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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LITERATURE OF NEW ECONMY LIFE

布楞沟的花朵
■ 王琰

布楞沟是个藏在深山大沟里的小村

子。一条盘旋环绕的柏油马路，从高处

一路降落到沟底，很是陡峭。忽然捧出

一个小村庄，修了整整齐齐的房子，四面

绿树环绕，苗圃里不知名的花朵，热热闹

闹地盛开着。令人惊诧，这里原来也有

人生活。

见马娟的那天，是在东乡布楞沟的

扶贫车间。车间里数名东乡女子正热火

朝天地赶着炸花馃馃。“面起子”发面，花

椒水和面，再在面里加入蜂蜜、鸡蛋、牛

奶等各种原料。有的揉面，有的卷面，有

的搓馓子，还有的忙忙地用筷子把花馃

馃的生坯夹出各种各样的形状。

形状各样的花馃馃在热油里上下翻

腾着，在锅里盛开成一朵朵花，用长长把

子的笊篱打捞上来。晒凉的花馃馃有深

深浅浅各种颜色，搭配着装礼品盒。整个

车间里胡麻油的香气弥漫着，马娟提着几

盒礼品装的花馃馃走过来，栗色长发，一

袭修身黑衫，甜美而干练。看上去，马娟

像是布楞沟又一朵盛开的花朵。

布楞沟，在东乡语中是“悬崖边”的意

思。小时候，马娟调皮时，奶奶就会跟她

讲，如果不好好学习就早早把她嫁到布楞

沟，吃水困难、外出困难、生活困难……在

“悬崖边”生活的，可想而知是东乡位置最

偏僻、自然条件最恶劣的地方了。

马娟是一位土生土长的东乡族女

孩。东乡的女人文化程度低，像马娟这样

上了本科再上了研究生的女孩寥寥无

几。如果不是上大学、不是创业，马娟的

人生和生长在这贫瘠大山里的草一样，一

辈子匍匐在地，与贫穷为伍，终日为生计

奔波，成为一名包着盖头的农村妇女。而

现在，马娟是甘肃伊禾城商贸有限责任公

司董事长。

临夏东乡族是 6 个全国特困民族之

一。东乡族是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民

族，结婚时考虑的第一个因素是民族，女

子一般不可嫁外族男子。女人除了忙地

里的活以外，家务也由女人一力承担，东

乡族的传统就是男主外，女主内。

马娟说，那时候，出门浮土没过脚

面。缺水，祖祖辈辈盼水心切。夏天的

乌云飘过，也有村民祈祷，快落下吧，落

下个湿湿的影儿。即使落下圆圆的冰

雹，也如鸟蛋般可爱。没路，没路就截断

了腿，看不见远方。

马娟说她不想要这样的人生。她从

小学习努力，拼命想考上大学，离开家

乡，这是她当时想到自我解救的唯一方

式。她家境贫寒，家族里历来就没有出

过大学生。

功夫不负有心人。大学，在马娟的眼

里就是一匹色彩波澜的锦锻，缓缓在眼前

铺开。2010年9月，马娟考上兰州城市学

院，2014年毕业后，她顺利考入西安建筑

科技大学，成为一名研究生。2016年9月，

她赴台湾中国文化大学进行了半年的交

流学习。外面的世界繁花似锦。当她长

发飘飘裙裾翻飞地穿行在台湾码头小吃

街时，周围人声鼎沸，热闹异常，一溜琳琅

满目的各色小吃两边排开。她忽然想起

家乡的女人，此刻，她们可能正烧着土坑，

围着灶台忙碌，永远伸不直个腰。

游学结束，她没有选择去大城市就

业，而是毅然决然返回家乡东乡。她选

择了返乡创业。返回的决绝一如当年她

考上学离去时。目睹了大山外面丰富多

彩的繁华世界，她的心里，放不下那片贫

瘠的故土。

马娟指给我看她压在办公桌下的一

张旧报纸上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让大家

生活越过越好》，写的是2013年2月3日，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了这里，嘱托要“把水

