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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LITERATURE OF NEW ECONOMY LIFE

早春的风（外三章）
■ 马小洁

中 国 新 经 济 文 学 专
刊

秘境的掌心
■ 郭宗忠

面点工
■ 戴荣里

立春过后的冷，飘忽不定。

随时出没在日子的缝隙，村庄日复一日

的生活。

风声载着千军万马，呼啸而来。

到处是被风追逐的事物：屋脊上的枯

草，玻璃窗上倒立的影子，草垛旁凌乱的茅

草，冬天遗漏的枯叶。

风中自带隐形的针，密密麻麻，落满田

野的角落，河水的脸颊。

不停抽打着万物。

奔跑。怒吼。沿着意念的旷野。

死亡。新生。短兵相接。

枝桠摇曳，空气喘息。时间于一场突如

其来的风中，加速。

猝不及防。

隐匿于村庄的料峭，伴着大寒尚未说出的

秘密，随风散去，落入远方眼睛里盛满的期待。

如一场剑雨，大地上留下一道道隐形的

伤口。

迎着风，只有这样，才能在下一场更大

的风中，保持笔直的站立。

土地内心堆积的爱，跃跃欲试，足以融

化突然莅临的风雪。

身后，阳光如瀑。

春天的措词

雪花退场的那刻，梅花暗自藏起内心的

小欢喜。

一场雨水的莅临，浇开囚困于寒冷中春

天的细节。

水滴清澈，浸入枯萎的物事，沉睡的肢

体，睁开惺忪的睡意。

醒来。

蔚蓝写满眼眸，天空铺展明媚。

一朵迎春花于枝头灿烂，身后，是大片

金灿灿的盛开。

即使三三两两的料峭依然在生活的低

处迂回，一树桃花的粉，足以为三月涂上温

暖的色彩。

梨花写意洁白，细雨枝头的景致让她们

终于放下了怀中经久的期待，欲语还休。

鸟鸣被洗去了沉重的部分，愈发清脆，

与柳枝交换碧绿。

往来于春风中的人，顺从风的脚步，步

伐轻盈，即使迎着风行走，也会笑容满面。

流水用不息的流淌，表达千里之行。

岸堤依然选择沉默，它需要最大限度地

敞开胸怀。

像春天那样，拥抱万物，拥抱热爱。

无需分行，一些词语鱼贯而出。

惊尘

见你的瞬间，久于心头的万绪千愁散

去，目光中只留下静美。

一个轻转身，便聚拢月光一窗，幽梦一帘。

纤细，不妖。婀娜，不媚。

清瘦托起柔韧，修长抒写优雅。

娉婷。凝脂。清醇。

与山草为邻，木林为伍。

任风雨穿过命运的弧线，怀抱孤独，不

染尘埃一粒。

山林深处，鸟鸣清脆，足以让你献出内

心的春风十里。

山涧溪流，水波清澈，照见你前世的大

梦一场。

秦时明月，始终于心的天空明亮。唐诗

宋词装点翠绿的腰肢。阴冷与霜雪，伴你在

通往玉质的路上。

纤柔，可赏气韵。阔叶，可见气势。

抬首入世，低眉出尘。翩然若下凡的仙

子，演绎向上的姿态。

一寸一生香，一株一醉人。

眉心有烟雨，眼里映江南。

走近你，我读到了高贵与神秘。

气质如你，蕙质如你。

借微风一缕，采撷淡淡的香。诗行里生

出碧玉千尺，春天一座。

礼物

一场柔软的细雨过后，天空渐次明朗。

云朵轻盈，是倒映于天空的另一种盛

开，每一次漂移都吐露一片洁白。

春风里长出的事物，自带温度，一树树

的暖，逐去角落最后的阴霾。

沿着桃花的指向，青草的影子把自己摇

曳成大大小小的翠绿，嵌入洒满阳光的大地。

越飞越高的风筝像极了一个人的思绪，放下

红尘牵绊，轻如飞鸟，直到融入蔚蓝，化作虚无。

时间周身，布满明亮之词，轻轻波动，就

会有无数条光线风中舞动，闪烁。

万物退去沧桑，不再沉默，怀抱欣喜，与

花朵一起，竟自由。

零散的日子被馥郁填满。

匆忙的脚步突然被一缕花香羁绊，平凡

之处的生活生出一丝妩媚。

有流水自远方来，那些曾被寒冷湮灭的

词语重新长出新芽，伸展腰肢。

风吹，有墨香于一个人的指尖滑落。

一点一滴，汇集成为虔诚者春日的礼物。

去年的今天，我去他的工作间，进行

了半天采访。房子在二环以里，是核心位

