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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记 □ 西 坝

狗年的世界杯 □ 魏 新辣笔小新

小说世情

流年碎笔

编辑手记

非常文青

垂钓者
□ 刘玉林

“爸爸比20年前还年轻” □ 许志杰

我们握个手吧
□ 李 晓

他山之石

想起我进城那年，乡下的一些长辈对
我语重心长嘱托，在城里工作，要有礼貌，
比如，主动与领导握手，握手动作要热情，
双眼诚恳地盯住对方。

这些我都记住了，并遵照执行。有一
次，我表兄坐着运化肥的货车进城，我请他
喝了一顿酒后，正好碰见县城一位领导，我
热情地与他握了手，县领导还和我表兄握
了手，表兄都激动得全身哆嗦了。表兄在县
城电视台新闻里，常看见这个领导出席一
些会议的新闻。表兄回到村里逢人便说，我
到县上去，领导和我握手了。

在采访完一个女企业家道别时，我伸
出手，用力去握她的手，她似乎只伸出了四
根手指头（大拇指微微蜷缩着），我感觉到
了她的矜持或者说是傲慢。我心里很不是
滋味，心胸狭隘的我，把那几页采访笔记撕
碎后扔到了厕所里。

我发现自己在精神上患有佝偻症了。
我和一些官员、老板握手，往往勾腰驼
背、诚惶诚恐。我决定采取自我疗法。我
画了两张草图，一个是官员，后面是任命
的红头文件，一个是老板，后面是成堆的
钞票。我嘴里念念有词，我问自己，我和
他们的握手为什么要那样一种心态？原
来，绝大多数时候，我是在权力和金钱面
前佝偻了。现在，我和官员老板握手，已
经落落大方，完全按照国际惯例了，不卑
不亢，笑不露齿。

我回老家时，看见山坡上放牛的堂
叔，他正躺在草坡上唱山歌。我大声喊：

“叔啊，叔！”70多岁的堂叔一下站起身，我
跑过去，伸出手去和他相握，堂叔把手往怀
里一缩：“侄儿，我手上有牛粪，握不得握不
得。”我管不了那些，和堂叔的手紧握在一
起。堂叔从裤腰袋里摸出一把花生说，来，
侄儿，我们就在这山坡上喝白酒。

尽管花生上有牛粪的味道，我还是觉
得，那天的花生下酒，好有味道。堂叔和
我喝酒时说了一句话，侄儿啊，你回来看
我一次，就少一次了。

我和我的亲人，我的老父亲老母亲，
却很少握手了。有天，我母亲给我提土鸡
蛋上楼，我伸出手去接，不经意间握住了
她的手。我的心一下裂开一道口子，那是
怎样的一双手啊，像故乡干枯老树的皮。
那天，我把母亲的手握了很久，却说不出
话来。

过了谷雨，似乎已经闻得见粽子的
糯香了。几场小雨，天空被洗刷得格外
干净、晴亮，雪白的云朵在湛蓝的天幕
上层次分明地飘移，燕子也呢喃着从很
远的南方飞回来。母亲总是早早地把米
和粽叶翻出来晾晒。米是大米和糯米两
种，平时不舍得吃，放时间久了，有的已经
开始长出欧虫。粽叶是去年夏天采摘的芦
叶，芦叶长得最旺最宽的时候天也恰好最
热。母亲和奶奶顶着毒烈的太阳到南河坝
上挑选采摘，回来在院子里晒干，然后一
页一页地叠码起来，用报纸包好放到里屋
梁上备用。端午的头一天，母亲把粽叶和
米各放到一个大陶盆里，用刚从井里打上
来的清水浸泡。浸泡过的芦叶油绿如新，
米也吃足了水分，滤掉浮在水面的欧虫，
米粒晶莹透亮，没等蒸煮，甜糯的香气已
经在灶间弥漫。夜里母亲和奶奶围着灶台
开始包粽子。孩子们也试着拿芦叶去包
裹，却总也学不会。母亲一边包，一边和奶
奶讲古。记忆中粽子要包很久，古也总也
讲不完，听得困了，孩子们便爬上炕，在梦
中等待端午的到来。