引来，把路修通，把新农村建设好，让贫

困群众尽早脱贫过上小康生活”的报道。

六年时间，这里的变化翻天覆地，布

楞沟村人均纯收入从 2012 年底的只有

1624元已经增长到6815元，并在2014年

底实现整村脱贫。2019 年底，布楞沟村

的人均收入达到 7218 元。眼下，“十四

五”规划将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第

一个五年规划，对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

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意义重大。

马娟说：“我是赶上好时候好机遇了。”

2017年底，多方考察之后，马娟在临

夏东乡县成立了甘肃伊禾城商贸有限公

司。在东乡党委、政府、扶贫对口帮扶单

位的帮助下，东乡油馃馃项目在众多创

业项目中到了肯定，“东乡花馃馃”被列

入扶贫项目，她被东乡县妇联评为巾帼

创业能人。在布楞沟村，他们帮助马娟

建立了第一个巾帼扶贫车间。伊禾城公

司然后再通过电商平台销售东乡本地的

花馃馃等特色产品。

油香、馓子、花馃馃，一直被视作象

征吉祥如意的东乡族传统食品，每逢开

斋节、古尔邦节、东乡族人家的婚丧嫁

娶，家家都要炸制待客。这些油炸面食

仿佛东乡人过节的符号，不可替代。

马娟的奶奶就是做花馃馃的行家。

马娟小时候，村里的女孩子们会拿着自

家的花馃馃，放在一起看谁家的更好

看。马娟奶奶炸的花样子多，最好看，而

且酥软香甜，大家都说好吃。

那 是 马 娟 关 于 儿 时 最 为 香 甜 的

记忆。

马娟奶奶说，人，像花馃馃一样，从

一粒麦子经过无数道工序，还要经过油

锅炸的磨难，最后才端出看得也吃得的

花馃馃。

马娟说，如果说东乡是一片大海，那

我发现的花馃馃仅仅是大海里的一滴

水。等这滴水放大后，我看到了创业的

可能和决心。

东乡族的女人心灵手巧，几乎人人

都会制做花馃馃。做花馃馃是展示她们

聪明与智慧的最好方式。现在，马娟想

用花馃馃来带动和改变东乡女人的生

活，马娟想让花馃馃盛开在东乡的黄土

里，成长成东乡女子的好日子。

创业初期是艰难的，布楞沟村党支

部书记陕斌杰也帮她做了许多周围人的

工作。通过不停地沟通和抗争，马娟先

是得到了家人的支持和理解，然后又挨

家挨户耐心说服待在家的东乡女人，让

她们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来她这里做花馃

馃。企业制作不同于家庭制作，马娟通

过不停尝试改良制作工艺，制订了统一

的加工标准和包装样式，使花馃馃的口

感和观感满足市场需求。

为了设计出精美便携的包装，马娟

甚至跑到义乌包装市场，一连在那里蹲

守了好几天，她想看看哪种食品好卖，好

卖的食品包装是什么样。

马娟眼里的东乡花馃馃是独一无二

的。慢工出细活，虽然产量不高，但做出

的油馃馃个个小巧、精致、美味。从选料

到制作，都下足了功夫。用什么油，用哪

种蜂蜜，饧多久的面，她都精益求精，力

求做到最好。

一个个花馃馃，有牡丹盛开的形状，

也有玫瑰含苞欲放的形状，这哪里是制

作花馃馃，这分明是东乡女人的梦想。

扶贫车间经过两个多月的运营，产

品于2018年1月19日正式在电商平台上

线，一经推出，很受欢迎，线上线下订单

不断，女工们加班加点还是供不应求。

在短短一个多月里，累计销售4000余份，

销售额38万多元。

布楞沟村50多户贫困家庭的妇女在

家门口的扶贫车间制作油馃馃，月收入

2500至4500元，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

提起马娟，牛特丽哈老人赞不绝

口。她被马娟聘请为花馃馃制作师，每

月能拿到3000元的工资。她说她当了一

辈子的家庭妇女，过去一直在家务农、带

孩子、做家务，家庭条件很差。她甚至从

来没有出过远门，没想到这把岁数了还

能挣工资。农忙的时候回家干活，闲下

来就做花馃馃。她从来没有挣过这么多

钱，对现在的工作她非常满意。

一些大企业也和马娟达成初步协

议，她的产品可以向这些企业订单供

货。最令马娟惊喜的是，有航空公司也

有合作意向，花馃馃有可能上飞机。马

娟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随着公司的运营步入正轨，马娟的

扶贫车间现在每个月可生产花馃馃4万

斤左右，销售额达到100多万元。在甘肃

省妇联的牵线下，马娟的公司在敦煌文

博会上接到了新的订单。目前有100 多

户贫困家庭的100 多名妇女被吸纳到车

间进行生产加工。

有背着书包的孩子从我身旁跑过，

布楞沟村史馆对面是所学校，高处悬着

五星红旗。周一和周五，孩子们会在这

里举行升旗和降旗仪式。

好事一件接着一件，这个东乡县曾

经最贫困、最干旱的山村，处处是新的生

机、新的憧憬。未来，马娟希望把花馃馃

做成东乡的一个产业，一个品牌，让外界

的人更多地知道东乡县，了解东乡族。

同时，希望更多贫困的东乡族妇女能更

漂亮，更自信地走出家门，通过努力改变

自己的生活，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忽然

觉得，她们才是布楞沟村最为生机勃勃

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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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滨海

