火虫
前方的路没有尽头

地平线被远远抛在身后

黑夜张开巨大的翅膀

黑影在黑暗中狂欢

月亮和星光也无法抵抗

但你是萤火虫

在黑夜里闪亮是你的宿命

为了那些疲惫的梦

腾出一点微光的空间

孤独地飞着

忘
忧
（
外
一
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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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