关于端午的由来，奶奶讲的与书本
有着很大不同。她不知道屈原，更不知道
屈原投江的典故。许是地处海防古镇的
缘故，奶奶的讲古，似乎都与一位将军有
关。传说将军带兵行军，天色将晚，在南
河沿儿扎营埋锅造饭，米刚煮好，突然狼
烟四起、号角连营，急忙拔寨出发，又舍
不得一锅好米。匆忙中，大家就地取材，
摘河边的芦叶包上米饭，边跑边吃，之后
大胜来犯倭敌。正是农历五月初五，为庆
祝和纪念，遂有端午节，芦叶包饭也成了
大军开战前必备的精神和物质给养，传
到民间，也便成了端午美食。

天还没有放亮，母亲便早早起来，从
门口桃树上剪一枝桃枝，插到门框上方。
听奶奶讲，古时闹兵乱，村里人慌急着往
南山跑。一位妇人背上背着一个大孩子，
手里拉着一个哇哇哭叫的小女孩，跑得
慢了，被大军追上。一位将军见此情景，
断定是后娘无疑，横刀拦住，问她为啥这
等狠心，妇人哭说大的是邻家的，爹妈都
没了，小的是自己的，跟着跑没啥。将军
为之感动，收刀说你放心回家吧，门上插
根桃枝，我保你不杀。妇人回到家里，在
自家门上插上桃枝，又将这一秘密告诉

躲到山里的邻居们。第二天大军杀回来，
遵照将军的命令，门上插桃枝的不杀。但
是一看，村里家家门上都插着一枝绿油
油的桃枝。将军一声长叹，再次为这位妇
女的仁厚良善所感动，挥手打马带兵离
开了村子，一村人因此保住了性命。此
后，门上插桃枝便成了家家户户经年不
变的端午习俗，纪念那位仁厚善良的妇
人，也以此祈愿祛邪免灾。

插好桃枝，母亲便开始烧火煮粽子。
和粽子一起煮的，还有艾蒿和鸡蛋、鸭
蛋、鹅蛋，满满一锅。困难时期，鸡鸭鹅蛋
是用来换钱贴补家用的。为了端午，不知
母亲费了多大难为，一个一个攒下来。早
上一睁眼，变戏法似的，每个孩子都惊喜
地发现，枕头边堆了一窝煮熟还温热的
鸡蛋、鸭蛋。那种惊喜远胜西方孩子们收
到圣诞礼物。孩子们鸡蛋的数量各有不
同，我在家排行老小，母亲给我的总是最
多。几只淡的鸡蛋，十几只咸的鸭蛋、鹅
蛋，自已藏着要享用一两个月。母亲悄悄
地放好，待等天刚放亮，便用温热的沾满
艾草香气的鸡蛋，在每个孩子脸上滚一
圈儿，据说可以消病祛灾。平滑、温热的
鸡蛋的滚动抚慰，把孩子们从梦中唤醒，
睁开眼晴，母亲便喊，还不快起来，去后
山拉露水！大家争相爬起来，怀着惊喜与

满足的幸福，各自将鸡蛋藏好，抓一把粽
子，边吃边相约着小伙伴们向后山跑。

这是一天中最隆重、最开心的时刻。
一种名为拉露水的仪式与游戏，也是一
年中孩子们最疯的时候，一种有关露水
的乡野狂欢。“拉露水”要赶在太阳出来
之前，越早越好，谁跑在前头预示着一年
好运。孩子们可以在草地上放纵地奔跑、
打闹，任由露水打湿鞋子、衣裤。沾的露水
越多，预示着这一年的好运越是丰厚长
久。一边疯闹，一边寻找一种长满耳坠状
的穗头、名叫瞌睡草的茅草，用手将草上
的露水沥出来，洗眼洗耳朵，一年都会耳
聪目明；洗头洗脸，一年聪明智慧。太阳这
时已经爬上了树梢。红红的阳光，穿过树
枝，映射到草叶的露珠上，如珍珠般熠熠
闪亮。经这闪亮的露珠洗润过的一张张童
颜，红朴朴的，天真、单纯，一双双比露珠
还亮的眼晴，充满了对未来的向往与期
待。此时，山下村子里炊烟已经袅袅升起，
节日才有的饭菜的香气随之飘溢到山岗
草野。孩子们唱着闹着奔下山去。

