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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土地（外四首）
■ 乔富源

CHINESE LITERATURE OF NEW ECONMY LIFE

我伸手触摸了一下，猛然缩回。终

究是刺，青绿，却锋利。我低头瞅了瞅，

没破，但指尖有细小发白的坑洼。如果

是秋日，这些尖刺肯定会刺破我的皮

肤。明知那是刺，我就是想试一试。彼

时，我就像个淘气的孩子。

那是六月的下午，我初到清水县。

清水县位于甘肃东南，天水东北，渭河上

游。许多地名以山、水或传说命名，山之

畔，水之源，如我的老家沽源，即沽水之

源。清水是一条河，发源于山门乡，如银

带流过县境，汇入渭河，相传因成吉思汗

曾在牛头山安营扎寨，清水河又称牛头

河。清水以河作县名，倒也直接。牛头

河，清水县，河还是那条河，却有着不同

的含义。汉语的丰富歧义、文化的精妙

多彩由此可见一斑，就如遍地生长的花

草，在不同的土地，不同的季节，有着不

同的性格。

说到西部，许多人脑里可能马上有

“苍凉”的闪念。但清水大出我意料，从

高铁站出来，到县城，再到入住职工培训

中心，没看到一处苍凉的景致，目之所

及，皆郁郁葱葱，甚至怀疑自己到了江

南。简单洗漱过，我便出了宾馆大门。

十步之外便是牛头河。河不宽，但水静

流深。两岸的花草长势夸张，甚至有些

嚣张。

刺痛我手指的是开得正艳的粉色飞

廉。飞廉在我的故乡叫老牛疙瘩，自然

有故事和传说。另一种与飞廉相似，亦

开着粉花的叫蓟，但蓟的茎上没有刺，飞

廉却遍身长着绿刺。飞廉和大蓟与蒲公

英一样，都是靠风传播种子，是浪漫的旅

行家，那是充满诗意的旅程。当然，诗的

风格不会相同，终究还是有差别。我是

花了些工夫才把蓟与飞廉区分清楚的。

另一相近的植物叫漏芦，开着紫色的花

朵，只是花朵下端有瓣状的“花托”。漏

芦又叫野兰、狼头花、鬼油麻，我只在坝

上草原见过。

我没有卖弄植物常识的意思，那点

可怜的知识羞于炫耀。相反，只要在室

外，只要见到花草，我都努力识辨。如长

途跋涉后面对盛宴，颇有些饥不择食。

那是六月的下午，天蓝云白，金色的

阳光捉迷藏般在云朵间跳来跳去。我在

牛头河水的陪伴中，西行，北上，识辨着

熟悉及不熟悉的花草。

开着黄色小花的是毛茛，毛茛又叫

鸭脚板、野芹菜、山辣椒，喜欢在湿草地

上生长。开着白花的是车轴草，又名三

叶草，三个叶片上各有一个白色的三角

条带，条带围合，如同圆环。花蕊也特

别，如火柴棍似的直立着。与毛茛一样，

车轴草喜欢湿润的环境。

当然不止这些。还有高羊茅、刺儿

菜、独行草、猪毛菜、野燕麦、黑麦草，都

是野生花草。河岸种植的石竹、芍药、月

季、酢浆草、万寿菊也争相绽放，与野花

野草和谐共处，妆扮着古朴的牛头河。

初到清水，我便沉醉在花草间。

清水是黄帝故里。轩辕黄帝就出生

在牛头河源头的轩辕谷。司马迁在《史

记》中载：“轩辕谷隘，清水县东七十里，

黄帝诞此”。清水之行，不经意地成了寻

根之旅。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两次战争，涿鹿

之战、阪泉之战，均发生在河北的涿鹿县

境内。那年为写相关的纪录片，我亲赴

涿鹿，在当地朋友的带领下，走遍了那一

带的遗址、村落，在黄土梁上想象着五千

年前的那两场战争。战争自然是残酷

