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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的梦
■ 梁兴悦

芸芸大千世界，每一个小小的身体里，

大概都有一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大大

梦想。无奈身处工作“围城”，并不能随时实

现从西北边疆到南海边陲的“万里之遥”，所

以当友人提出自驾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草

原天路时，几乎是一拍即合。

我们是从野狐岭上天路的，开车沿着天

路，边走边玩。说是草原，并不平坦，叫成丘

陵应该更贴切一些，草也并不茂盛，间或能

看到砂石裸露着，远处成群的牛羊在低头吃

草，听到牧人的吆喝声和牧羊犬的吠声，牛

群奔跑的速度是极快的，瞬间就带起尘土飞

扬，索性坐在石头上，逆光看夕阳、牛群、远

处孩子们的嬉笑奔跑和这世间无尽的滚滚

红尘。卡丁车和小矮马是最常见的娱乐项

目，我们一行人都不太会骑马，自然感受不

到草原上驰骋的快乐，只有由着牵马人转

悠，那马也是悠闲，时而晃晃尾巴，时而打个

鼾，像极了周五傍晚要下班的“白领”。我们

倒也享受着悠闲的马背时光，没有颠簸，随

意摆造型拍“照骗”。夜幕不知不觉挤走了

最后一丝夕阳，天边的星也三三两两地眨起

了眼睛，民宿里烤羊排鲜美无比，酒足饭饱

后一夜酣睡。

清晨的天路，水汽极重，露珠沾满草叶，

蜻蜓也无法扇动轻薄的翅膀了。雨没有征

兆地来了，没有前奏，劈头盖脸地砸在脸上、

身上，冰凉带着疼痛，离寓所已经有一段距

离了，正在不知所措时，前方有座小木屋，三

步并作两步跑到屋檐下避雨。“要不要进来避

雨，这山上的天气就是这样，雨说来就来”，一

口浓重的张北口音从木屋里飘出，从窗户探

头进去，椅背上靠着个六十多岁的老伯。

“你是哪里人？”

“天津人”，我答道。

“我这捡到的身份证里就有两张天津

的，你看看认识不？都捡了一年多了，也没

遇到个认识的人带回去”，说罢老伯打开抽

屉，找出那两张身份证从窗口递给我。

“天津这么大，碰到认识的概率不大。”

