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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纷纷说立秋，

飞扬暑气此间收。

朝云淡淡如闲客，

暮雨绵绵总旧游。

璀璨华灯依彼岸，

孤单半月到眉头。

诗书翰墨无新构，

也拟江河浅荡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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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庄是个小村庄
■ 马步升

中 国 新 经 济 文 学 专
刊

一曲壮美的天籁之音
■ 吕峰

“人的身体，就是个巨大的仓库或天然的

牧场。暗红，就像是暗夜里的无数星粒，集结

在肉身的内部，时刻等待涅槃重生，或者是一

匹匹脱缰的野马，在漫天星斗之夜奔跑。”这

是杜怀超在其新著《大地散曲》中所写的。在

这本书中，他以细腻的笔触记录下他人生旅

程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堪称是一曲壮美

的天籁之音，也“有了灵光与深度，也获得了

新的解放与开放”。

“天地有大美而无言”，杜怀超能依靠手中

的妙笔将这种大美展现于笔端，展现于世人面

前，为此，他的散文一直有着显著的标识度，新

出版的《大地散曲》更是让人眼前一亮，读来，就

如同春日的醉酒、秋日的放歌、冬日的围炉，绝

对是快意至极的享受。正如鲁迅文学奖评委王

兆胜先生所评价的，“杜怀超的散文书写是诗意

的，在物和物性中寓于自然之道，有人类情怀和

天地之气的闪动，是对‘人是万物主宰’挂念的

超越，是一种获得天地大道的觉醒。”

在《大地散曲》这本书中，白描、议论、抒

情、想象等表达方式交相辉映，也形成了杜怀

超强烈的个人色彩，有的文章呈现出小说的

某些特征，如《无尽的烟火》《负二层》等，有的

文章呈现出诗歌的语言魅力，给人以阅读的

快感，如《造物集》中写枸杞的句子，“红色的

肉乎乎的星星般果实，穿透大地黄褐色的、

近似枯竭的黄土塬，在苍凉芜杂的土壤里，

硬是从大地的深处，挤出内心的血块，滋养

出这猩红的枸杞。”我觉得，他的这种书写有

着非凡的价值。

读《大地散曲》，我好像置身于一座文字

的迷宫里，繁复、迷离、曲折、幽深，每一个曲

曲折折的通道就像是一个个参差交错的枝

丫，有着独自的枝枝叶叶，却又有着统一的主

题，或者说组合起来，又成了一棵枝繁叶茂的

苍天大树。在这座迷宫里，让我有找不到出

路的迷茫，不过这种迷茫是快乐的、惬意的，

它可以让我更好地沉醉他的文字中，沉醉于

他的心绪中，犹如博尔赫斯想象中的《沙之

书》，每次打开，内容都会呈现出神奇的变化，

逸趣横生，妙不可言。

我一直佩服他敏锐的感知、细腻的观察

以及对哲理性的思考，因为敏锐的感知，他所

选取的题材都是独特的，即使是俗常的题材，

也因他独特的认同而散发出无与伦比的魅

力。细腻的观察对一个写作者也尤为重要，

具备了这种能力，才能见别人所未见。哲理

性的思考更为难得，可以说，这种哲理性的思

考导致了他的思想是天马行空的，他的语言

是天马行空的，他的叙述也是天马行空的，有

些章节更是神来之笔，读来如晨钟暮鼓，振聋

发聩，让人恨不得一口气读完。著名散文家习

习在读完《暗红》后，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是

一篇充满个体疼痛感的文章，内容真诚、真切、

细密，构架清晰，色度饱满，画面感很强，表达

自由熟稔，呈现出‘大’散文的走向。”