置。因为去年加了微信，一年来没少互相

沟通，面点师对我十分热情。

案板桌上悬挂着两个正在充电的手

机。一个手机正在播放着评书故事，说书

人讲话节奏快，故事有些惊心动魄。你在

听吗？影响不影响擀面？不影响。听听，

可以缓解紧张啊！也可以减轻疲劳。

一个面盆，刚才还是一大盆活好的

面，此刻，已让挤面机挤成了像折叠海带

一样的一团。我想，面点工的故乡或许靠

近海？

你家是农村？海边的？是农村，不在

海边。人多地少的穷地方。在家不好

吗？家乡人出来打工的多，我就是十几年

前跟着亲戚一起出来的。弟弟也在广渠门

做面点工，家乡人在北京做面点的很多。

我忽然想到一种现象：北京城里的打

工者，是有着一村一片亲友同来的现象。

江西的理发师，河南的保安，安徽人开的

复印店，山东人爱干物流业……的确有这

种现象。面点工家是福建，福建人在北

京，不光有做医疗的医生，也有贩卖海产

品的一帮，还有搞装修装饰的一帮，当然

也有类似面点师专做面点的这一帮。

我把手机放在面粉上，试图想拍一段

视频，几次想立在面粉袋上，但面粉袋不

平整。旁边全身落满面粉的女子，递过来

一个手机架，我把手机放在上面。

我老婆。和我一起做工的。你爱

人？也是你老家的？你们一天能做多少

面？三四百斤吧！早晨四点多起床，忙到

晚上。定做的客户要是多，还要加班。

说话间，进来一位大娘。面点工问

大娘要哪一种面条？大娘熟练地一指，

面点工的爱人将一把面条飞速装进塑料

袋子里，一称，不多不少，正是一斤。大娘

喜气洋洋地递上钱。三块五。我问，一直

这个价？

面点师说：前不久刚提了价。原来三

块。实在顶不住了，房租、面粉都涨价

了。多少年没涨价，不涨价，就再也做不

下去了。毕竟小本生意，挣个辛苦钱。面

点师低沉着声音说。

旋进来一位高个子男子，白色的面包

服，比面点师高出一大头，比我就更高

了。我儿子，18 岁。去年来的北京。初

中毕业，不能在家呆着啊！帮我送货。几

个孩子？两个，女儿在老家，上五年级。

过一段时间，我要让孩子出去找个事干。

面点师说。

面点师把刚才那一坨面，先变成了折

叠的海带，又变成了一绺绺面条，再在案

板上撒上玉米粉，面条们在玉米面粉里滚

几下，甩一甩，就不会黏连在一起了。捏

开、旋转、打绺、入箱。孩子一箱子一箱子

地再送出去。大主顾是饭店，小主顾是私

人，私买者，大多是周边的百姓。高个子

儿子，像一个勤快的小燕子，一会儿出去

一趟。要提前加工好，要不人家急着要，

会来不及。面点师瓮声瓮气地说。

一位女子闪进来，先交钱，再要面

皮。再年轻一点的顾客，会扫案板上的二

维码。交钱的方式，老中青顾客，真不一

样。年轻的，全部扫二维码；中年的，有的

扫码，有的交钱；年老的，则全部给现金。

我看到一位老人，一块一块地给，我想起

当年卖鸡蛋攒钱的母亲，她对钱的珍惜，也

如这位顾客。都是老主顾。面点师说，也

赊账。好像验证似的，正有顾客进来没给

钱，说赊着，也把面拿走了。面点师笑笑。

租的房子很远吗？面点师手一指马

路对面的胡同，租了一间，房租一千多元

吧！三口人一个月能挣多少钱？一万元

左右吧！疫情紧张的时候，不行。

进来一个白眉毛老头。黑帽子、黑棉

衣，浅青色的裤子，看上去，老人十分利

落。对这里的面食，最大的感觉是什么？

我问白眉毛老人。

吃饱了不饿，这是最大的特点。大爷调

侃着说。转而大爷沉缓地说：这面，筋道，吃

在嘴里爽滑，好吃，我一直买这里的面食

吃。您原来在哪里工作？故宫。故宫？！

我连问了几位在故宫工作的朋友状

况，老先生对答如流。这位在皇宫里工作

了一辈子的老者，如今退休了，也来享受

这每日买面条的平民时光。无论人在什

么位置，总离不开一个吃字啊！老人在故

宫看惯了高墙大院、国宝金樽，最终也离

不开面点工勤劳的双手供养啊！

顾客突然多起来了，面点师已做好了

几大盆面条。一绺绺面条，看上去整齐划

一，像在接受面点师的检验，面点师十分