大自然若无声音不可思议。古人认为

自然选择善鸣的乐器借它来鸣，故以鸟鸣

春，以雷鸣夏，以虫鸣秋，以风鸣冬。自然之

声是对宇宙运行的伴奏，也是对人间生活的

点缀，同样有其节拍、韵味和旋律。

早些年，我在海口居住的小区在郊区与

市中心之间，夜晚可闻蛙声和虫鸣声，早晨可

听鸟叫，鸟儿特具灵性，它们发出的声音几乎都

固定在某一时段，听见它们集体的叫唤，我就知

道大概是早晨多少点钟。绝大多数的声音都

像流水一样，在我们的知觉中出现，又在我们的

记忆中飘逝，来来去去，去了又来，如此循环重

复，只有少数声音在我们的记忆中珍存。

声音的美妙与否往往取决于我们的情感、

想象、感觉和注意力。有的声音很大，你听而不

闻；有的声音很小，你凭感觉就知道是何含义。

动物用不同的声音表达它们不同感觉，

但声音在它们的“记忆”中是本能化、程式化

地存储和释放，动物们同样经历了世世代

代，却只能简单地重复那么些声音，但它们

同样不甘寂寞，总要有所表达。

人贵有思想，思想时常得仰赖声音为载

体，人们把自认为有价值的声音埋在心里或

传播出来。

人们因饥饿感在同一时段操作生计，让

不同器械发出类同的声响。我在海口盐灶

路住过两年，记得每到中午或傍晚，街区里

都会在几乎相同的时段里听到锅铲与锅的

“切磋”声，油爆声，呲呲声,发出相像的气味

……我在津津有味地读书，也不得不确认自

己的肚子饿了。我们在饥寒和温饱的交替

中深深地体会生命的存在，以及万事万物生

机勃勃的势头。

在家听国外电影名曲、乐曲，萨克斯管

悠扬的如泣如诉声，能让你如痴如醉，把你

带到辽阔、深远和纯净的境界。外出时再坐

在中巴车里听随播的歌曲，音响本身就不

好，唱歌的人在一个劲地拿腔拿调，唱词平

庸，前后对比，就知道什么叫大雅大俗。

出差路过某处，忽然置身于狭窄的街

道，人流拥挤，杂货店林立，街道播放声音几

无节制的歌曲或民乐，这是县城或小镇的音

乐，总以喜庆和热闹的方式呈现，有时像是

坛坛罐罐的敲打声，这种声响不但没有把你

带向遥远，反而将世俗生活拉近，让你更真

切地感受生活的琐碎与功利。

某个群体所讲的语言似乎自古有之，且

亘古未变，追究其形成和流变的源头，得追溯

很久以前的风俗民情。一个群体只要长久地

占据了某个地方，任何人要改变其语言及习

俗并非易事，正因此，这个群体必会持续发出

特有的声音，包括其方言土语和声乐。

住海口盐灶路时，仔细观察过我所在的

居民区的人们。在市民的言谈和语气中，他

们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若出现零点五或一