巴金先生说过：“人为什么需要文学？需

要它来扫除我们心灵中的垃圾，需要它给我们

带来希望，带来勇气，带来力量。”追求人文关

怀是文学作品精神品格的重要体现，每一部优

秀的作品都是具有人文关怀的作品。在这个

喧嚣的大环境下，如何保持内心的宁静和纯洁

是每一名写作者都要面对的问题。庆幸的是，

杜怀超做到了这一点，在《大地散曲》中尤为明

显，他笔下的人和事，哪怕微小如尘如蚁，都闪

耀着人性的光芒，他以慈悲心书写人的境遇，

关怀人的命运，尤其是小人物的命运，他以大

悲悯的情怀，观照那些隐没于历史烟尘中的小

人物的痛苦和欢乐、困顿和振奋、沉沦和超

越。他也因此写出了当前社会富有意味的东

西，如《暗红》《重返村庄》《呼啸的火车》等，完完

全全可以建立起当代社会生活的内在真实。

写作是一个人的旅程，或者说是一个人的

战争，对杜怀超而言，也不例外，一路走来，有

过艰辛、有过迷茫、有过困顿，但更多的是对文

学的坚守和执著，也因此有了一本又一本风情

独具的著作，从《一个人的农具》到《苍耳：消失

或重现》，从《大地册页》到《大地散曲》，他进行

了多方位的尝试，也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超

越。他的努力、他的勤奋让我十分钦佩，钦佩

之余，想起了宋代诗僧释德洪的诗，“冷斋托宿

自携衾，卧听松风度栗林。黄卷青灯纸窗下，

白灰红火地垆深。”眼前浮现的是一个孜孜不

倦、挑灯夜读的身影，也可以窥得一个高贵有

趣的灵魂，一个朝着真善美目标努力的灵魂。

“所有一切美的光是来自心灵的源泉。

没有心灵的映射，是无所谓美的。”此为美学

大师宗白华之语，读完杜怀超的《大地散曲》，

我信以为然，且能遨游在他文字的海洋里当

真是一件幸事。

出门源县城往东十几里地界，大路边上

有一个小村庄，叫大庄。本来我与大庄没有

什么产生交集的理由，偶尔涉足一次，居然念

念不忘。

在青海漫游二十多天，漫游不动了，甘

愿蛰居门源。正是大暑天，这里凉快，生活

又很方便。前几天在一个研讨会上结识的

文友张旻闻讯，要接我去大通住几天，说大

通也凉快，生活也很方便，重要的是，文化遗

产存留相当丰饶。正好，大通曾多次路过，

也只是路过。

我心动了。

一大早，他开车接上我，迎着朝阳一路向

东。路过大庄，他说很长时间没有回家了，看

一眼就走。我说多看看吧，我也乐意在村庄

里多逗留，反正是浪游嘛。

原来，张旻是门源大庄人，在大通县工

作，两个县，隔着一座高峻的大坂山。大庄的

房屋，各家各户都按所处的地形建造，整体看

去，高低错落，屋檐相接，街巷勾连，门户各自

独立，又互为依托，一切与传统村落没有什么

两样。

张旻家是一个独立院落，门前是一抹平

坦的庄稼地，右边是一片缓坡庄稼地。左边

紧靠村里大路，砂土路面，道路的右侧也是庄

稼地。所有的庄稼地里，青稞、洋芋和油菜是

主角。在一块缓坡地带，杂草杂花中，一片墓

碑青光粼粼，大约是村里的集体坟地吧。

祖父死在这里，父亲死在这里，我也会死

在这里，你是唯一的一块埋人的地方。这是

海子的诗句。海子描述的是，在传统村落里

生命的基本运行模式，准确无误。

张旻的父母和亲人都住在省城，家里没

人。他打电话问父亲大门钥匙搁在哪里，他

让我稍等，然后打开围墙外面堆放杂物的棚

屋，从里面翻墙进院，他要从家里拿到钥匙打

开大门。

看来，他已经习惯了。

正好我在附近看看。

门前空地边上是一块菜园，里面有大葱、

白菜、洋芋、南瓜等等，没人管护，菜类茂盛，

杂草杂花也在疯长。几株虞美人花开正艳，

蜜粉忙碌非常，有时一朵花上，几只蜜蜂同时

扑上，营造出花开万朵只爱这一朵的氛围。

我站在村路边，看村中风物，也想看看村

中的人。

张旻家门前生长着一株暴马丁香，花已经

凋谢了。门前不远是一堆大树，都是小叶杨，

看那阵势，应该是自生自长的。村里到处都是

大树，差不多也都是小叶杨，大约也都是自生

自长的。大树很多，庄稼地也都没有闲着，即

便是犄角旮旯，也都种着各类农作物。

四海无闲田，大庄无荒地。

没有人，没有鸡飞狗叫，也没有儿童嬉

戏。一辆摩托车从河边嘶吼而上，一人驾驶，

一人骑乘，两个人都是中年男人，刚从田地里

出来的装扮，摩托车划出一道土雾，越过村

庄。又从大路边上的村口进来两个人，也都

是中年男人，不像正在忙碌的样子，这儿转