端午的早晨，穿越千年的阳光温暖、
爽亮，追逐着晨雾、炊烟还有歌唱蹦跳的
孩子，平静地照耀着山村，照亮家家户户
平安吉祥的梦想，照亮山里人祖祖辈辈
美与善的传承与期许。

江南又进入梅雨时节。
一个下着大雨的日子，怀揣一张20年

前的合影，我再次来到凤阳县小岗村。
凤阳名气大，不只是出了个皇帝朱元

璋，灾荒年头，讨饭的凤阳人唱着花鼓戏，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是个好地方”，更是
让她“大名鼎鼎”。

小岗村的名气则晚了很多。1978年12
月，村里18位农民，以摁手印“托孤”的形
式，立下生死状：“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
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
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
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做（坐）牢刹

（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
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就是这样一份“生死状”，使一个靠讨
饭乞生的穷村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村民们一日三餐无忧愁，吃了上顿有下顿，
从此声名鹊起，被誉“中国农村改革第一
村”。

20年前，当我第一次走进小岗村时，竟
有些梦回故乡的感觉。一家一户的方形小
院，木桩扎起的院墙和敞着的大门，可见院
里四间坐北朝南的农房，堆着玉米秸秆、稻
草，墙角拴着一头正在吃草的牛。大街上非

常清静，只有偶尔的一缕炊烟飘过村庄，随
风远去，似乎在告诉我，已经到了做晚饭的
时候了。很享受这种略带清香之气的秸秆
烧过的味道，眼前一下涌出母亲打开锅盖，
一锅金黄色玉米饼子散着香气诱人的样
子。霎时，我就喜欢上这个安静的村庄了。

路过一家院子，看见有个中年男子在
拾掇菜地，就凑上前去打招呼。见有人来，
那人放下手里的工具把我迎进院里。我叫
严金昌，你来自哪里。严金昌，我当然知道，
他就是18位摁手印的户主之一。在这个只
有18户人家，人口不过百，当年还叫严岗村
的淮河泛滥区的贫穷村庄里，严姓是村里
的第一大姓氏。他们一起按下手印的还有
严宏昌、严俊昌、严付昌、严美昌、严立华、
严立坤……村里不缺土地，但是生产队的
组织形式无法调动大家的劳动积极性，致
使口粮短缺，农闲时节不得不背井离乡到
全国各地要饭。说起这事，严金昌说，甭提
多丢人了，不为那块救命的窝头，真是口难
开啊。

20年时光飞逝，早年的长途跋涉已被
疾驰的高铁替代，仅用三个小时就完成了
过去一夜又半天的旅程。而今的小岗村已
经建起大酒店，就在村子东头，与游客接待

中心和汽车站斜对。这里还挂着几块牌子，
诸如小岗村培训中心等，大堂的一块告示
牌显示着有一个剧组正在小岗村拍摄，叫
做《岗上梨花开》，从片名看剧情应该是与
小岗村有关。一辆载着安徽财经大学学生
的大巴停了下来，年轻学子到餐厅就餐，他
们是来参观小岗村的。我与他们比邻而坐，
看着这些稚气未褪的孩子，不知他们能不
能读懂小岗村的深刻含义。想起当年听父
亲说有的地方把村子里的地分给了个人，
真的是一脸惊讶，在自家房前屋后种棵树
都不行，把集体的土地瓜分到户那还得了。
上了大学我们宿舍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
也不止一次地争论这事，对于家乡的前途
与命运挂牵在心。对这些年轻的学子来说，
时代不同了，关心的事情也变了。或许了解
事件的本身和真相足矣，历史本身所具备
的就是真相。

在大酒店里凭窗远眺，绿油油的庄稼
地一望无际。在这里能听到很美的雨声，能
闻到麦穗和稻花的甜香，看到麦浪滚滚的
诗酒田园，让人想到四十年前的那些鲜红
的手印，一粒微尘般的偶然，却蕴藏着历史
的必然。