我看了看姓名和地址又递了回去。

善良的张北老伯，可能一辈子也没走

出过这草原，丢了一年多的身份证，失主该

是早已重新补办过了，还是留给你做个纪

念吧。

雨小了，我离开小木屋，回寓所吃过早

餐，离开民宿继续驾车前行，车开着窗，我们

享受着风吹脸庞的愉悦。老远就看到前面

坡上是成片成片的紫，像一大片薰衣草园，

近了才知道，这是一种农作物，叫做亚麻，这

花着实好看，比薰衣草更加柔媚，还泛着清

香。路过的车辆无不驻足拍照，一些控制不

住想要把美尽收眼底的游客，还顺着畦陇误

入了亚麻深处。路旁蹲着除草的农人并不

恼，缓慢站起来，摘下草帽，对着田里的游客

慢悠悠地喊：“拍照可以，不要踩坏了我的亚

麻呀，要影响收成的。”喊完了，也不看众人

的反应，蹲下去继续除草了。出不出来的决

定权倒留给了游客，习惯了别处聒噪地播放

循环广播，围护栏、拉警戒线的提醒方式，游

客们先是一惊，接着倒有些不知所措了，赶

紧退出亚麻地，生怕一脚下去，秋天就少结

出几颗亚麻种子似的。

一路走来，感慨颇深，一股由衷的敬佩

从心底升起，是张北草原这片拥有博大胸怀

的土地，才孕育出了这样一群淳朴、善良的

张北人民。老伯和农民，只是张北千千万万

人民的缩影，他们将淳朴和善良在这片土地

上代代繁衍。穿过祖国许多的山川与大河，

也走过许多的城市和街巷，却是这次短途旅

行，让我对旅行的意义有了更深的感悟，我

想，发现美丽风景背后的善良人性之美，才

是旅行最珍贵的收获吧！

天路纪行
■ 赵祥云

美国自然文学作家梭罗在《瓦尔登湖》

里曾经描述：孤独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我理

解这种孤独的美好是来自独处的时光。我

喜欢独处，并愿意在独处时将自己徜徉在艺

术作品带来的风景中，煮一壶茶或者沏一杯

咖啡听一首歌，读一本画集亦或翻看走进艺

术博物馆时的老照片，回忆因艺术作品带来

的愉悦心情。

当2022年第一场春雪洋洋洒洒飘落的

时候，我兴奋得带上韩愈的诗句“白雪却嫌

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奔赴家乡——滨

城渤海湾蔡家堡村老渔港码头踏雪听海。

灰蒙蒙水天一色的大海寥廓而又苍茫，海风

推起了波澜卷起千堆雪，漫天飞舞的雪花轻

轻地触摸着海面上的浮冰，就像覆盖了一层

松软的雪白的新疆棉的被子，一动一静像极

了水彩画的倒影。这幅大自然绘制的风景

画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它让我想起美国水彩

画艺术家安德鲁·怀斯的作品《海风》，作品

与其生活的乡土深深结合在一起，触动着我

们心灵的记忆。尽管在冷澈的海风中我被

风雪缠绕得瑟瑟发抖，但心中却荡漾出“面

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诗意与安暖。

海边的生活是自然而又直接、平凡和简

单的。寻常的日子里并不缺少美丽的风景，

而是需要我们走进自然，去发现、去触摸、去

感知那种纯粹的物质，而精神的表达方式无

论文学还是绘画亦或摄影都是我们表达内

心感受的表现方式。这种表现方式是需要

依据情绪来选择的，文学作品、水彩等艺术

作品都可以传递直抵心灵的感受，梭罗说

“每一个早晨都是愉快的邀请，人们感到难

过的冬天正跟冰雪一起消融，我不比瓦尔登

湖更寂寞，因为蜇伏的生命开始舒展了。”怀

斯在他的代表作品《克里斯蒂娜的世界》里

呈现出的孤寂和空旷以及乡土诗情深深地

撼动着我们的心灵。无论梭罗的文学作品

还是怀斯的水彩画作品都是自然流淌出来