转，那儿溜溜，一错眼，倏忽不见。

我走过的大多数的村庄都这样，无论天

南地北。村庄越来越美丽，人口越来越稀

少。年轻人都出门谋生了，结婚成家，定居城

里，老人去城里帮忙照看孙儿孙女。孙儿孙

女开始上学了，老人也真的老了，跟随儿女，

寄居在城里。

张旻又翻墙而出，终究是没有找见大门

钥匙。他担心我烦闷，说咱们出发吧，我说反

正又没事，正好看看你们大庄。

说大庄是个小村庄，那是在另一个比较

系里说话的。在门源，大庄拥有二百户居民，

够大的了，在整个青海，这么大的村庄，也够

大的了。好大一个庄子，这是大庄人向来引

为自豪的事情。

张旻家大门往南不远，就是去河边的通

道，一个巨大的人工开凿的豁口，路面凹凸，

砾石横陈，但他能把车开进河滩。回头望，一

道高达几十米的自然形成的砾石河岸，将村

庄与河滩隔绝。河岸上散布着几个洞口，不

像是自然形成的山洞。张旻说这是地道，各

有百米深浅，小时候他经常和伙伴钻地道玩

儿。一个出生于一九八六年的年轻人啊，居

然也被一段过往的历史云烟所缭绕。那是中

苏交恶时，挖凿的战备地道，几乎遍布国内所

有的城镇乡村。小时候，村里的两个地道，也

是我们经常玩耍的地方。

河滩很宽阔，这是浩门河的河滩。浩门河

就是大通河。这是发源于祁连山的一条重要

河流，最终随湟水注入黄河。看不见浩门河的

主体，眼中只有河滩，还有对岸的大坂山系。

河滩上杂树杂草杂花，密匝匝，有如旷野。一

群牛在草滩上吃草，一个牧人坐在河堤上，悠

闲而孤独。一条一步宽的小河从砾石河岸下

流出，在阳光下，蟒蛇一样，钻进草木丛里，显

然是要在某个适当的地方汇入浩门河的。

其实，这条小河也是由许多泉水汇集而

成的。有一个泉眼，就是大庄村的饮用水源，

现在虽然有了自来水，念旧的人还是钟情这

口养育了无数代人的清泉。清泉的水很清

澈，从砾石缝里缓缓渗出。泉水旁边堆积着

许多砾石，这是人们有意而为的。祭拜泉水

是从祖上延续到现在的庄严仪式，前来取水

的人都要向泉水真诚致意。

这是生命之源啊，我虽然无缘享用这个泉

眼里的净水，来了，也是要行一个注目礼的。

这是滔滔黄河水的一份子，黄河是大河，

再大的河都是由一个个小泉汇聚起来的。而

我住在黄河边，饮用黄河水，黄河之水天上

来，所谓的天上，就是广阔的大高原啊。我每

天目睹着从天上来的黄河水，又目送着奔流

到海不复回。

蓝天下，麻雀忽地飞起又忽地落下
一群一群在草原上寻找草籽和

虫子
它们每一次低头都融入了大地

一头牛在吃草，舌尖揽草的同时
也揽起了光芒，时间被它嚼碎
梦，一茬一茬

一条河穿过草原
影子留在河边，还有那首牧歌
轻轻飘起了辽阔

草原，溅落一片星星

乌鸦落在牛背上，昂起头
又开始了它的即兴演说
黄昏慢慢落下

一个不郎子揪着牛尾巴
摇了两下，乌鸦转过身
黑，吞噬着整个天空

毡包外，不小心铺开一群牛羊
阿妈手举奶棍，搅了搅奶桶
草原，溅落一片星星
（不郎子：小男孩）

轻轻地攀向天空

嗓子，吐出一朵白云
落在悬崖的影子，惊起
满山遍野的春风

牛和羊追逐着，草原
拔开了闸门，一浪一浪
从阿妈手中翻滚

蓝天下，奔跑的马蹄
扣动地面的声音
轻轻地攀向天空

草原渐渐有了名字

初升的太阳
跟着牧人的脚步
从远方走到远方

一群羊在草地上
牧羊犬跑到羊群前面吠了几声
蓝天跟着它的叫声移动

意识存在于光芒之中，阿妈把
每一次转场都当作是寻找孩子
草原渐渐有了名字

一条河穿过草原（外三首）
■ 王发宾

吹风机里的父爱
■ 张铭

我所居住的海滨小城，今年夏天

的雨季来得特别早特别猛，仿佛小城

被湿漉漉的空气包裹着。

我是一名老师，趁着暑假的时间

去做了一周的家访。当我带着一身的

疲惫打开家门的时候，家里似乎有了

霉味，衣服、被褥都潮湿得很，打开窗

户透透气，外面也是潮湿的气息。索

性关了窗户，拿起平时吹头发的电吹

风机，开启热风模式，对着床上的被褥

吹了起来。

随着吹风机的嗡嗡声，温湿而黏腻

的被褥一点一点变得温暖而干燥了。

吹风机拼命地吹着暖气，多像那

年的父爱再次出现在我的眼前。

二十多年前的一天，上小学的我不

知为何弄脏了校服，下午放学匆匆忙忙

回到家里，换下校服丢进洗衣盆里的时

候，才想起第二天学校有活动，老师要

求我们必须穿校服去上学，我便学着妈

妈的模样自个儿洗起校服来。

当时母亲因工作奔波在外，父亲也

因为加班的缘故回家特别晚。看着洗