雨在天亮前停了。清晨的小岗村宁静

祥和，整洁的道路，有序的民房排列，各种
与小岗村历史相关的“大包干”“红手印”的
招牌，都在告诉我，这已经不是上次来过的
那个小岗村了。我如约来到“金昌食府”，穿
戴利索干净的严金昌快步迎了出来。我拿
出合影，像是我们的接头暗号。他的家人也
围拢过来，仔细端详着照片。一时竟一片寂
静，或许一张20年前的合影带来太多感慨，
使我们难以言表。此时，一句话打破沉寂：

“现在的爸爸比20前还年轻。”这是严金昌
儿媳的话，大家一起把目光投向已经75周
岁的严金昌，异口同声：还真是！严家传出
一阵会心的笑声。中午，严金昌的儿子在院
里摆下桌子，炒了几个小岗村名菜，我在外
面买了一瓶“小岗村牌”杂粮烧，边喝边叙。

酒过三巡，严金昌听说我还要去县城
凤阳，就让儿子开上车，一定送我去。还说，
他要去县政府办点事，正好顺路。我知道这
是老人的好意，他要以此回报一个结识了
20年老朋友的远道之行。车子开得很稳，严
金昌坐在副驾驶的位置，目不转睛地盯着
前方道路，右手紧抓着车把手，似在静静地
回顾着过去的生活。

我们相约五年后再见，到时严金昌80
周岁。

那个垂钓者一定感谢这条
河。

河向来是给予的，是河让他
找到了自己的舞台。

晚风吹拂，他浸淫在荡漾的
水声里，包围他的还有芦苇丛沙
沙的细语。天上一轮明月，河上波
光粼粼，不远处都市的夜生活还
在沸腾，那些妖艳的霓虹灯影让
河面更加妩媚绚丽。城市是喧嚣
的，但喧嚣总与垂钓者无关，垂钓
者希望自己的世界永远是安静
的，连那些起伏的蛙鸣都显得多
余。手握钓竿静坐在岸边，他感觉
自己已经融化在天籁里，像一棵
芦苇那样卑微，似乎除了鱼儿咬
钩，这个世界再与他没有任何关
系。他是岸边的一尊雕塑，或者说
是一块时光的化石。

夕阳还没有被吞没，他就来
到河边。他把装备一盒盒打开，像
武装一个战士那样把自己武装起
来，似乎他面对的不是一条河，而
是一片要拼杀的阵地。马甲，护
膝，带灯的帽具，他手中的钓竿就
是他的武器。那些装备一定价值
不菲，他是为了鱼吗？一定不是，
光置办这些工具的金钱就能够买
很多鱼了。垂钓者细心地把鱼线
顺好，把鱼饵裹上鱼钩，手中一
挥，鱼钩落入水下，那只彩色的浮
漂就立在水面上。别担心日暮西
下，整个世界都会暗淡在漆黑里，
他的帽檐上有灯，在身边还安装
了有三脚架的灯具，光柱和他的
目光都会盯住水中的浮漂，那根
彩色的小灯柱就像一点希望的心
火，垂钓者总希望它会动一下，那
一定是鱼儿咬钩了，一条条鱼会
带着水花被他从水里拽起，那是
他的收获，也是他的胜利，只是他
早已习惯了喜悦，再大的鱼儿，都
会让他内心波澜不惊。

他会点上一支烟，不吭声，默
默地等待，与其说他等待的是鱼，
倒不如说他在享受希望与期待的
魅力。

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拥有
看得到的希望与期待。钓鱼会让希
望与期待频繁地获得实现，那是一
种美妙的感觉，他会为消费这种感
觉而成瘾，就像消费一盒香烟，消
费一瓶美酒。每当他把鱼钩放进水
里，那么这种消费就开始了……

其实一个垂钓者也时常经历
失望，往往一个晚上都没有鱼儿
咬钩。披了一身的星光与月辉，他
的水桶里还是空空如也，他把鱼
钩撩上来一遍一遍裹上鱼饵，到
最后斗转星移，他不得不直起腰
身准备回家去。一个没有收获的
晚上注定是一个失败的晚上，但
这有什么呢？

