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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母亲梳头
■ 林杰荣

轻轻地把木梳插入发间
我只想梳落那越积越厚的白雪
母亲的秀发
郁结了太多岁月和生活的尘垢
不再如当初般柔顺
甚至，会卡断木梳的木齿

轻轻地把木梳滑入发中
我牢牢按住了
母亲逐渐枯萎且易断的发根
若是我的双手能护住这残余的黑色植被
我甘愿放弃这双手的自由
把它们永远根植在母亲的土地上

轻轻地把木梳移出发梢
我默默地收起
那些终究还是断落的黑白混杂的发丝
母亲的眼角泛出泪光，而我亦然
或许为人子女的成长
便是不得不汲取这满头秀发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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沏一壶茶，把离别的光阴
喝长，把清晨喝成晌午，把晌午
喝成黄昏
把离别的时刻，喝重
把一句话喝成千言万语
把一杯水喝成
长江黄河

沏一壶茶，把我们，喝成
他们。当，看着，夕阳西下
他们手牵手，一起回家
你却不得不走啊——
把离去的背影走成，茶
苦涩，一遍遍，直到
无味

深秋来临之际，我带着儿子，从
邢台转到北京，乘坐T40次特快列车
返回巴丹吉林沙漠的工作单位。与
我们同在一起的，是两个老人，一对
夫妻，双双七十多岁的样子，买的是
中铺。每过一段时间，老太太就从布
包里掏出一个针管，让老头儿捋起胳
膊，轻轻按上去，推几秒钟，拿掉，再
放回原处。我想，打的大致是胰岛
素。每到饭时，老太太便从另外一个
布兜里面拿出两到三个发黄的馒头
并两只鸡蛋，就着开水大口大口吃，
馒头渣子顺着嘴角不断向下掉。我
一次次请老人坐到里面来吃。老头
儿听力损坏，得高喊一般，他才能听
到；老太太则耳聪目明，精神矍铄。
在换卧铺这件事上，一遍遍谦让。

老太太好像有洁癖，总是把东西
收拾得有条不紊，哪怕一张纸，叠着放
好之后，才肯罢手；一张手帕洗了又
洗，挂在卧铺车厢的挂钩上。更多时
候，她还抢着替乘务员打扫卫生，深情
且真诚。乘务员见老人年龄大，委婉
拒绝。老头儿看到了这些情景，就一
脸不悦地斜着眼睛责怪老太太说，净
做些讨人嫌的事儿！然后很生气地把
脸扭到车窗外。老太太也不生气，坐
在床铺上，拿起我在北京站一台书亭
里购买的《人民文学》杂志，很优雅地
翻开，然后把杂志凑近眼睛看。看一
会儿，说看不见，就放回原位。

我想，这两位老人，在一起起码四
十多年了，老了，虽然争吵、意见不一
致，但从他们的神情举止当中，我看到
的是一种依赖、宽容和平淡至极的爱
与义务。也想到自己，当我们也这么
老了，如果能够像他们一样，就是最大
的幸福了。

老太太说，他爱人老家在黑龙江
伊春，1962年参加工作，工作单位是
甘肃某大型国营企业。她1969年参
加工作，也在嘉峪关，但总是不习惯也
不喜欢那里的生活。过了一些年，他
们单位在山海关建了分厂，她和老伴
儿双双申请成功，才准许回去。

老太太叹息了一声，眼神迷蒙地
说，“小的时候，大人们总是讲，人活着
就像一场梦。当时我想，这一辈子这
么长，哪儿像梦啊！我今年71岁了，
这么一回头，还真是的，一辈子啥也没
做，眼睛还没眨几下，人就老成这样子
了！要我说，这人生啊，我看比梦还
短！”说完，老太太又是一声叹息。她
老伴儿坐在旁边，两只大眼睛不停地
浑浊地看着我们。老太太又说，1999
年春天，她在嘉峪关照顾孙子，两年后
回到山海关，以前叫她阿姨的人忽然
改口叫她大娘和老太太，哎呀，那种感
觉，好像谁拿着刀子把自己砍了一截
儿似的。

我笑笑。老太太也兀自尴尬地笑
了一下，又问我多少岁了，我笑着说，
阿姨您看呢？老太太仔细把我端详了
一下说，不到三十岁吧？听了她的话，
我也笑了笑，心里也蓦然升起一阵悲
凉。老太太拿起一只写有国营某某某
厂建厂四十周年纪念字样的大茶缸，
佝偻着要去打水，我接过来，说替她去
打。窗外，火车在犹如盲肠的河西走
廊上晃悠。我看到，连续驶过的戈壁
之上，散落着一座座颜色苍黄的村庄
和城镇，南侧祁连山根部看起来黑黝
黝的。唯有山顶丰厚的积雪，明亮、庞
大、坚硬、洁白。