点五的说法，在他们看来难于容忍，他们会

用急促的声音声讨、责骂、抨击……还好，市

民的争执不论多么激烈，最终总是不失分

寸，骂得再凶，都极少见斗殴和流血，像是中

超赛场禁区的争夺，总是有惊无险。这是市

井的最可爱处。

我曾在远洋货轮工作过，对声音有独特

体验。长期在货轮噪音中生活的人，船一旦

抛锚——主机不开，从船尾跑到船头，即由

噪音区走向静谧的区域时，耳朵少了原有的

负载反而不适，不适宜于死寂一般的境地，

噪音像是你沐浴的温暖水流，水流停了，你

很不习惯，仿佛回到噪音区更舒适。人本高

贵，通常认为对生活的要求越高越好，但在

某种情况下会麻木于“低贱”。但在寂静的

地方多呆些时间，专心致志的耳朵又渐渐能

觉察到海流的脉动，知道海底的鱼群在东奔

西忙，鲸鱼和鲨鱼在呼吸，流星在空中消逝，

能感受其回响。

我们只有用心聆听，才听见人类庸常之

外的许多声音……

随着年岁的增加，阅历的丰富，我更容

易被某种声音打动。不久前，我心绪烦闷，

换个环境散散心，特意到县城的朋友处游

玩，他把我带到偏僻的乡镇。朋友外出时我

独待在荒郊的一座屋子里，中午躺下刚要午

睡，忽然下起了阵雨，阵雨唰唰唰地洒在茅

草上，轻柔、舒展、曼妙，像情人间的呢喃，也

似那种渴望与被渴望的默契……我当时异

常感动，流了泪。

大自然普普通通的声音在某个时候竟

可以深深打动一个人，让他刻骨铭心。

一位扎彩色头巾的大妈，在新疆昌吉州

人民医院里，拥抱着史大夫告别。

随山西作家援疆团赴疆后，第一天，我

前来采访援疆医生史红鱼。送走病人，她

讲述了在援疆医院难忘的日日夜夜，其中

不乏与方才走廊辞别相似的一幕。就在不

久前，一个过敏性紫癜患儿来诊，这个6 岁

的哈萨克族小姑娘，一双大眼睛非常漂亮，

却因为肚子痛泪流不止。妈妈一直揪心地

望着女儿皮肤上的紫色斑点，陪着女儿掉

泪。但母亲哪里知晓，让儿科副主任史红

鱼更忧心忡忡的，是腹内的症象。因为一

旦在腹腔弥漫开来，就会危及生命，将连做

手术的机会都没有！史红鱼沉着冷静制定

了医疗方案，而叫孩子暂时禁食时，家长却

着急了。史红鱼哪里顾得上劳累与压力？

她一心为家长着想，连打比喻，千方百计解

释病情。

一点点加减药，一点点加辅食，孩子进

入精心安排的疗程，终于一天天好转了，即

使出院后，母女又坚持找红鱼大夫复诊一

月，直至完全康复。

有一天，哈萨克母女俩打扮得漂漂亮亮

的，专程来与红鱼大夫告别。

那情景，恰似红鱼曾收到的一首生日贺

诗：“红鱼舍家离太行，赤心一片支边疆。悬

壶济世医病患，心系苍生暖杏林。昌吉百姓

齐颂扬，并州亲朋慰心田。汾河奔腾盼亲

归，天山雪融唱赞歌！”