起风了，垂钓者依然无动于

衷。他似乎天生就是属于河边的
一块顽石。下雨了，垂钓者早已备
好雨伞，撑起来，他总有属于自己
的天空。雨点淅淅沥沥，镜子一样
的水面忽然就像一张长满麻窝的
脸，水窝密布里，荷叶就像被捶响
的鼓，水线斜划一层又一层，荷花
的瓣儿也更加娇嫩婀娜了。雨点敲
击着伞盖噼啪作响，像铜钹儿声声
清脆，水线像琴弦，在河面又溅起
朵朵的铃铛叮咚，不是垂钓者，谁
又能听得到这大自然的清唱呢？

他一定可惜没有一叶孤舟，
不能独钓诗里的寒江雪。

数九严寒的天气，河面已经
封冻，河边没了芦苇，没了蛙鸣，
也没了垂钓者。有月亮的夜晚也
只剩了寂寥，积雪未化，洒上月光
更显凄冷。总有东西是残雪盖不
住的，河岸上遍野的斑驳，一派肃
杀索味，河边健身的人都少得可
怜了。结了冰的河面上残雪里突
然就有了几行脚窝，一条成了路
的河就像没了琴弦再也奏不出曼
妙的曲子，水声消失了，波光也消
失了。一条河死寂地躺在都市中
间，没了扭捏的腰身，城市也没了
动人的妆容。

但是一段河面上出现了一个
个冰窟窿，不知是谁用洋镐开出
来的，只是那些冰窟窿很快就重
新被冻上，像一眼一眼结痂的疮
疤。在一个清晨，一阵咚咚的斧凿
声在河面上传出很远，似乎是要
把一条睡过去的河唤醒。垂钓者
耐不住寂寞，用尖厉的洋镐把冰
面凿开，一眼冰窟窿里突然就升
腾出了清流的热气。垂钓者在冰
窟窿边上坐下来，他又把鱼钩放
入水中，新的希望与期待让他绽
开了笑容。

寒风在河面上尖厉异常，一
些浮雪呼啸着扑在垂钓者的脸
上，他呼出的许多热气很快就在
帽檐的茸毛上凝成了霜，眉毛上
也是。但他的面容依然红润，兴奋
得就像一个离家已久的游子终于
见到了亲人，水面很快就会冻上，
好在洋镐就在他的身边。

寒风中天空变成一尘不染的
瓦蓝，冬日的阳光毫不吝啬地哗
啦啦洒下来。浮雪被吹走，冰面上
泛着凄厉的光，一些经络一样罗
织的冰纹底下，隐约看到许多鱼
儿在亲吻着冰层，外面的世界想
必它们也已经期待好久。旷野间
一片静谧，在隆冬里，冰面上的垂
钓者渺小得只是一个黑点，他用
鱼饵欺骗鱼儿，自己何尝不是被
诱惑的一条？

一个垂钓者想必习惯了胜利
与失败，对于热爱者而言，生活无
非就是这样，幸福与失意俯拾皆
是。

俄罗斯世界杯正逢狗年，我第一次看
世界杯，亦是狗年。公元1994，甲戌，我上高
二。那届世界杯在美国，印象中，电视直播
的画面格外绚烂，电影胶片般的色彩中，世
人记住了巴乔决赛罚失点球后的黯然，如
同《大话西游》，最后孙悟空默默离开的背
影，让人唏嘘了多少年。但当时的我并不喜
欢巴乔，而且很讨厌这支跌跌撞撞的意大
利队，因为总觉得他们不够少年。

少年，不是单指年龄，而是一种气息。这
种气息里，有“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
少年”的酣畅；有“君不见淮南少年游侠客，
白日球猎夜拥掷”的狂欢；有“少年负壮气，
奋烈自有时”的激情。那届世界杯，我最喜欢
的球星是布洛林，和达赫林组成了瑞典的黑
风双煞，一路杀入四强，队中还有一个替补，
叫拉尔森，一头金辫子，常一上场就是一脚
远射，球把门柱打得在风中颤栗。