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对自然乡土的热

爱与眷恋。就像踏雪听海的我们在积雪晨

飞的海边，穿过被潮水风蚀的渔船，急步走

近憨直率真的渔民热络地与他攀谈，浓郁的

乡音，黝黑的脸庞上写满岁月的皱纹，并不

陌生的亲切感让我们有了复活和新生。这

种兴奋感源于我们内心深处对于自然的感

知和对乡土诗情的执著。

我喜欢海边的漫步，更喜欢聆听鸟浪共

鸣中的歌唱，那穿越云层的鸣音会将我的思

绪带进怀斯的作品《窗外》之中，仿佛一束光

从窗外而来温暖了我独处的心灵。这样的

意向与梭罗的文学意境有相同的表达：他们

都以大自然作元素，细腻的描绘着简朴的房

屋、孤寂的海滩、芬芳的泥土、优柔的花草，

他们以极简的风格写实着他们独处时的生

活，在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环境中寻找着心灵

的慰藉，那是一种宁静致远的美好。我想，

他们所崇尚的自然情感，就是我们憧憬的

诗和远方吧。

当艺术的灵感与心灵的情感碰撞在一

起的时候，我们便会懂得走进艺术馆欣赏绘

画作品那种直视与作品对话的愉悦、伤感、

思考……久而久之，那些从自然中获得的灵

感而原创出的经典艺术作品将会影响你的

精神世界，给你带来田园气息，那是你的桃

花源，你会自然地将自己融进画面之中,画

中看海的你也许就是那幅水彩的倒影。何

其幸福！

水彩的倒影
■ 甄永清

2022年3月21日
星期一中国新经济文学

偶然刷到一个短视频。鸟鸣声声，流水

渐渐。飘逸的线条浓淡相宜，随意泼洒的绿

色点彩包罗万象，点线交织，生发变奏，春天

的画卷徐徐展开，诗意盎然，生机勃勃的秀

美春色便扑面而来。

是吴冠中先生的国画《春如线》。“春如

线”，看到的瞬间，一下顿住，只觉电流般的

轻微颤栗自大脑传入脊柱，游走于指尖心

间。描写春天的词语千千万，“春如线”，没有

比这更奇妙的比喻了，春风是线，流水是线，

春雨是线，春柳是线……线线相生，线线相

牵，晕染出一个杏雨梨云、明媚绚烂的春天。

一下子想到了日日走过的河边。春阳

暖暖，春水涣涣。清溪河旖旎而来，若一条

流光焕彩的银线。仿佛就在昨日，还是枯萎

萧瑟一片，不知哪位丹青高手，打马过河边，

一时兴起，执了画笔，在春天的宣纸上轻轻

一挥，于是卵石下沉，河床丰盈，清风徐徐

来，墨香悠悠荡。

光阴是养在天地之间的蚕，春蚕昨夜眠

方起，春蚕今朝食叶欢。岸边垂柳，依依复

袅袅。梦里蝉声远，春去春归来。柳眼初

开，柳眉初展。迎风起舞，临水照影，风情万

种，流转顾盼。春风吻过了，春雨洗过了，柳

条儿一天天软起来，绿起来，媚起来。寒风

又变为春柳，条条看即烟濛濛。柳是春风的

弦，柳是渐变的线，柳是春天的眉，眉眼盈盈

处，多么温柔缱绻的所在呀，可否容我长醉，

即使水边一宿柳下一眠？

袅晴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袅袅

飘动的游丝，寂静无人的庭院，温风如酒，春

色恼人。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

院。春光荡漾，春心萌动，深闺女子千思万

绪，闲愁点点，如春光中漂浮的细丝，那么明

媚，那么忧伤，丝丝入心，历历可感。

春如线。乡村的春，是另一种线，质朴，

柔软，原生态，近乎纯棉。鸟雀呼晴，节气催

人。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始。田野里，有

人推了铁牛，有人扛了锄头，把捂得白白净

净的腿插在软软的泥里。新鲜的泥土翻出