赴疆后第二天的黄昏，我去昌吉清代

粮仓边的小广场散步，与故乡景致不同，落

日的映照，为建筑物镀上一层分外明亮的

金色晖光，让我瞧得发怔。那情景，不禁让

我想起曾观摩的油画上，霞光笼罩高山绝

巅的皑皑白雪时，所闪射的令人惊心动魄

的绚烂多姿。一阵醉人的乐音从小广场

上响起来了，恍若十二木卡姆的调子，起

先一个中年男子两臂伸张，以十分自然的

姿态舞了起来，随后，原本环绕花坛乘凉

的人，陆续踏着节拍来了。一个长辫子维

族姑娘，戴金银线花帽，绣花黑坎肩，大红

裙子飞快旋转了一圈圈。她的全神贯注，

让我疑心大红裙幅会穿越黑夜，长久地旋

转下去。

这时，我猛然瞥见一位扎彩色头巾的大

妈，但仔细瞅去，并非医院走廊上邂逅的

人。几名外地游客，正在醉人肺腑的旋律

中，用手机拍摄这原汁原味的新疆舞。大妈

大方地向游人示范优美多变的手势，那副苍

老的面容，一丝一毫阻碍不了周身活力，尤

其那令我难忘的眼神，恍若内藏一朵冉冉绽

放的火莲。一位游客问，老人家多大岁数

了？这时她露出淳朴的微笑，伸出指头表示

六十了。

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索性采了一束青

草，跑去送给游客留做纪念，快跑到了，又特

意停顿一下，将草摆成扇形。多可爱的孩子

啊！但愿这里的孩子们都健康快乐！

草翠，欲燃。我凝视飞跃的翠绿，不由

想起史红鱼大夫的感慨：这里的一切仿佛都

经过千锤百炼，经过漫长的隆冬冰雪后，在

夏季彻照的阳光下尽情歌唱，这里的小麦

穗粒与各种食材优质，街道边的各色花卉

鲜艳异常，吮吸了山川灵气的玉石发出璀

璨的光芒。

我赴疆后第三天，已走过昌吉州、五家

渠、222团等地，中途访问了一所幼儿园。

它在一楼大厅里，不过是一堵普通的

“照片墙”罢了。

然而我经过时，立即磁石一般，被两个

小男孩的眼神吸引住了。一个维吾尔模样

的孩子正过生日，面前摆着诱人的水果蛋

糕，头上缠绕金黄的冠带，一个汉族孩子紧

搂小伙伴的肩膀庆贺。

一汪藏不住的笑意，从他们的瞳孔里倾

溢，连我这个观众，脸颊都恍若被春风鼓荡

了。两个小家伙的神态，恍若正坐在翠荫

下，一阵阵惬意的凉风吹过，而一片神奇美

丽的光辉笼罩了枣林，筛下溜圆的光斑，落

在肩头。

“凤鸣枣园，依依芳草”。1959年冬，老

一辈军垦战士们冒着天寒地冻，进驻渺无人

烟的大漠，爬冰卧雪，开垦出新疆第一个井

灌农场，每年5 月，农场空气里到处弥漫着

馥郁清香的沙枣花香。此刻，我徘徊在这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六师一０五团枣园幼儿

园中，从室外健身游戏之道上走过，注意到

设计中的关爱细节，心底为之一动。幼儿园

两层楼的走廊墙壁上，一帧帧小朋友照片，

“乘”着现代交通工具飞速前进，相伴着风光

图案，各种彩花、风筝自由灵巧地穿梭其中，

使廊道十分生动。

大厅里，园长与 2018 年结成“手拉手”

的山西晋城凤鸣幼儿园负责人对了话，宽大

的荧光屏上，一首赠给山西援疆干部的诗，

写得十分真挚，我们无不为之动容。

一条长桌上，摆满了葡萄干、核桃、巴

旦木等甜蜜的干果和红瓤西瓜、紫晶葡

萄，一位同行的文友，捧起奶茶，为刚学会

的标准饮用奶茶方式自豪。这时候，热烈

欢快的舞曲响起来了。两个穿民族服饰

的幼儿园哈萨克老师，多层荷叶边的洁白

连衣裙，蓝坎肩，荷叶袖，像天空一般明净

辽远。她们迷人的舞姿引起一阵掌声，一

位哈萨克老师走来，邀请刚好坐在长条桌

边的我一起跳。向来不善歌舞的我，在亲

切自如的气氛里，竟然毫不窘迫，模仿她

的动作，旋转着对跳起来。她抖肩的动作

娴熟好看，帽子上的白羽毛临风一般摇

晃，我恍若浸入天山积雪融流的玛纳斯

河，起伏有致的波纹一圈圈漾开，飞鳞一

般闪跃着晨曦与暮霞。一曲结束了，她说

抱一抱吧，我双臂用力拥抱住她，虽然初

见，却若故人重逢。

在幼儿园门口告辞时，我请她一起照相

留念，于是咔嚓一声，镜头留下了一份我新

疆行美好的回忆。

天山下的花香
■ 卢静

声声入耳
■ 叶海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