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一本童话书上
我看见了未来
有很多条路通向它
我看见苍鹭飞向它
花朵移动着脚步也走向它
我和很多的伙伴
各人背着各自的水壶
大家约好我们，去拜访未来那

是春天还没来的时候
苍鹭的翅膀是胆怯的
花朵的蕾是羞涩的
我们的脚步开始发热
路上的石子很多
有点硌脚
草开始萌发
散发着微小的绿色
我和伙伴们走着
大家明白
未来就在路的那头
在春天那里
大家的眼里流露着渴望
我们喊着未来，未来
大家猜测着未来
它的颜色、它的毛发、它的领

地、它的传奇历史
它是植物
还是动物
它和蔼可亲还是冷若冰霜
它的根须扎在哪里
它的歌声快响起来了吗
我们走着
自己给自己下着命令
跟上，别掉队
我们都是勇士

未来就是我们的勋章
我们看到了未来
未来已来
它举着马灯和信号旗唱着歌
歌词是亲爱的伙伴
欢迎你！

老城故事

我在遥望远山时
白云在上空显得十分悠闲
我也学着像白云一样
很悠闲地举着相机拍照
一只黄狗紧随我身后
我想为它拍个照
它摇着尾巴向远处跑去
我悠闲地转着
再次遇见了这只黄狗
它在老城门下望着我
我挥挥手回应了它的
有些发黄的眼睛
它引领着我走向更远处
我看见古老的城墙有些倾斜
用各种树木，铁物支撑着
门旁的狮兽
也不再威风的怒目圆睁
风起时，一片昏黄扑来
我仿佛看见
树影与城影同时晃动
我的神经也晃动了一下
于是我拍下了这一幕
残缺的城墙
黄沙飞扬
还有一只和城墙一样颜色的狗
在这里守望……

我看见了未来（外一首）
■ 商泽军

诗意滨海

诗/滹沱 图/贾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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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默之境
■ 贾小勇