来，枯黄的稻茬埋下去。潦草的稻田被修整

一新，开厢挖沟，引水分流，田字格里写诗，

方块泥上作画。横线竖线交叉，曲线弧线飞

舞，酵好的自然肥泼下去，金黄的稻谷撒下

去，新竹弯成弓插下去，覆以地膜，压以软

泥。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此后，暖阳

照方田，和风抚新禾。

母亲牵着小牛，父亲扶着犁耙，在褐色

土地上来来回回地走。小牛左一下，右一

下，高一脚，低一脚，怎么也走不出符合要求

的直线来。“沟！”“沟！”父亲低声吆喝，一遍

又一遍，细长的桑枝扬成一段柔软的弧线，

时高时低，却不舍得落在牛的腿上背上。那

腿那背皮毛光滑，油光水亮，长尾一甩，便是

春日田野上最动人的线条。父亲有的是耐

性，他陪着小牛，讲方法，说技巧，好像他说

的它都懂。牛要耕，马要骑，孩子不教就调

皮。父亲呵呵地笑。犁耙翻起的泥土，新鲜

而酥软，散发出让人沉静的气息。

在母亲的牵引下，在父亲的督促中，走

着走着，小牛低头轻嗅，嗅出了青草的香，玉

米的香，麦子的香……仰头一哞，长长的尾

巴一甩，欢欢喜喜走出一条条规规矩矩的直

线来。泥土翻涌，田垄成线。村北村南叫杜

鹃，蓑披春雨柳含烟。要不了多久，这些褐

色的线条便会绿意盎然，夏的葱茏、秋的金

黄将把大地的画框填满。

再抬头，黑弹树上，那些颤动于寒风中

的钢丝柔软起来，枝头，水墨已渐变成水粉，

绿意浮动，隐约成淡烟微岚，轻盈缥缈若梦

中的琴音。蓝空之下，燕子停在电线上，仿

佛五线谱上的音符。叽叽叽，喈喈喈，抹了

蜜似的，圆润而欢愉。

春如线，金丝银缕，麻线棉线，无不美

好，无不短暂。仿佛一声咳嗽，摇曳的线条

就将翩然远去，消失不见。忍不住掏出手

机，照片是时间的偈语，每一声快门都是送

别。春去也，花落无言，而怀想与珍惜，必将

长留心间。

春如线
■ 王优

三月，北方乍暖还寒，却阻止不了万

物苏醒。那丛迎春的枝条，倒挂着东风，

欲语还休。

虽然冰雪刚刚融化，虽然枯木依然

枯着，虽然春天的风里依然有冷冽的霸

道。但你早没了严迫和寒凜。即使你仍

然有恒固的体温，我却只能用春天的心

情看你。

毕竟三月已经来了，它推动着时光

的流动，令阳光一点点变暖。我们的脚

步也由笨拙变得轻快。

没有绿色，没有生长，然，脚下湿漉

漉浸满雪水的泥泞里，蒲草的根系枝枝

蔓蔓着，春的气息在苒苒升起，春的意境

扑朔迷离，一朝春风吹又生。

一旦想到已是春天，总怀着饶有兴

趣的心情细看每个枝头。树不会负我，

它那丰满的苞芽已蓄势待发，那含黄的

枣花骨朵已在悄然绽妍。多好，这就是

春天，无数生命启航的码头。

这个季节是极好的，希望的帷幔徐

徐开启，继而山高水长，转瞬万物复苏，

徜徉沐浴春风的季节。耳鼓里有不尽

的鸟鸣，眼界前是奇丽的花海，这口鼻

填香的时光会延伸到夏，到秋。我徜徉

小径，我戏水溪流，我仰躺草地，我静坐

山峁……听春风徐徐来。

但是呢，眼时，距离脱掉棉衣还有些

时日，距离春暖花开还有一段日子，但春

天的明媚已经驻扎在心里了。是的，它

已经在心里了。它正在赶来的路上。耐

心一点，喜悦一点，别急。

我专注过一颗草的发芽成长，见证

过一群孩子的长大成人，也经历过一个

小城的崛起和发展。还有一条被我走过

无数次的斑驳的小路，这些漫时光被生

活打磨得鲜亮，在这样的光影里，我的期

盼如爱情一样美好，我倒是不急的。

寒冷，枯燥，乏味，压抑，冬天滋生的

这些无趣总该卸下去了。从我们的脑子

里，从我们的肩膀上，从我们的双眸中，从

我们的心头。如果能够做得更好，还从我

们的意识里，卸下去吧。我们肢体的灵活

已不如从前，还背着这些无趣的玩意磕绊

生活，倒对不起这年年如是的新春了!