的，但许多文明亦由战争催化。比如指

南针，据说就是涿鹿之战的果实。我曾

想沿着黄帝的足迹在华夏大地走一遭，

一直未能成行，因此写作纪录片那段时

间，只能凝望着地图，模拟行走。未曾想

十多年过去，竟然踏上黄帝故里。

自然，清水县黄帝的印记甚多，不只

记载，不只穿越五千年历史和风雨的传

说。轩辕谷、轩辕祠、轩辕广场、轩辕湖，

晚上还看了传奇歌舞剧《轩辕大帝》。

剧种是秦腔，想想，倒不意外。清水

是秦始祖非子首封地，与秦文化是一

脉。在中国异彩纷呈的剧种中，我喜欢

晋剧和豫剧。我是听着晋剧长大的。每

年乡镇的交流会，大戏唱的都是晋剧。

而喜欢豫剧或是与那几部豫剧电影有

关，如《朝阳沟》《七品芝麻官》。童年的

文化滋养少得可怜，却深入骨髓。

我听过秦腔，听不惯，听不出好来，

觉得高亢有余，婉转不足。所以听说歌

舞剧演出时间差不多两小时，不禁皱了

眉头。但半小时之后，我渐渐入迷。轩

辕的故事我当然了解，也因为了解和熟

识，当黄帝、风后、嫘祖、蚩尤从华丽而不

是朴拙的舞台走出来，我觉得特别亲

近。目随景移，心随影动，看到嫘祖倒地

那一刻，我竟然好一阵心痛。说起来可

能好笑，但我珍惜这样的痛。我想，这是

清水留给我的特别记忆。

会不会从此喜欢上秦腔？我不知

道。我知道的是，那个晚上，看歌舞剧

《轩辕大帝》，我是喜欢的。或许，只有在

文化母地，才能真正品味文化的甘美。

从剧院出来，到轩辕湖公园观夜

景。清水昼夜温差大，盛夏之夜，伴着丝

丝凉意。这样的夜晚适合看星星，我望

了望天空，或是灯光太盛，星星稀疏暗

淡，远不如倒映在湖水中的“星”。轩辕

湖既是牛头河，有水坝拦着便成了湖，出

城又是牛头河了。一路向北，牛头河汇

入渭河。渭河流至潼关，汇入黄河。黄

河东流，汇入大海。

我站在轩辕湖公园，凝望美丽的夜景，

心底水波摇曳，随着清水一路奔流向东。

六月去清水
■ 胡学文

真正能离开“圈儿”的人有多少？

你一定发现了，千姿百态的微信圈儿也是

个小社会，既然离不开微信，那就看万“言”绽

放、赏百舸争流了。

我所欣赏的一种圈儿，把平时生活的见闻

客观清晰地呈现，特别是对某些生活原景进行

再创作，名胜、美食、风情等等，当然还有微友

本人笑靥如花的图片，不由得分享着他们喜悦

的心情以及来自这个并不完美的世界的馈赠，

不但从获取知识的层面感谢他们，同时对他们

的人格也给予激赏——他们必是那种胸怀磊

落坦荡、乐观向上之人。

相比之下，我对另一种神秘“怪圈”就嗤之以

鼻了：他们晒出的照片往往是这样的：那图片只显

示“半张”，无任何地名标志和特征，即使拍上了门

牌，也只留“风景区”或“登机口”三个字，或呈给你

某些局部，比如客户一角、茶室一隅、山门半边、

河海涌浪……这些统统“特意”把名称躲开。仿佛

在说：你们猜，我在哪里？后面再发的几条仍是云

里雾里——“就是不让你们知道我在哪里！”可又不

甘心寂寂雪藏，于是就发出那种极欠风度极忸怩

极阴暗极为小家子气的圈儿。是否这类微友的

自恋也值得欣赏？他们一定觉得全宇宙都在关

注自己，所以欲说还休、欲晒还遮……

其实谁也没求着你晒圈儿啊，这种欲罢不

能的嘚瑟是否有点“婊子牌坊”？

更有一种人，平时基本不发朋友圈，正暗暗

赞叹其沉静内敛，却在某天突然让父母住院的

照片刷屏，同时大肆埋怨亲友不孝只有他（她）

一个人奔波……是想试探朋友吗？看看圈儿里

哪些人“只说不做”，哪些又“雪中送炭”？

另一类也是异曲同工：平时朋友圈一片空