中 国 新 经 济 文 学 专
刊

却顾所来径
■ 王优

还记得，那年考后的晚宴上，略略几杯淡酒

之后，便早早退场。云执意相送，我再三推辞，

他笑着说，老师，我想跟你谈谈。心下一动，和

他一道走了出来。他说，今年的题普遍偏浅，对

他不利，一本线会很高，他可能上不去。做理综

速度过慢，有几个题没完成。

我拍拍他的肩膀，看着他的眼睛，微笑着

说，这一年，你的所有努力，我都看到了，大家也

有目共睹。相信自己，结果没出来，不要东想西

想。夜风微凉，雨点飘下来。

6月22日那天傍晚，下楼去广场上溜达。树

影婆娑，星月隐匿，苍穹无边，寂静寥廓。盘踞十

多天的燥热似好斗的猛兽，终于筋疲力竭，暴烈

不再，威风扫地，在雷公低沉的怒喝声中，睁着血

红的眼睛灰溜溜地遁入远方山林……

还有三个多小时，高考成绩就将揭晓。许多

人期待着那一刻，又担心着那一刻。多年的奋斗，

多日的期盼，忐忑，憧憬，终于尘埃落定，再无悬

念。惊喜，沮丧？举杯同庆，还是黯然神伤？

十点过十一分，手机响起，云发来成绩，超重

点30分，语文117。喜悦，祝福，隔着屏幕，我听到

了他咚咚的心跳，看到了他堆在嘴角的笑。一个

又一个消息跳入眼帘，高高低低的分数，起起落落

的心情。安，一个很努力的女生，差两分上本科

线。电话里，她刻意保持的轻松语气中有难以掩

藏的落寞，真担心她一下子哭出声来……一时词

穷，不知该说什么。安慰？鼓励？遗憾？啥都不

对，啥都不好！言语何其苍白！可是，依然没话找

话，真诚地，说了许多，聊了许久。

高考，是人生的一道坎，不管迈得过迈不

过，生活，还得继续。高考不过一场修行，成绩

揭晓，只是分数的“尘埃落定”，而新的人生，由

此又将启程。考得好，当然值得狂欢；考得不

好，也不会完蛋。生活处处是考场，而你必须调

整好自己的心态，做个从容的答卷人。没有人

因为一场考试赢得所有，也没有人因此输掉一

生。多年以后，回望来时的路，岁月的长卷上，

高考不过一个点，而人生是一条线。所谓的成

功与失败，其实都是经历，属于自己的，独一无

二的体验。而经历才是真经，它让自己成熟，成

长，内心变得辽阔而丰盈。

成绩的揭晓，并不能一锤定音，未来还有无限

种可能。分数不是唯一，有梦就去追。整理好自己

的行囊，携带着坚韧善良，乐观坦荡，重新出发。只

要，身体健康，心里有光，种种选择，千般道路，只顾

风雨兼程，只愿此生不负！那么，总有一扇窗，为你

而开；总有一轮明月，为你把前路照亮！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

这是一个古朴幽静的地方，它与时间融为

一体，岁月的风雨沧桑了它的模样，但从未改变

它的美丽。我会情不由衷地在此流连驻足，陶

醉这份独有的情境。我被一种巨大的安静氛围

裹住，慢慢弥散开的是我莫名的烦躁不安，这种

跃动的情绪逐渐趋于平和，直至全部消失在这安

静的空间。我感到心间那堵固执偏见的围墙已

经消失，让我看到更远的前方。这时候我的思维

和认识像是一条清澈的溪水在畅快流动，在溪边

的林间我听到明亮的鸟鸣之声，空灵，美妙。

宽和之美

幽闲博敞，良为福地的正定隆兴寺，收纳着

千年时光，韵味悠长，令人陶醉。临街天王殿是

寺院唯一入口，每天工作人员打开厚重的大门，

光头大耳笑容可掬手握布袋的大肚弥勒端坐其

中，了然可见，几百年来不曾走样。肃穆的天王

殿与热闹的大街相距不过二十余米，在人来车往

喧嚣的大街上，一扭头就能看到它的笑容，像阳

光那样灿烂明媚，经过百年时光不曾褪色，这个

笑容似乎成为了平常日子里的一部分，不可或

缺。寺院的安然恬静与大街上的喧闹情景并不

排斥，反而呈现着生活的最高智慧，浮世纷扰，闹

中取静。在我行色匆忙回望的时候，身后发生过

的一切似乎都可以宽容和原谅，再沉重的心情也

会如烟云般消散，轻松畅快。生活不过是默然一

笑罢了。而那即将到来的明天，似乎都可以面带

微笑，果敢迎接。在我看来，这二十米的距离是

看得见的一条通往美的入口，也是一条看不见的

抵达心灵的秘密通道。在时间断面的今天，这尊

慈严常笑的形象获得了超凡脱俗的感染力。

大肚弥勒形象贴近生活，毫无造作，活生生一

幅世俗民间容貌，这就容易让人接受令人喜爱。

这幅大肚皮和笑颜，印刻在了每个人脑海心头，人

们寄托了厚望，希望它把世间所有难容之事装了

进去，顺便捎上所有人难言的委屈和苦痛，更希望