满意地笑着，他停下手里的活。面点师的

儿子为我俩拍照，面点师拉下脸上的口

罩，整个脸上的笑意就都看到了。没有疫

情的时候，你戴口罩吗？开始不戴，但夏

天面粉糊鼻子，喉咙也难受，后来只好戴

了。干这活，容易得职业病，面粉不脏，但

会影响心肺。面点师笑着，再往下拉一拉

口罩。在那狭窄的门口，面点师的儿子将

我俩定格。

我又给面点师与他儿子合了影。面

点师的儿子脱下口罩，才看出那一脸的稚

气。这位十八岁的孩子，和他爸爸一样，

只是初中毕业，未来的道路还很漫长。面

点师夫妻一年四季在外面求生活，没有更

多的时间过问孩子。那位读五年级的女

儿，只好放在姥姥家。隔辈人带孙子、孙

女，已成了当下农村的常态。面点师的儿

子这一代，他们将来的儿女受教育的程度

如何？也是一个未知数。

门旁的那几袋面鱼儿，擦亮了我的眼

睛，我要了八斤，我问面点师多少钱，面点

师说要是人家就是三十块钱，今天，我想

着他们，他就不收钱了。我说，那坚决不

行。我偷偷扫了案板上的二维码，付了五

十元钱。面点师一脸惶惶然。这是一个

干活的实在人，只见他抓起一把面条硬要

塞给我，被我反复推让拒绝了。面点工的

辛苦，我看在眼里。

这附近的居民，因了面点师十几年的

存在，维系着生活的平淡和安逸。大娘感

受到筋道，白眉毛大爷品尝到滑溜，那位

年轻女子则感到好吃……不同的百姓，以

不同的味觉，感受着面点师的手工制品，

而岁月就在这样一双粗手中，匆匆度过

了。面点师家是福建仙游。他没有像故

乡的名字一样做到仙游，却每天揉面讨生

活，我知道仙游古今历史上出过许多名

人，但面点师默默地工作，却牵连着京城

的千家万户。每天几百家百姓，都在享用

他的面食，这该是多大的造化啊！

早晨清冷，到了中午，温度升到十摄氏度

以上。在秘境的柳林里，听到了几只白头鹎的

叫声；还有从树林里飞出的一只啄木鸟，像水

波一样波动着飞了过去。几乎在同时，一只

斑鸠从低处的树丛中飞到了高高的柳树上。

出门遇到这些鸟，心里高兴，毕竟，在大

地上，鸟是你关心的，也是关心你的生灵。

如果一天听不到它们的叫声，看不见它们的

身影，我会感觉日子低沉，心灰意冷，好像心

里缺失了什么。只有在鸟声里，心情才会出

奇地舒畅，眼明耳聪，脚步轻捷，这也是鸟儿

对我的关心吧。

高处的树叶落了之后，在低矮的景观榆

树绿化带的边上，金银木的树叶还是绿的，

它们红色的浆果还正处于成熟期，不像绿道

边上的金银木的浆果，基本被白头鹎和灰椋

鸟吃得所剩无几。

麦冬在树叶下还是绿色的，它们的果实

前一段被园艺工采摘了，等明年开春要种在

湖边的斜坡上，等麦冬长出来，防雨护坡。

在雪中，麦冬也是保持绿色，麦冬耐寒又可

以生长在树下，所以，许多地方的公园里都

能见到麦冬。

雪落了一场，忍冬花在竹亭南边的斜坡

上还在开着，我把忍冬花的照片发给朋友看，

他不胜惊讶问这是什么花，在这样的季节还如

此奔放。在立冬和小雪节气过去了许多日子

后，忍冬还在开着花，对不习花性的人看来的

确不可思议。我说，想想看，它为什么叫忍

冬？朋友似乎有所理解和觉悟：它是忍冬花啊。

在这片柳树林里见不到白头鹎的鸟

窝。可是它们的确在这几棵树上安了家。

安了家，一年四季这几棵树就是它们的家。

所以不管一年里何时从这些树下走过，都会

听到他们家长里短的谈话。它们怎么叫或

者高低上下地飞来飞去，都像我们小时候在

故乡的家里，那样随意和自在，一切都是童

年的美好。鸟儿在自己的家园里，我突然感

到它们永远是孩子，永远是童年。所以，鸟

儿的叫声，仿佛在唤我回到童年的时光。

今天天气回温，阳光明媚，西南风微醺，

暖暖的，有种初春的气息。在这样的中午，

各种鸟儿倾巢出动，那些多久不见的棕头鸦

雀，小黄雀，山雀，也都在树林间穿来穿去，

叫声也是那样轻柔和别致，好像这时候是它

们冬天里的节日一样，它们羽毛艳丽光滑，

三五成群，踏青和游湖，结伴在秘境里。