那是最后一届只有24支球队的世界
杯，也是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一届世界杯。借
茨威格《人类群星闪耀时》的书名来形容，
再合适不过。是的，那些球星已不仅是足球
明星，而是人类闪耀的群星：德国队，马特
乌斯宝刀未老，永远跑不死；克林斯曼正处
巅峰，谁也挡不住。荷兰队，古力特因和教
练睚眦，未能参加，里杰卡尔德依然坐镇全

场，证明“三剑客”并非浪得虚名，加上博格
坎普头顶脚踢，荷兰队踢得华丽至极。阿根
廷队，首场就有人上演帽子戏法，那人面
生，名字有点长，一时还记不住，没想到在
后来的数年天下闻名——— 巴蒂斯图塔。还
有一位超级射手，来自俄罗斯队，叫萨连
科，一场比赛进了五个，后来却默默无闻，
如流星划过天际。

那也是马拉多纳最后一次踢世界杯，
中途因服用违禁药品而禁赛；那还是罗纳
尔多第一次参加世界杯，被称为贝利接班
人的他，从头到尾坐在冷板凳上，看罗马里
奥和贝贝托天衣无缝的表演，无一分钟的
亮相机会。

那是一届让人惊喜的世界杯。42岁的
米拉大叔还进了球；沙特的奥维兰竟连过
四名比利时后卫射门得分；守门员里，还有
花蝴蝶坎波斯这样的奇葩；罗马尼亚有比
老狐狸都要狡猾的哈吉；保加利亚的斯托
伊奇科夫独狼一样徘徊，一脚定乾坤。那也
是一届让人悲痛的世界杯。预选赛中，赞比
亚国家队全体空难；决赛阶段，进了乌龙球
的埃斯科巴回到哥伦比亚，遭到了枪杀。

还有一件事，也留在了那年的世界杯。
开赛前，我和一名同学打赌，依次从24强中
各选出12支队伍，规则是：冠军24分，亚军

23分，一直到排名垫底的，递减到1分。选好
后，写在一张纸上，按上手印。说好了，分低
者，买一件啤酒，加一包火腿肠。小组赛结
束，放暑假了，大家各自回家看球，再无联
系。好容易等到开学，他激动地让我请客。因
为冠军巴西和亚军意大利都被他选了。但我
拿出张按着手印的纸，他细对一遍，立刻颓
了，因为八强除了冠亚军，都是我选的，分别
是：瑞典、保加利亚、德国、罗马尼亚、荷兰、
西班牙……天知道我是怎么选的。

那一件啤酒他至少喝了八瓶。
狗年的世界杯，难忘的青春。
2006年，丙戌，又是狗年。那一届德国

世界杯，我在报社工作，负责每天四个版的
世界杯特刊，还要自己每天写一篇专栏。比
赛期间，报社在酒店开了一个套间，邀几名
嘉宾一起评球。说实话，那届世界杯虽比上
届好看，但我觉得总体还是挺没意思，常有
枯燥无比的赛事，看得人眼皮子打架，有几
场似乎解说员自己都睡着了，尤其是黄健
翔。1998年世界杯时，黄健翔解说极其精
彩。当时学校没有电视，我晚上从宿舍溜出
来，到历山剧院看投影，剧院里差不多都是
学生，有一次，比赛开始前，当大家听到直
播传来的是黄健翔的声音，竟全体热烈鼓
掌。还不到十年，黄健翔像是变了个人，一

直懒洋洋的，直到在澳大利亚队对意大利
队那场的突然爆发。

那晚，昏昏欲睡的我赶紧把电视机的
声音调到最大，听到黄健翔在呐喊：“伟大
的意大利的左后卫！他继承了意大利的光
荣传统。法切蒂、卡布里尼、马尔蒂尼在这
一刻灵魂附体……

对中国观众来说，这件事和齐达内头
顶马特拉齐一样不可思议。

不知道是人在改变，还是世界杯变了，
1994年世界杯，几乎每场比赛的比分，我至
今都还记得。但二十年后的巴西世界杯，尽
管只过了四年，却没有多少让我记得清楚
的比赛了。除了德国淘汰巴西那场，在那届
世界杯之前，巴西队无论输赢，整体实力都
明显高于所有对手，如此的惨败，或许只有
这一次。