万物是有灵性的，可以去郊外走走，

草木丛林，原野清风，尽管枯着，但它有复

活的能力，这样的能力简单又顽强。和它

对话，和它共处，和它对视，便能触碰到它

博大深究的精髓，与人的共性为伍。

我们怡情这春天，我们衷情所爱的

人，我们企盼和平与健康，大爱在脑海，

小情在心间。

说来说去，还是有点急迫了，希望硝

烟滚滚的战场消失，希望肆虐不断的疫

情早点结束。春天一来，邪恶与疾病在

光天化日之下就会日渐消散的罢？

多么温暖的人世间。也许我们的期

盼与春天没有多大关系，但是春天，已然

在我的心里复活了!复活了的，还有脚下

一片片广袤的土地。没有唤不醒的人，

醒了的人，更懂得爱和珍惜。

等待是个迷人的词，圆满的事物总

是从假设开始？多半的情感，终是长不

成果实，不是错过花期，便是在时光里零

落。春天是用来渴望的，我决定从速去

网购几枝“春欲放”，驮上红色的心事，向

着芬芳，慢慢靠近。

早春序曲
■ 郭之雨

一棵五彩椒，带着去年干硬鲜红的果实

和泛黄的叶子，走过漫长的冬季，走进了又

一个春天里。早春的阳光照在它的枝杈上，

枝杈的顶端长出了鲜嫩的米粒大小的叶片，

几颗青色的新鲜果实，沉睡了整个冬天，如

今泛着一层紫色的光泽。

复苏的生命，用它不动声色的变化，吸

引着有心人的关注，不争不抢，慢慢妖娆。

这棵五彩椒本就是个惊喜。去年春天，

我在露台的两个大花盆里洒下很多五彩椒

种子。可惜嫩绿的小苗钻出泥土不久，就

全都干枯了。尽管每个周末我都认真浇

水，无奈它们太孱弱，我只能望着它们慢

慢死去，束手无策。播下种子时对美丽的

五彩椒的期待，被失败的现实无情埋葬。

从此，我再不去露台，早出晚归的作息，让

我没有闲情逸致流连于那里，何况我期待

的美景并没有出现。当有一天傍晚，我的

目光偶然略过露台的时候，透过花盆里高

高的狗尾草，我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色

彩，我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时已是

秋季，借着傍晚昏暗的光线，我仔细再看，

那些紫色的、红色的、青色的、黄色的、橘

黄色的果实，就像一颗颗五彩的糖果，又

像一盏盏可爱的小灯笼，挂满了枝头。

我兴奋地打开露台久久关闭的门，跑过

去确认自己的惊人发现。一棵五彩椒——

只有一棵，在花盆里长得根粗苗壮，周围的

野草没能将它包围，更没能阻止它茁壮成长、

结出累累果实。我迅速拔掉周围的杂草，将

略有些倾斜的主干扶正，找来一支筷子，插在

主干旁边的泥土里，并用一根线绳把主干和

筷子绑在一起。这么一固定，五彩椒的身姿

笔直挺拔，那些绚丽的果实，在昏暗的傍晚，

闪烁着霓虹般的光彩，精致而又迷人。

立冬以后，天气越来越冷，我把这棵宝

贵的五彩椒搬进了屋里。室内暖气充足，室

温始终在二十度左右，五彩椒被我放在阳台

上，每天它都沐浴在冬日的阳光里。进入冬

天的五彩椒，果实全部转红，叶片有的枯黄，

有的半黄半绿，枝杈不再浓绿，而是灰黄的

土色。它保持这个样子一动不动，它的生命

就像静止在那里，日复一日，犹如一潭深水，

沉静无澜。它经历过冬天的寒冷，知道那番

严酷的滋味，那日渐干硬褶皱满身的果实、

像火烧般枯黄的叶片、酥脆易折的枝杈，是

冬天给予它的伤痕，它带着这些伤痕一天天向

前走，用遍体鳞伤去迎接又一个春天的降临。

这世上最坚强的生命往往都少有人照

顾，就像这棵自生自长的五彩椒，直到它结

出了满枝的果实，我才发现它的存在。这个

冬天，除了把它搬进室内，偶尔浇点儿清水，

我并没有做什么，而它似乎也不需要我格外

的呵护。它为它自己而活，不管有没有目光

关注，它为它自己负责，不惊扰任何人。世

间许多弱小的生命，都有着惊人的勇气和力

量，即便走过冷冬般至暗时刻，仍是一副恬

淡开阔、与世无争的姿态，只是当那至暗时

刻一过，它便神奇地复活，把一副清澈的模

样还给这个并不总是友好的世界。

每当我去观察这棵走过了冬天的五彩