我就要下车了，老太太用亲切和
信任的神情，把她儿子的电话和单位
也都告诉了我，还诚恳地说，要是她这
次在嘉峪关儿子家待的时间再长些，

有空来酒泉看我们。同时也邀请我们
去她儿子家里。

我内心觉得温暖。为了他们老
两口到嘉峪关下车方便，我提前帮他
们把沉重的行李从顶架上取了下来，
放在铺位旁边，嘱咐他们一定打电话
让儿子到嘉峪关接站。老人说你就
放心吧，已经给他们打了电话。下
车，是沉沉的夜幕，深秋的河西走廊
之夜，游动着如刀的寒风。回到家
里，再次想起两位老人，也想起了自
己的父母。他们年轻时候，也磕磕绊
绊，争吵甚至动手。

父亲从十三岁开始，就当壮劳力
使唤了。为了让我和弟弟吃饱穿暖，
母亲跟着父亲，也像男劳力一样到生
产队干活，再后来包产到户，父亲出外
做工，地里的活计就落在了母亲身上，
一般的锄草、撒肥之类的倒没什么，而
上百斤重的粮食袋子，做房基的石头
乃至粗大的梁和檩，母亲扛起来也当
仁不让。麦收和秋忙时节，下地回来，
天就黑得看不到个人影了，母亲顾不
上做饭，有剩饭就热了喝，没剩饭就睡
了。早上，先是做一锅饭，一吃好几
天，即使酸了馊了，也舍不得倒给牲
口，还是热了自己喝。

幼年时候，我总觉得父母浑身有
使不完的力气，所有的农活和家务，都
是他们的义务和责任。他们做，再累，
似乎也都是应当的。我有了自己儿
子，给他洗刷尿布，生病时带他到医院
……上学时总是担心他在路上摔倒或
被什么碰坏了……蓦然想起父母，忍
不住眼泪横流。

这一种由两位萍水相逢的老人引
发的情绪，持续了很久，以至于半个多

月之后，我还萌生了要去嘉峪关看望
他们的想法。我把这一经历讲给几个
人听，他们都说，那俩老人真的太好
了，不管他们俩年轻时候过得怎样，两
口子，两个人，老了的时候相依为命，
用心呵护对方，真是一对好夫妻。

就在我要去看望他们的那一个夜
里，天降大雪，多年不曾被雪覆盖的大
戈壁一下子变成了白茫茫的人间天
堂，一开门，强劲的冷风犹如飞刀，面
庞如割。一开门，寒冷就像是一根根
的钢针，不仅具备穿透的力量，还有一
种强大的瓦解精神，令人血肉瞬间如
酥，骨头粉碎。别说不通班车，即使
有，也很危险，只好暂时打消了去嘉峪
关的想法。我还记得，那位老太太对
我们说，她和老伴儿一直要在西北待
到孙子考上大学，再回山海关。

晚上，和儿子聊天，他稚嫩地说，这
几天晚上，他好几次做梦，其中一次梦
见爸爸妈妈像姥爷姥姥那样老了，然后
他就哭起来。还有一次，他梦见我再也
不回家了，他哭着追我，而我却只当没
听到。等儿子睡着，我想到，儿子所说
的梦境有些谶语的意味。还有一次，我
问儿子说，要是爸爸真的老了，你也长
大了，你觉得开心不？听了我的话，儿
子竟然哭了起来，眼圈发红，鼻子一抽
一抽的，十分伤心。我问他怎么了？儿
子说，爸爸，我不愿长大，不愿意爸爸变
老！听了他的话，我愕然，不知道儿子
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

我想儿子一定看到或者想到了什
么。可一个刚刚六岁的孩子，到底能
够想到一些什么呢？我还记得，一年
前的夏日中午，正在睡觉的儿子忽然
哭了，声音悲切而又尖锐。儿子揉着
眼睛，神色颓废，好久才说：“爸爸，等
我长大了，你是不是就老了？”听到这
句话，我的心脏猛地收紧，神情肃穆，
眼泪不由自主夺眶而出。