通过它的笑，来笑一笑天下可笑之人，以畅达自

己。为此，我不再执于一念，困于一念。塑造的大

肚弥勒佛永远是笑容满面，如暖暖春风如坦荡秋

月，它的笑容天真无饰，阳光明媚，瞬间抵达我们

紧张疲惫的心头，卸去那刻意的装腔作势和曲意

逢迎。在这坦怀而笑的宽和里，我看到了所有事

物的开始和结束。它的笑，根本不用嘴角上扬，就

那么一直咧着嘴巴笑着，就一直。我被它的笑容

感染，在会意的微笑里自以为是的藩篱消失了，眼

前宽广了，束缚自己的绳索解开了，一身轻松了。

在这一瞬间，我似乎看到了另一个自己。

塑像显然来源于日常生活的准确提炼，所

有修饰的文字在这里失去了作用，所有阐释的

道理失去了色彩，一张肚皮容却了世界，无论这

世界有多少无奈和委屈；一丝微笑诠释了生活，

无论这生活有多少坎坷和风雨，与其对视，便物

我两忘，心融神释。这宽和的笑容，犹如春风拂

面，在与其相逢的时候，也许我可以更好地理解

生活并接纳生活。其实日子很简单，你的宽容

有多大，你的笑容就有多真切。

慈悲之美

在阔大的摩尼殿内，光线幽暗，极小的开窗阻

挡了阳光的进入，几缕光线从狭窄的窗棂间挤进

来，投在青石铺就的地面上，感觉就愈发冰冷了。

殿内粗大的木柱林立，就像置身于一片森林之中，

只是没有了繁茂的树冠。一棵树被工匠修改，树

就失去了它本来意义。摇身变为柱子的树重新获

取了一个功能：承重。这些木柱还有一个隐而不

见的意义，它托起沉重的屋顶为殿内佛像提供了

安全庇护，不知莲花台上端坐的佛像是否有知，如

知，当会感恩。形体巨大的佛像右手举起，左手拇

指与食指轻捻，作说法印，表情凝重冷峻，端庄含

威，贴金的身躯透着无法靠近的冰冷的高贵，宽大

的佛台拉开了空间上的距离。这是一条无比漫长

的遥不可及的道路，我们的视线可以在瞬间抵达，

但注定无法走进。我只能作为一个冷静克制的旁

观者出现在这里，我的身份只是一个欣赏者。

慈悲隐埋在内心深处，像是优质的肥料滋养

心田。我们看不到它的存在，但能真切感受，它由

爱引导，像是我们亲切多年的知己，带着无私的善

良前来汇合，就像水消失在水中不易察觉。慈者

爱，悲者悯，慈悲的观音不曾想过离开这个世间，她

的体态容貌为常人耳目，却汇聚了俗世中的审美，

在美的双向把握之间，既是佛的尊严也是人的尊

严，在这幽深的殿阁之内，这集万千美丽于一身的

观音塑像似乎与喧嚣的世界有一种平衡所在。

朴实的工匠并不知晓宗教典籍里深奥的道

和理，但那双粗糙的巧手却知晓如何塑造出美

的轮廓，他们心无杂念，专心致志。一代又一代

的工匠们把生活里的真善美汇聚起来，消减去

多余的伪装和修饰，刻画出最为自然最为真切

的容貌。所以，我们很容易就理解到那抹神秘

的微笑是世间最深切的关爱，那双明眸是最动

人的悲悯。美与时间同在，真正的美不会向无

情的时间妥协。能工巧匠的灵感显然来自充满

温情的人世间，借助观音之名彰示人性慈悲之

情，饱满丰腴的面容消退了生命的苦痛，眉清目

秀的娴雅舒展了内心的忧郁。右足屈膝搭左

腿，右手绕膝抚左腕，这是一副生活里栩栩如生

的悠闲对话交谈的形象，你尽可喋喋不休地诉

说，她会永远认真地倾听，从不多说一句话。

用泥巴、石头、金属塑造出神像的世容面貌，

披上宗教的长袍让人膜拜祈祷，我觉得这样就把

宗教异化为愚昧和迷信，这更不是聪慧的世人费

尽心思创造神像的初衷。神秘的世界需要洞察，

隐秘的心灵需要阐释，人对自身的期许需要一个

完美的注脚，优秀的工匠们抽取出世人的一切美

的容貌和行为，想象把它们聚拢、归纳、凝缩，创

造把它们锤炼、剪削、聚合。创作的过程异常神

秘，充满期待，在一尊塑像完成的那一刻，工匠们

激动地惊讶自身的创作。因为他们知道，要想打

动众人首先要打动自己。造像庄严，既有众生内

心世界柔软的慈悲，又有世俗之间暄暖的温度，

造像和人们既保持着适当的距离，又亲密无间地

保持着某种神秘的联系，这或许就是美的意味。

在这深幽的殿堂里，我阅读着有关美的叙

述，聆听着美的声息。如果你在优雅俊美的倒

坐观音眼神中读出了一份淡淡的慈悲，那么，这

一瞬间你的心底就闪现出光明和澄澈。

沉思之美

在一条流淌的河边，我会驻足凝视水的流

动，水的波浪充满神奇的美，令我默然无语，便

引发不可知的想象。在一座耸立的高山面前，

我会仰望山石的奇崛，林木苍苍，静穆的山是美

的，令我不能出声，就引发不可知的思绪。在繁

华的城市，一座古老的寺院栖身于此，毫不张扬