椒，总会被它撩拨起内心最柔软的那一点儿

感动，在它旁边一蹲就是很久很久。我触摸

它的叶片、它的果实、它的枝杈，那些旧伤还

疼不疼？干硬的果实在我指尖噼里啪啦下

落，顷刻之间，我发觉自己的生命与它何其

相似。谁没有过至暗时刻，谁没经历过生命

中的寒冬，可是，春天总会到来。抛却旧伤，

向前走吧，穿过风雨雷电，沐浴妩媚春光，任

谁都会轻叹一声：人世间，多美好！

一棵五彩椒
■ 李欣颐

你来了，春便也来了
红的红了，绿的绿了
你来了，花便也开了
桃是桃的粉，杏是杏的白
你来了，山里的梦就涨起来
像山溪的水，打湿了背洼洼，打湿

了圪墚墚

你听
一声唢呐的高呼
唤醒了沉睡的山峦
一曲信天游的嘶吼
把那西北的流岚唱成了海油的

赞歌

海油的汉子们
你们来了，红色的工服
就像一朵朵山丹丹花
盛开在黄土的大地

你们来，是从海洋转战到陆地
把大海宽广的爱糅进大山的苍茫
你们来，是从常规油气向非常规

油气领域进军
肩负一身的使命
展现二度创业的荣光

钻塔的银簪绾起白云的长发
压裂的军阵站立成雄伟的长城
一声声轰鸣，一声声呐喊
每一个音节都是黄土的快乐
每一次律动都是大地的欢歌

风扬起黄沙 嗅一嗅风中的蔷薇
雨打的帐篷 尝一尝山雨土涩的

滋味
雪后的苍茫 吟诵着“北国风光”

豪迈的诗篇
星亮亮的夜来影幢幢的灯
爬上那山峁找信号，道不尽的话

语亲格人人的心

嚯，中国海油
这驻在深山的海上陆战队
一年四季 不计苦和辛
日头头晒红了臂弯弯
豆大的汗珠砸下来
砸出了岁月，砸出了思念，砸出了

滚烫的青春

嚯，中国海油
这扎进深山的海上陆战队
当钻头第一次打动大山的心房
这千年的寂寞便从地壳中崛起
任原始的野性奔突
迸发出磅礴的力量 荡气回肠
挥舞成狂草的龙

嚯，中国海油
打进深山的海上陆战队
在这片愚公移山的顽强的黄土地
在这片后羿射日的倔强的黄土地
拾掇起满山山的音符
唱出春天的歌
唱出海油的魂

春日的夜晚，最适合读书了。捧一

卷书，靠在床头，窗外是无边的黑夜，手

中是有爱的世界。这时若有微风习习，

再伴小雨淅沥，那便如李清照所写，“枕

上诗书闲处好，门前风景雨来佳”，实在

是赏心乐事。

爱书之人，无处不可读书，无时不可

读书。在风光无限的春日里徜徉书海，便

与整个春天相约。从立春开始，料峭的春

风就来到了窗边，清朗里裹挟着一丝寒

意，唤醒沉睡一冬的草木，也敲散读书人

心头朦胧的睡意。随着万物的生长，春风

变得温和起来，她温柔地拂过嫩芽，划过

水面，拥抱这世间的每一个生命。当她轻

轻地掀开你的书页，仿佛是她在用特别

的方式在邀请你，“来吧，一起读书吧。”

然后，雨滴也随着春风来了，它悄悄

潜入了这夜色中。当你放下书卷，起身

推窗，刹那间，那湿润的混杂着泥土和草

木芬芳的气息便扑面而来。那样淳朴，

又那样热情。一时间，风的气味、雨的气

味，与书香杂糅，缠绵又分明。深吸一

口，只需一口，便足以陶醉整个四季。此

时此刻，便是读书的最好时机。窗外，是

雨滴的旅行；灯下，是心灵的远足。

是从什么时候爱上读书的呢？就是

在一个这样的氤氲着草木芳香的雨夜

吧。是读了一篇绘满风景的散文，又或

是一篇撩动心弦的故事，无数的文字在

书页上绽放出花朵，灵魂在花香中挣脱

了肉体的束缚，去了那方葱郁的天地遨

游。随着故事中的人物，尝尽酸甜苦辣，

看遍花开日落。待合卷之时，感春风拂

面，听雨声淅沥，一切都仿佛豁然开朗。

这迷人的夜色里，春风吹落细雨，洒向大

地，也洒进了读书人的心田。若我的心

是一片渴望滋润的土地，那此刻也定如

那路灯下的石板路，泛着粼粼波光，有细

流涓涓而动。

宋朝诗人翁森在《四时读书乐》中写

道：“读书之乐乐无穷”。爱读之人，各得

其乐。对我来说，读书之乐不在于给生

活和命运带来反馈，而在于“喜爱”本

身。因为喜爱，所以快乐。就像我喜欢

春天，也喜欢春天的风、春天的雨，还有

在春风夜雨中与书香为伴。

春风夜雨书为伴
■ 许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