几个月后，我想那两位老人，一定
还在嘉峪关。记得老太太曾说，他们
的孙子是她一手带大的，她和老伴儿
要陪着他高考，然后到外地去读大学，
到那时候，儿媳妇也该退休了，会跟他
们一起回到山海关。再几年，儿子也
退休了，他们一家人，就可以团聚了。
她的想法如此朴素，是一个母亲的夙
愿，也是普通人对个人生活的一种基
本要求，而且是美好的。这令人羡慕，
更值得祝福。只是我，直到现在，总还
是想起那两位素不相识的老人，他们
现在一定还很好，尽管有些病痛，但一
家人在一起，就是最幸福的事情了。

加完班，出了公司，夜已深，路
上行人稀少。冷，我裹紧了衣服，迫
切地想把自己塞进一辆出租车，回
到我空荡荡的但却温暖的出租屋
里。

一股香气突然幽幽地袭来，我
敏锐的鼻子立刻告诉我，是烤红
薯。顺着香气望去，果然，不远处的
路边上，一个铁皮桶改造的烤炉立
在路灯下，和它旁边的主人，正一起
张望着我。

走过去，要了一个。中年男人
揭开桶盖，热气一下子涌出来，在灯
光里缭绕，攀升。他觑着眼，用铁夹
子夹出一个，放进袋子里。我接过
来，有点烫，左右手颠了几下，再用
嘴吹几口，然后，一下撕去红薯顶端
的外皮，黄瓤赫然在眼前了，香味更
浓了。咬一口，嘴和肠胃刹那间就
得到了抚慰。

一边吃，一边和摊主聊了几

句。知道他家是城郊农村的，种了
二亩红薯，全都烤了卖。问他夜都
深了，咋还不回家。他说烤炉里还
剩下三个，都卖掉后再回去。我说
都给我吧。他千谢万谢，给我包上。

他憨厚的笑容，让我想起了常
年在外打工的大哥，面孔一样的黑，
一样的淳朴。他的烤红薯，让我想
起乡下的母亲。母亲不会烤红薯，
但会“煨”，就是将红薯埋在火炉燃
烧后的灰烬里。常常是在晚上，做
饭时放在炉下，等到饭菜都做熟了，
红薯也煨熟了。我迫不及待扒开炉
灰，挖出红薯，左右手颠几下，再吹
掉上面的灰烬，剥掉皮，张嘴就吃，
但往往烫得舌头疼，赶紧嘘几口，降
降温。

出租车来了，我和摊主摆摆手，
提着红薯，上了车。从车窗望去，他
也开始拾掇着离开，骑着三轮车出
城，回到村里去。他的妻子，这时一
定在灯光下等他吧。

司机师傅闻到了烤红薯的香
味，和我聊起了他小时吃烤红薯的
事来。他的老家也在乡下，母亲也
是习惯将红薯埋在灰烬里煨熟，他
也总是迫不及待，扒掉皮后张嘴就
吃，常被烫了舌头。他这么一说，我
立刻就感到了亲近，我们热切地聊
着，仿佛他是我另一个兄弟，在这个
夜晚突然邂逅。

临下车时，我给他留下了一个
烤红薯。我们已然是兄弟，兄弟是
要分享美食的。

我在胡同口下的车，要走百余
步才能到达我的租住地。司机的车
灯像探照灯，照亮了胡同的路——
这里是没有路灯的，直到我拐进院
子。这是位善良的人，希望那个红
薯能煨暖他的这个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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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野外空旷的场地上，凉风习
习。四个文士坐在正中的榻上，一人
沉思，一人执笔欲书，另外二人似乎在
争论着什么。在这四个人的东边，有
个高大的男子坐在凳子上，他一身骑
士的装束，正在校勘着经文。他的旁
边环立着一帮侍女和小厮。西边牵马
的应该是奚官，他在等候着主人，显
然，那个骑士装束的男子，是骑马来到
这里的。

这就是《北齐校书图》绘出的场
景，古人曾认为这是北齐画家杨子华
的作品。第一眼看到这幅画，让我动
容的是画中的人物的服饰和他们的
样子。

北齐高洋是个行事荒唐、疯疯癫
癫的皇帝，但是，在开国的初期，他厉
行改革，劝农兴学，编制齐律，校勘五
经诸史，也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天
保七年，高洋下诏校订皇家藏书，以供
皇太子览阅，樊逊、高乾和、马敬德等
十二人同被尚书召集一起刊定古籍。
我想，画中的五人，一定就来自于这几
个校书郎之中，也许他们在宫中整理
书籍很久，感到有点疲乏了，故而相约
出来走一走，但任务重，时间紧，即使
是出来饮饮酒，吹吹风，也不会忘却手
头的工作。