衣盆里没洗干净的校服，再看看因为洗

衣服而搞得浑身湿漉漉的我，父亲一边

撵我去换衣服，一边匆忙烹饪几样简单

的家常菜。等到我换好衣服走出来，就

看见身材魁梧的父亲坐在小木凳上，示

意我吃饭，他却用肥皂和能漂白的消毒

液，搓洗着我校服上的污渍。

吃过晚饭，我坐在书桌前开始写

作业，很久了，父亲才把校服上的污渍

处理干净。长时间不适的坐姿，让父

亲的双腿有些麻木，我看见他双手撑

着大腿停顿了好半天，才动作缓慢地，

又有些笨拙地站起来。将处理好的滴

着水的校服投进洗衣机里，父亲如释

重负地按下了脱水的按钮。听着洗衣

机运作起来，他才坐到饭桌前，对着窗

外已经彻底黑下来的天空，缓慢地咀

嚼着嘴里冰冷的晚餐，我们父女目光

倏忽相遇的时候，我看到了他舒心的

笑容，那是发自心底的幸福花儿。

由于校服第二天上学我得穿，父

亲又将校服的边边角角一一舒展开，

搭在一把餐椅的椅背上，然后，他将家

里唯一的老式吹风机插上电源，站在

椅子前，捏起校服的一角，微微弯腰对

着那湿而潮的校服细细吹起来……

吹风机的噪声让我忍不住频频侧目，

昏黄的灯光下，父亲佝偻着腰，用吹风机

散发的点滴之热，去努力烘干女儿的校

服。我的心头一热，泪水便流了出来……

那天晚上，吹风机的嗡嗡声，响了

很久，直到我在黑暗中沉沉睡去，又迷

糊着醒来时，我仍然能听到寂静深夜

里隐约的吹风机运作声。

第二天，当我吃完早餐，换上校

服，背上书包准备出门上学时，我感到

身上的校服是那么的干燥，那么的温

暖，那么的舒适。

记得作家冰心说过：“父爱是沉默

的，如果你感觉到了那就不是父爱

了！”二十多年了，吹风机的嗡嗡声依

然如昨；那件干燥而温暖的校服依然

在记忆的深处悬挂着；而如山的父爱

啊！却藏在吹风机里一直沉默着、沉

默着……

厚海的荷
■ 赵忠仁

我对厚海的印象，在于每年夏季

都可以去那赏赏荷、拍拍花。下午忙

完手中的活，眼看雨也有渐停的意思，

便打算去厚海看看荷花开了没有。厚

海位于黄山区耿城镇境内，从城区驱

车也就十分钟的路程。

厚海有两口塘，临甘芙大道的那

口，多给游人垂钓之乐，往年种植的荷

花也少许多。东向的那口，才是赏荷的

重点，往年那里的荷叶很盛，花也特别

透亮，像是“人来疯”，在游人面前“搔首

弄姿”。荷花是莲科莲属多年生水生草

本植物，通常在水花园里种植。荷花又

称莲花，古称芙蓉、菡萏、芙蕖，依用途

不同可分为藕莲、子莲和花莲三大系

统。厚海的荷，应是花莲吧，开放起来，

几里开外，便能闻到花香，倒充分展现

出陈志岁《咏荷》中“生机红绿清澄里，

不待风来香满池”的境界。

离东口的塘越近，越有点发毛。

下午有雨，游人少那是自然，但也不至

于如此清静。今年新丰鲍家园的荷花

开得很旺，想必爱看热闹的都去了那

地界。也好，只要花开了，一个人，再

加上一点雨，也是件很得味的事儿。

厚海的荷花是开了，在这个雨天

的下午，我在东口的池塘边，见证了这

些花还在开放。与往年不同的是，今

年荷花只占了池塘的东北一角，在有

些沉闷的雨水中，开得有些冷清、寂

寞。没有游人欣赏便自感冷清，无法

张扬个性便又觉寂寞，看来北宋周敦

颐眼中“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

妖”的“君子之花”，也是个落俗的主

儿。但这不妨碍我赏荷、拍荷。

拍荷是件“困难”的活。难就难在

与荷有关的诗文、图片到处都有，到处

都热热闹闹，一千个读者、观众心中已

有一千朵荷，你很难写出、拍出契合他

们心中的那一朵；难就难在荷的风骨，

与环境与阅历与天气等诸多要素有

关，你拍出的荷未必是你认识的荷，更

未必是你心中的荷。

好在，这偌大的一个池塘边，仅有

我一人。我可以挨个走近这些花，听

听她们说些什么，并将我想说的告诉

它们。是的，今年厚海的荷不多、花不

多，但是“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

它们开了它们该开的，它们做了它们

该做的，它们的世界已不再冷清、寂

寞。而真正冷清、寂寞的，是那些忽略

了它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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