白，突然晒出一只温度计，文字说明是“发烧

了”……是在求关爱吗？须知，人性是经不得

试探的，你这一试，恰恰泄露了你的内心——

不正暴露了你的“可怜”吗？其实不妨直接求

救：某某姐妹姑姨，我发烧了，动弹不得，你能

否给我送药来，或带我去医院？真正的朋友和

亲人皆会出手。然而那些不是亲人的圈儿内

人，却没有义务为你承担这样的道德试探。

圈儿内还有一种人，到某地出差，晒出那

个城市的地标特征，或者把一些颇为得意的东

西晒出来，卖弄之心路人皆知。其实也很好，

你到这里出差，如果想见某个朋友，可以提前

征询情况，对方若有空肯定会去见你，然而最

令人不齿的是，一边晒得意，一边竟假惺惺地

说当地朋友“非要”去看他（她），而他（她）却

“不忍心打扰朋友”……表白了自己一大堆贤

良和美德还晒着朋友请客的山珍海味。

这就让人匪夷所思了：你若真心不想打扰朋

友，别晒呀，晒了就要承担晒的后果。如果真有好

友，异地相见的机会也极为珍贵，完全可以提前筹

划一下，看看双方是否时间允许，何必故作“姜子

牙”状，非要“钓”得朋友们极不情愿地“上钩”呢。

朋友圈儿的直观性极易泄露一个人的人

格特征。谁也难免遇到困难，这时拿出你的真

诚和坦率，朋友如有能力肯定效力，能力不逮

也会直言，而这种低级试探只能把自己拉低。

《圣经》的主祷词有一句话——不叫我们

遇到试探。看来，上帝也明白对一个无辜的人

的试探有多么恶。但我们又很难明白，上帝为

何允许那么多的试探存在？我并非反对在圈

儿里晒私生活，我也在圈儿里晒我和文友的文

章，相对那些“试探”，我把与文友的互动视为

快乐。特别是在纸媒式微的当下，我特别珍惜

编辑对我的文字的认可：编辑都给你发表了，

就没必要再藏在深巷故作矫情。至于过于私

密的“个人形象”，我曾拒绝不少微友，皆因担

心自己可怜的颜值会污染这个世界。

有一天，一个微友晒出一张图片：一片杂

草众生的乱土岗中，几辆颜色不一的共享单车

在那里“残废”着。恰恰，那几天我跟朋友散

步，一路所见就是照片呈现的景象：草丛里、短

墙边、田埂上，随处散乱地趴卧着无数辆共享

单车，OFO、摩拜、优拜、小蓝应有尽有，我觉得

它们被遗弃后残肢断臂的样子虽令人心酸，但

丑陋的却是抛弃者的内心。朋友问：你说把车

扔到这里的，都是什么样的人呢？

我瞬间惶然：是否丢弃了爱和敬畏？

微信圈里儿的人，说到底属于朋友范畴，

尽管有的从未谋面，也极为陌生。严歌苓对

“朋友”这样注解：一种最耐人寻味的人际关

系，最好的，也最坏的人与人的共定局面。平

时，我也经常拿河南女作家乔叶在《最慢的是

活着》里的一段话安慰自己：这个世界上，总会

有人不喜欢你，你会成为别人不愉快的理由。

至于有的人刮了一阵风也晒到圈儿里，我

敬佩这样的耐心和爱心。哪怕有时显得琐碎

无聊，却至少说明他们心胸坦荡，大方可爱。

同时，我也为他（她）的“共产主义”生活的提前

到来鼓与呼。你想呀，当多少人为生计或为理

想奔波的时候，他们能如此闲庭信步般踏入欧

美发达国家的福利社会模式，还不值得为他们

庆幸并投去钦羡的目光吗？

难道仅仅是我年少的错吗？当年，

我的心智中少了心领神会。

我指那件被世人视为国宝的东汉青

铜工艺品，其造型是上下连体的一匹奔

马和一只飞鸟。现代学者谓之“马踏飞

燕”，文物专家谓之“铜奔马”。那时，它

刚刚被确定为中国旅游的标志，一时驰

名中外。

摸爬滚打在广袤的西部陇上，自然

对马和鸟情有独钟，那是我骨子里的小

情愫。只记得它以势不可挡的惊艳扑面