四个文士披着纱纶巾，内露有襻
带的“两当”，着上领袍、皮靿靴。从后
面看，透过轻衫可见背部的背带和裸

露的肌肤。女侍们梳着双螺髻，抱着
隐囊，侍奉左右，隐囊就是背垫，女侍
们把它抱在胸前，随时让这些文士们
靠靠背，休息一会。她们的肩上扎着
纱巾，白绢裙淹没双脚，穿的都是当时
最时尚的服饰。《北齐校书图》最初的
原本产生于南北朝时期，距魏晋时期
不远。当年的“魏晋风流”还没有被风
吹雨打去，校书郎们袒胸露背不足为
怪，他们生动的样子在后来人看起来，
觉得虽有点放浪形骸，应该还是思无
邪的。

孙位的《高逸图》却是另一种风
格。

该画绢本设色，宋徽宗赵佶题
名。图中画有四人，经后世考证为《竹
林七贤图》残卷，他们是魏晋时期的高
人逸士山涛、王戎、刘伶、阮籍，遗憾的

是，因为年代久远，嵇康、向秀、阮咸等
人物画面已经佚失。

四人都是穿着宽大的上领袍，骨骼
清奇，袒露胸怀坐于地上，介然不群又
散淡超逸，每人身边有一童子侍立，佐
以蕉菊松石之衬托，全然是魏晋名流的
风韵气度。年纪最大的山涛，坐垫最为
华丽，他体态丰腴，头略昂起，高雅之气
度呼之欲出。旁边的童子将古琴奉上，
他正欲弹奏什么，是一首旷达恢弘之曲
么？年龄最小的王戎，不修威仪，裸足
而坐，摆弄着长柄如意，玩得入迷入神，
书童离他较远，抱着书卷。嗜酒如命的
刘伶呢，也是裸足的，他双手捧着酒杯，
大概是醉了，回头欲吐，旁边的童子持
壶跪接。对于这个酒后裸奔的主儿，这
时大概是他痛饮初歇之时。阮籍的神
情却不同，他手执麈尾，悠然微笑，身边
的童子送上的是方斗。这次他没有作
白眼，可能是心情不错吧。

高士们有飘然物外、清逸脱俗的
一面，同时也有抑郁不畅、孤高傲世的
情感。《高逸图》以高超的绘画技艺，表
现了他们的个性，特别是通过眼神的
刻画，达到了传神的效果。

《北齐校书图》流露出的是富贵荣
华中的文人气息，《高逸图》则是突出
高士的那种淡泊闲远、隐逸山林的志
趣。看似描绘的是两个天地，其实它
们都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文人的
率性、风雅和俊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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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外一首）

■ 余芳媛

我希望缓慢地看一棵生姜生长
开出白色的姜花
赠与我一个白色的清晨

时间够我，从春天赶往冬天的荒园
有足够空闲的日子
烤柿子，听喜鹊的叫声

穿过寂静
回忆摇曳的树影
连绵的暴雨
到达生活的真实

◎《在河边》
风停下来
蜻蜓停在草上
燕子在河中戏水
蚂蚁爬上我的鞋
带刺的藤爬上了坡
一簇蓝花在开放
风吹皱河面
吹走了旧日时光
包容我所有的无知

鹦哥岭
■ 钟少勇

我得以观察一群蚂蚁
始于看见一只 似乎
漫无目的行走 缓坡、峭壁
行走过的地方盛开鲜花
盛开鲜花的路
有一只两只甚至更多跟上来
三五成群集体搬运甜果和其他物品
沿路往回赶
它们的巢穴门口数行鲜花向外延伸
蚂蚁来往进出
繁忙而有序

热带丛林的一场大雨即将来临
它们都回了巢穴
所有鲜花毁于一场大雨
就像成功和荣誉的取得
仅是对之前的肯定

蚂蚁是路的创造者
大雨过后马上又集结
筑路栽花 畅通工事
演绎周而复始日复一日
它们在积蓄力量扩充能量
只为选择一个艳阳天一个有风的日子
或稍带温暖潮湿
踏遍五万公顷
登顶海拔一八一二之巅
更高远

把背影走成茶
■ 王国庆

岁
月
山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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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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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波

从霸王岭下来，穿过几百米长
的弯曲小道，豁然开朗，一片盆地田
野展现眼前。腹地有个山村，村口
巍然屹立着一座祠堂，一堵高墙遮
挡着里面的房屋。这座年代久远的
祠堂，也许藏着一个家族数百年的
历史，墙头野草在风中摇曳，似乎在
诉说遥远而神秘的故事。