世界杯，越来越残忍。
四年一届的世界杯，有时让人觉得太

慢，真到来时，却发现竟如此之快，世界杯
和世界杯之间，只是弹指一瞬。狗年和狗
年，也是眨眼之间。或许，对很多人来说，世
界杯已成为了自己生命的刻度，眼睁睁看
着绿茵场上的球员从大叔变成了大哥，又
变成了小弟……其实，球员的年龄并没有
变化，只是自己在慢慢苍老。

“这个溶洞有多长？”
“一座山那么长。”
云南普者黑，仙人洞前，一个

老乡很笃定地比画给我。
在城市里生活久了，哪里知

道一座山有多长，一条河有多深，
习惯了50米，三公里，习惯了一切
以枯燥的数字呈现，时间是钟表
上的数字，温度是空调上的数字，
财富也只是一个数字，而眼前，我
们要撑着船去丈量那一座山一样
长的溶洞，细雨拂面，阳光在云层
后躲躲闪闪，新鲜的感觉像水面
初绽的荷花，沁透肺腑。

用不一样的话语把这个世界重
新描述一遍，再把这种描述呈现给
读者。这是一个写作家应该做的。

倒不一定非要像法国作家福
楼拜所说，“你所要表达的，只有
一个词是最恰当的，一个动词或
一个形容词，因此你得寻找，务必
找到它，决不要来个差不多，别用
戏法来蒙混，逃避困难只会更困
难，你一定要找到这个词。”

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词呢，
木心把它引伸为，不但要准确，而
且要美妙。

在我看来，能少一点数字，多
一些可触可感的山水在里面，就
有几分秀色可餐了吧。

在屏边的大围山上，我站在
一棵树前，盯着看了好久。云南真
的是个神奇的地方，每一次来，都
是第一次。天空充满魔性，有云朵
的时候，完全是在上演巨大的舞
台剧。土地也充满魔性，数不清的
奇异植物，眼前的这棵树，要几个
人才能合围，完全被苔藓覆盖，零
星的菌子在其间出没，一棵树上
长出好几种叶子，连绵的雨水让
它散发的气味更加浓郁纯粹，那
一刻恍然，这就是古人所说的“物
我相近”吗？

一个山民路过，见怪不怪。叹
口气，这有啥好看的，天天看，早
就看够了。你们那里有海吗，海好
看啊，我们倒想去看海。

有只鸟好像正在树梢上窥探
我们，和它隔着密密的树叶对望，
树的气息发散到空气里，弥漫在
整座森林里。原来，我们都是彼此
的诗和远方。

也许生活节奏太快了，悬浮在
尘埃里的一颗心总是难以安宁，如
同时钟一样，规规矩矩地摆渡了一
天又一天，就这样习惯无聊。

远方给我们提供了熟视无睹
的生活中的陌生感。它更像一剂
药，可以医治焦虑。

站在高原，眼界会一下开阔，
整个身心飞驰起来。体会到晚年的
王维，那种“小我”渐与山水自然合
体，体内的生物钟被一只无形的手
拨慢，停下来看天，看云……

客栈的婆婆煮了新鲜的玉
米，一定要我吃下去。从她眼睛
里，看出她不是客套，仿佛捧的不
是玉米，而是把一颗心捧给你。

写作之人也应该是这样吧，
捧出一颗真心，不粉饰，不虚妄，
唯有真挚，方可动人。

就着近旁的浮云，把每一个
玉米粒都嚼碎了咽下去，嚼着咽
着，一颗心慢慢熨贴。

诗和远方，可以远在天边，也
可以近在眼前。只要我们能安静
下来，用心体会。“你没必要离开
屋子。待在桌边听着就行。甚至听
也不必听，等着就行；甚至等也不
必等，只要保持沉默和孤独就行。
大千世界会主动走来，由你揭去
面具。它是非这样不可的。它会在
你面前狂喜地扭摆。”

可我还是更愿意，一次次
跋山涉水，为了那有可能的不
期然的偶遇，一次次归家，安
心于温暖守望的灯光，打字的
这一瞬间，突然想到那个滚石
上山的西绪弗斯，竟然不那么
同情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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