而来时，才发现是一张疯传的图片。首

先是“马踏飞燕”这个名称先入为主地俘

获了我审美的少年心性，它在踏与被踏、

能与不能之间形成了逆转常识的强大魔

力，让我在第一时间像傻子一样沉醉如

泥。我全然未意识到自己对古老艺术的

审美已经被顺手牵羊，所有的想象被绑

架入库。可不是嘛，那只可怜的燕子，在

冷酷无情的铁蹄下苦苦挣扎呢，都快死

球了。

尽管当时在我看来，好像的确并不

是那么回事。这尊于1969年10月在甘

肃省武威市雷台汉墓出土的宝贝，高

34.5厘米，长45厘米，宽13厘米，重7.15

千克。其中，矫健英武、雷霆万钧的奔马

昂首长嘶，飞驰向前，其三足腾空，一足

与飞燕的背部相连。而体端羽满、飘逸

骁勇的飞燕，既在回眸长空，同时翅翼微

敛，呈迅疾飞掠之状。两者似乎融为一

体，的确又互不相干，构成了天上人间的

一幅神奇画卷。

分明是，奔马目无一物，也并没把飞

燕怎么样。

也分明是，飞燕自由如风，那姿态和

表情，压根就没有惨遭蹂躏的意思。

再说了，这尊工艺品中既有马，也

有燕，咋就偏偏取名“铜奔马”，你有

啥权力把“铜飞燕”割离在外？还有，

取名理应彰显个体属性，普天下铜制

的奔马雕塑海了去了，哪有按类型取

名的？这就好比给张三先生取名为

“男人”，难道李四王五赵六先生就不

是男人了？

但我不得不把困惑连同命名一起

照单全收，该从众时且从众吧，据说命

名也是经过千锤百炼的。我不是《皇帝

的新装》中的那个小男孩，所以我也没

有勇气发出自己的声音：“马，为啥要踏

飞燕呢？”

聊以自慰的是，“马踏飞燕”铭文

云：“冀张君骑一匹，牵马奴一人。”汉时

冀者，今老家天水甘谷县也，这让我内

心平添了几份感动和柔情。汉时天水

名将如云，如飞将军李广、营平候赵充

国、忠烈侯纪信、西域都护段会宗、安阳

侯上官桀诸等，没成想还有一位有姓无

名、踪迹无考的张将军。喟叹之余，想

起王昌龄诗：“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

征人未还。”

终于不再年少的时候，获知一个典

故，说是汉武帝时，有个叫暴利长的罪犯

被流放到陇上敦煌。某天，他在渥洼水

边发现了一群野马，其中有一匹马长得

神异非凡，暴利长就用泥土塑了一个手

持缰绳和笼头的假人立于水边。久而久

之，野马对假人失去了警惕，暴利长便代

替假人，乘野马不备将其拿下，献给了汉

武帝。而嗜马如命的汉武帝也曾从卜卦

中得到点化“神马当从西北来”，正好派

人到乌孙去求神马。得到野马的汉武帝

大喜过望，认为此马乃太一神灵所赐，于

是赋诗一首《太一之歌》，这便是流传后

世的《天马歌》：“天马徕从西极，经万里

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

夷服……”

始知，这便是著名的西极天马，也就

是汗血宝马。

亦始知，这也是成语天马行空的

来历。

关于汉武帝的那个段子，《史记·大

宛列传》算是说透了：“得乌孙马好，名曰

天马。及得大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为乌

孙马曰西极。”魏人阮籍《咏怀》曰：“天马

出西北，由来从东道。”唐人王维在《送刘

司直赴安西》中亦曰：“苜蓿随天马，蒲桃

逐汉臣。”而唐诗人岑参的《送崔子还

京》，让我直接与这件工艺品联系了起

来，其诗云：“匹马西从天外归，扬鞭只共

鸟争飞。”