地与喧闹的城市融为一体。远远望去，起伏的

殿阁像是连绵的山峦，茂密的青松翠柏在微风

摇曳里像是一条流动的河。寺院隐喻着自然之

中山和水的象征，深藏的厚重和空灵秘而不宣，

任你来读。寺院与世俗生活紧紧贴近，一道灰

瓦红墙与闹市隔开，但终究隔不开人间的喜怒

哀乐，人情冷暖。一千多年前建造的寺院伏隐

在城市之中，从不干涉世俗的秩序，谦逊朴实，

而在一千年之后我们仍旧毫不厌倦地阅读它，

欣赏它。寺院的朴素大方缓释着城市的拥挤和

急迫，它就像我们头顶上方飘过的白云，干净，

优雅，足以让我静下心来陷入沉思之境。

寺院里的一切似乎都是静止的，殿阁的形

制千百年来不曾走样，柱础基石不曾移动过半

步，端然而坐的佛像依然如故。我惊叹时间带

来的错愕，久远的过去和现在的一切有一种神

秘的关联，这种关联井然有序，浑然和谐，时间

的纽带把它传送到了今天，让我们用现代的心

思和最新的意愿重新指认，我想，这种神秘的关

联和那言不尽意的美密切相关。美让我们在沉

默中摆脱卑微抵达高贵和诚实。一件古物放置

在今天看来仍然那么和谐，依然有新的感受和

新的情思。美，给了我们答案，却又常常令我沉

思，因为在沉思中我嗅到一种甘甜的味道。

我仔细体会这美的感受，宗教律条在这里

消失殆尽，美让一切变得轻灵自由，像从我眼前

飞过的鸽群，潇洒灵动，自由自在。而在它们随

意起落之间，我一走神，陷入了沉思之中。

（贾小勇，河北省作家，著名作家贾大山之子）

橄榄甸像个待字闺中的美人
静静地坐在绿汁江北岸的群山上
银白的瀑布
仿佛千年不腐的飘飘长发
茂密的森林
恰是五彩缤纷的百褶裙

橄榄甸里没有橄榄
它的名字浮沉在云雾里
它把山寨和地点
非常贴切地融进了风雨飘摇

的年代
因此，我还是相信
橄榄甸里曾经有过太多的橄榄
先苦后甜的感觉
一直记忆犹新

橄榄甸花开四季
每一朵云彩都演绎着神话
每一只鸟儿都穿越着神秘

橄榄甸在古老中青春焕发
每一阵风过
都留下崭新的脚印
橄榄甸，在没有橄榄的时代
铭记着一个脱胎换骨的寓言

故事

彝寨凤窝

凤凰已经起飞
在我从群鸟飞舞的天空
坠落之前
有别于群鸟的凤凰
飞出了我的视线
飞出了古老神话

啼鸣滑过天际
群山仰望着星空
河流排列整齐
在东方最灿烂的黎明
汹涌澎湃
我突然发现
牛角号已经划破沉寂的山野
把山与山之间的距离
把水与水之间的距离
缩短在一个
温暖如春的平面上

已经没有人愿意离开凤窝
所有睁开的眼睛
看见了凤凰起飞
爱情，不再泛滥成灾
一颗心映照着另一颗心
一双手紧握着另一双手

橄榄甸（外一首）
■ 柏 叶

时光，定格在端阳，一只水鸟，回
旋在汨罗江上空。历史的垛口，有一
粒夕阳滴淌的血液，浸染古道苍茫。

剑蒲的香，成殇成飏，成就了
万里河山。那个叫屈大夫的诗人，
用他豪迈而沧桑的身影，渴望唤醒
昏睡不醒的国。

烈马的嘶叫，碰撞的斧钺，与城
下之盟的断垣残壁，成了一道悲壮的
风景。此后，只有高悬的苦艾，用一
滴月光，映照着千秋琥珀。映照五月
初五投江的那块石头，垫高了历史的
高度。映照江水灼洗的风骨，和《楚
辞》一起，挺拔了民族的脊梁。

有时，我总在想，历史凝固的
古渡口如果缺失了那只滴血的杜
鹃，竞赛的龙舟能不能在奔流的江
水中打捞起灵魂的舟楫？沉睡千
年的汨罗江，假若没有那只水鸟的
声声悲鸣，惊醒的岁月会不会闪烁
着《离骚》的光芒？

盘诘，成了光阴故事的疏影。
江水涌动的暖意，质问了三千

年的迷茫。

呼唤与怀念，激励我们，挽起
一支劲歌，向前，一直向前……

我们，最好的缅怀。

一个人的高度

艾香，穿透天宇。文字，穿透
汨罗。躁动的心，总会怀想一首
诗，怀想一个人。诗，是《离骚》。
人，是屈原。

烽火连天，狼烟岁月。一个诗
人，在烈马的啸叫声中，用一颗忠
心一片赤诚，去报效一个人的祖
国。他把祖国，放在身体最柔软的
地方。他用枯瘦的骨架，擎起一个
缺钙的民族。他忠言直谏，不顾安
危。他陈述利害，不畏强权。叹只
叹，三闾大夫的诸多良言，唤不醒
沉睡的君王。放逐湘楚的一纸诏
书，把拳拳之心埋于荒原。

国，在铁蹄下，国将不国。民，
在蹂躏下，苦不堪言。公元前278年
的五月初五，时光打了一个节点。一
腔热血，在滔滔的泽国中淬炼出一根
铮铮铁骨，固守着亲爱的祖国。

那块石头，垫高历史的高度（外一章）
■ 封期任

何处音书慰寂寥，

童蒙布谷又呼招。

桑园芒种翻金色，

麦浪千吹一梦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