此时，我又看见一只大斑啄木鸟，落上

了身边的一棵槐树上，它自下而上地搜索

着，等到了有枯树枝的树杈里时才停下来，

轻叩了几下，像是访客的敲门声。但是它却

不是访客，而是审判者，对于那些躲藏在树

木里的蛀虫来说，这叩击却让蛀虫惊心动

魄，心惊胆战。也许这世界有了啄木鸟，就

是一种启示与神谕，也仿佛在警示着人们，

如果是一只蛀虫，你永远无处可藏，无处可

躲，随时有啄木鸟的叩击声，那不是击碎你

的噩梦，而是让你的美梦破灭的“达摩克利

斯之剑”高悬在你的头顶。

我听到树林中不断传来的啄木鸟的叩

击声，树林里回响的传递的很远的啄木鸟的

叩击声，似乎是树木从心里发出的感激的心

声。有了这些啄木鸟，树木们才安心生长，

追逐阳光。你看吧，栾树林里的小栾树也一

天天长大，黑枣树在与白蜡树和榆树比高，

火炬树的树苗已经蔓延成了秘境里的秘

境。枫树林，洋槐树林，以及松树林，没有几

年的工夫，已经让小树林成为了森林。

那些野山桃树的小苗，它们点缀在树林

之中，让森林俨然是神秘而落英缤纷、芳草鲜

美的桃花源。我总是在它的春天忘归，在它的

夏天里蒙福在树荫中，在它枫叶黄栌和火炬树

染红的秋天里流连忘返，在它的冬雪中踏出第

一行脚步。在这样的每一个时刻，鸟儿也是如

我一样欣喜，我如鸟儿一样欣喜不已，在四季

的美中吟诗或者歌唱，这些都是真纯的心音。

我看到低飞的灰喜鹊，好像要穿过所有

的树枝与树叶，树叶和树叶之间的路径，仿

佛就是我走在秘境里的小径，每一天走过的

同一条小径又是不同的路径。那是昨天开

放的打碗花，那是今天开放的紫菀花，那是

明天的白屈菜花。它们在路边，在树林里，

在草地上，在秘境，那些风起云涌，那些早

霞晚霞，那些细雨飞雪，那些星空月夜，那

些金鸡菊和二月兰，那菜地边上的石凳与

茶饮，还有松鼠藏在菜园里的松果，以及喜

鹊站在树枝头宣示领地般拉长了的夸张的

叫声……这一切，都在我的心里有了位置，

也在我的心里有了这百花百草百鸟的树林。

在火炬树和洋槐树林的交界处，我看到

扶芳藤，在冬天它们的叶子似乎长成了槐树

和洋槐树的叶子，我发现，扶芳藤已经和槐树

的树干长在了一起，它们相生相依，似乎是爱

的故事，在这秘境里化成了情的美与爱的诗。

我走在栾树林里，刚刚早晨霜冻的土地

融化了，大地松软，树叶富有弹性，我想朝着

月见湖走的脚步，被秘境里的小径与鸟声迷

住了。它们知道，在这里，我永远逃不出秘

境的掌心。

辞旧迎新，翻开新的一页
关于春天的好日子，接踵而来
春联张开了火红的双臂
正拥抱归家的游子
把虫鸣燕语打开，把柳绿桃红打开
春风早早地铺开了一条锦绣大道

喜上眉梢，一个崭新的时代
雨后春笋般的蓓蕾，举起嫩绿的信仰
伸出一双双温暖的手、勤劳的手
领着春光走，让所有的灵感入土生根
打开封闭的阳台，呼吸新鲜的空气
让生命流动出绚丽的色彩

我们都是奋斗者
揣一把种子和泥土
踏着晨露，踩着春的韵脚
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开启新征程
带去春的福祉，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续写“春天的故事”
让爽朗的笑，跌宕出一支澎湃的歌

新年快乐

冬季，一天天迫近圆满
落日西沉，晚霞迅速兑换阳光
黑夜浇灌星斗
我置换出内心的黄金

白雪举着灯盏，在灯下，读诗，抚琴
用二十四种不同的声音
河流远去，万象更新
连同那些高蹈而辽远的事物

今夜，我写下新年快乐——
这最后的献词
光明的神，已守望在黎明的门楣
时光的骏马已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

先于哲人抵达的
是溅起一路星火的——噼啪的鞭炮声
仿佛哒哒的马蹄声
闯进了我幸福的童年

迎新春（外一首）
■ 黑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