这是一方宝地，远处青山如黛，
近处绿野如缎，一条小河从村边穿
行而过。河上横跨一座拱形木桥，
拾级而上，桥板发出嘎嘎嘎的声
响。在桥上歇脚，凭栏俯瞰，目光流
连在水面上，水不深，可以清晰地看
见石头铺成的潭底，有的生成了青
苔，有的则没有。一些小鱼在水里
悠忽来去，阳光照在水面上，满眼都
是金灿灿的样子。

有风吹来，近处的芭蕉林朝着
一个方向齐齐摆过去，又摆过来，不
断重复着同样的动作，起伏间就形
成了一层一层的涛声。涛声传入我
的耳朵时，山风鼓胀起我的衣襟，从
我的身边一掠而过。在我走动的步
子里，不时有粉蝶和蚱蜢惊乍地跃
起，草叶的锋芒不停地摩擦着我的
腿脚。漫不经心地在田畴上行走，
呼吸田野特有的空气，欣赏都市不
曾有的皋壤韵致。

黄昏时分，金辉色的夕阳覆盖
整个大地，山野田畴抹上了橘红色，

“西风如笔抹金黄，暮彩霜烟染远
岗。”夕阳将落，给大地投下温情一
瞥，远村暧暧，墟烟依依，恰似澳大利
亚画家约翰斯顿的名画《黄昏》。如
此幽静的原生态情调，让人领略到
一种胸怀畅达、辽阔无边的深邃感。

山峦跃起一轮明月，光芒透亮，
银鳞万顷，幽雅且富有诗意。山里
的月光与城里的月光是不一样的，
今夜的月光，呈现一种仙风道韵，清
静、悠远、苍茫，置身禅意潜远的虚
幻世界，人的心境也趋于淡泊平和。

夜宿山村属于临时起意，去一
家超市购买洗漱用品，一个学生模

样的女孩子在收银台低头看书，来
了客人，她抬起头，黝黑的脸上舒展
出盈盈笑意。结账时，我们聊起
来。她和我说同一种方言。说是大
学毕业后回家乡，开了这家超市。

店里没有其他客人，她带我去隔
壁房间，那是她的画室。画室有三十
多平方米，两张书桌之间架着一大块
木板，上面堆放着许多画笔、水彩、画
纸等绘画工具。墙上挂着几幅画作，
大多充满海岛元素，大海、沙滩、椰
树、槟榔等。我说这些都是你画的？
她说是啊，我读的就是美术专业。我
们聊起了关紫兰和她的《花卉》、安格
尔和他的《泉》。临了，她将一幅油画
卷起，装在一个牛皮纸袋子，递给我，
说送给你。走出超市门口，我隐约
感觉到背影上留有她凝视的目光。

民宿实为家庭旅馆，一栋两层楼
高的红砖房子，屋脊上覆盖着青瓦，
两头微翘，像极了人的嘴唇。上二楼
房间，要经过一楼大厅。我推开大
门，房东不在家。这里民风淳朴，真
正的夜不闭户。尽管人不在家里，可
房屋的门从不上锁，你可以任意推开
一户人家的门，坐在客厅里等着主人
回来。晚上七点多钟，房东回来了，
他们张罗出一桌饭菜，一家人围坐在
一起。桌上都是一些海岛常见的家
常菜，譬如酸瓜皮、咸鱼干、腌虾等，
他们吃着聊着，不时发出朗朗的笑
声。房东有三个小孩，孩子们清一色
的小麦色皮肤。饭后，我给孩子们拍
照，面对我的镜头，女孩露出娇羞的
笑容。熟了点后，几个孩子争着过来
合影，姐姐站中间，两只手分别搭在
弟弟的肩上，露出小兔牙。两个弟
弟，则摆出剪刀手。我给他们看相
片，姐弟一边看一边咯咯咯地笑个不
停。在我看来，他们的物质不是太富
足，日常也过于乏味，但他们对生活
抱有盛大的热情，一家人开开心心，
其乐融融。

夜深了，空气弥漫着草木萌发
的青苍味，海岛特有的泥土发酵般
的醇香味，还有浓浓淡淡的水腥
味。我没有一点睡意，手提电脑播
放着班得瑞的《仙境》，踩着细细的
音乐，我打开后门，来到阳台。眺望
开去，一些细碎的金子从上方飘洒，
悬挂在木棉树上，山水虚无缥缈，若
隐若现。一个个院落安静地蹲在坡
地上。如此安宁的画面，我想起《桃
花源记》：“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山中一夜，
我听到了仙境，也看到了仙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