马与鸟，鸟与马。天马行空般的想

象，想象般的天马行空。

一马当先，万马齐喑。作为古人开

疆拓土的国防神器，马的意义绝对不亚

于如今的火箭卫星、导弹航母。谁拥有

力拔头筹的马，谁便拥有决胜千里的先

机，所谓“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

虎”是也。所谓马到成功，就是说马到

了，你也便成功了。马是马，马也是神

马，或者，马神。

天马行空，那是古人分享制空权

的浪漫理想。一如人间的众多翘楚，

被古人以神仙的名义安排在了天上，

比如太上老君，比如后羿，比如嫦娥。

他们可以腾云，也可以驾雾，还可以御

狮行空。

换句话，假如有一尊仙女月夜御鹤

的工艺品，你会命名为“美女踩鹤”吗？

有位考古专家告诉我：“马蹄下的那

只所谓飞燕，曾被考证成龙雀、飞燕骝、

紫燕骝什么的。”而各路学者为了争夺命

名的话语权，曾先后抛出“马踏飞燕”、

“马超龙雀”、“马袭乌鸦”、“马踏飞隼”、

“马掠雄鹰”诸等。专家要考古，学者要

命名，随你吧。但在我看来，1700 年前

的东汉雕塑艺人，压根就不是你这般见

识。选择鸟，决不是被用来“超”、“袭”、

“踏”、“掠”的。再延伸讲，鸟也不只是为

了当马的底座，也不只是为了从力学意

义上解决马的稳定性、动态感问题，所有

的表意均在表外，而意，从来只可心领神

会，不可以言传的。

套用唐人韩愈的话，便是：其真不知

马也！其真不知鸟也！

作为旅游的标志，算是今人慧眼，可

偏偏又弄巧成拙。一个“踏”字，粗暴地

把人间旅游笼罩在惨烈、戾气之中。好

端端的神奇，因之化为腐朽。

什么是真正的旅游？那是把包括

鸟儿在内的天地万物打包后典藏于内

心，窖成大爱汤汤。那是神游八极和

天人合一，是李白的“山从人面起，云

傍马头生”，是孟郊的“春风得意马蹄

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是岳飞的“好山

好水看不足，马蹄催趁月明归”，是王

禹偁的“马穿山径菊初黄，信马悠悠野

兴长”，是……

归根到底，旅游是亲朋好友天马行

空之后，再掉转马头，各回各家。

我只能对鸟说：“鸟儿啊！你是马

的天。”

还能说给谁呢？想象是神游的艺

术，假如汉代艺术家在天有灵，并以旅游

的名义来到当下，突然发现这件他们亲

手打造的作品和今人的命名，其错愕之

态，我无法想象，也止于想象。

在古人穿越而来之前，我一定会重

新给它命名：天马行空。

尽管，我不过是在还原；也尽管，我

说了不一定算。

“马踏飞燕”为哪般
■ 秦岭

你钟爱夜色，还有乌鸦的翅膀
以一场春梦的方式，将济世之心
深藏在辽阔的意象中
从四月开始，蓬勃生长
宽阔胸脯拥有的肺活量
足可以
承载日渐浓重的绿色
万物节节攀高，快乐的像风一样
无论前路有多长
你都要上演一出彩云追月的好戏
那些活雷锋们从不计较奉献的理由
亲吻泥土之后
驾着拖拉机，凸显丰收的质感

孔子的DNA

有人告诉我，是孔子的DNA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将华夏大地的精神世界推向高处
在时间的天空下
万物因此而怀有饱满的光芒
照耀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
找到了甘愿赴汤蹈火的内在缘由
是的。从沧海桑田的回声里
我仿佛听到了一支雄浑的黄河东进曲
那一寸又一寸深入泥土的音节
自然表达了某种遗传关系
并赋予我体内每个细胞光明的内涵
在百虫嗜血的异化中抵达彼岸
修补伦理道德的缺口

归去，来兮！

长路漫漫。我从来不曾止步
昨夜的梦自由如风
落入故乡的山水
内心的烈马，习惯于独往独来
奋蹄人间的一角
我以沧桑的触角叩击大地
致力于截取一段逆天的风暴
镌刻颠覆红尘的墓志铭
天地茫茫。久别思归巢
或许，属于我的花期已不在
生命的历程再也无法回到岁月的原点
而沿途的风景也是一次又一次向下倾斜

但我知道，自己的天空在抬高
我会用年轮学安抚灵魂
归途中，雪花如禅
很享受寂静里迸发的辽阔声响
归去，来兮！

巴黎雪

夜巴黎。一场鹅毛大雪
黎明提前到来
走在香榭丽舍大街，仿佛走在
通往神殿的路上
大面积的光明感，让人一下子
换了个活法——
简单如雪，表里一致的白
以一场雪醒世，万物相互隐忍避让
确实是一件值得赞美的事
即便是那些黑色事物也不是对立的
比如
艾菲尔铁塔，罗丹的《思想者》
正折射出白色的光芒
此刻，我深入雪的内部采风
想到花开两朵，黑白和谐
我的诗句不再乔装打扮
凯旋门下，作一首咏雪诗祈祷未来
一半是白，白中有黑
一半是黑，黑中有白

林间道场

惊悚间，一株小树
沦为林间孤女
饮恨而亡的年轮，像一座座坟茔
埋葬了鸟语花香的风景
大面积的孤独感围剿一把斧头
只因为，大自然的美学
伤逝于
人性的贪婪
有惜羽之人，俯身超度往事
血管里的经语沉重
呼唤家园的风，怯怯的
担心
失去春天的口音
鸟儿哭了，盘旋在蓝天下
将一根漂亮的羽毛插在他的头上

圈儿啊圈儿
■ 刘世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