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夜宿石虎山
■ 柏 叶

夜幕降临之前
我从一个正在迅速消失的山寨
带着一路迷茫
爬上了石虎山
我不想再继续前行
一个突然产生的念头
使我躺倒在石虎山茂密的草丛里
我准备在皎洁的月光下
倾听一只来自远古神话里的猛虎
永恒的呼啸，我相信
我会在那些呼啸声中
寻找到我的祖先们幽灵似的身影
还有他们与猛虎和谐共处的时光
倘若我的寻找，只有开始
没有结束，我也无所谓
只要我那颗充满迷茫的心

在有些偏执的寻找过程中
获得些许的慰藉
我就会在黎明到来之前
醒来，然后拍掉身上的落叶
迎着晨光，走向生命中
永远无法消失的山寨
我知道，用一个神话的魅力
传承和诱惑一个动人的故事
这不是人类唯一的选择
而是一个图腾不朽的表现
一座山以猛虎的形象存在于大地
并且以石头的坚硬昭示给我们
什么是生命与自然的永恒
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神话
能够完成的使命，这是
值得人类永远深思的话题

诗意滨海

诗/滹沱 图/贾磊

流连蹀踥复回环，

散淡秋光曲径间。

碧水金波盈绿柳，

千枝万叶送红颜。

回眸瀚海征帆远，

也步长河去路弯。

莫问浮生何所似，

天心一线纸鸢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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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茅抽穗的秋日
■ 郭宗忠

中 国 新 经 济 文 学 专
刊

秋风引
■ 宋扬

秋日的白茅又一次抽穗，这是我第

一次见到。也许是今年到了深秋，天气

还是夏天的热，让白茅忘了季节。

在瑟瑟的寒风里，白茅刚长出的花

穗还是带着娇嫩，浮现着娇羞的红晕。

我蹲下来，看它们逆着季节开花的样子，

好像是一年里的春天重临。那是它们自

己又多了一个花开的心境。多美啊，在

湛蓝的天空下，身边的稻穗垂着头，旋覆

花的黄色花朵依然艳丽，再远处的一个

小溪边上，是荷兰菊形成的一道花溪，红

色的，白色的，紫色的，黄色的，绛紫色

的，粉红的荷兰菊，小小的花瓣在无限放

大着秋天的魅力，一直延展到你要登高

的山中。

稻田远处的玉峰塔、妙高塔，在昨夜

一夜大风之后，吹散了阴云，也吹散了尘

埃，天空和空气一尘不染，目力中的塔像

在你的手掌里的珍宝，你能够握得住，也

能看得细致。仿佛还能听到塔角上风吹

动风铃传来的清脆之声。

月见草被园丁刈掉，还有一朵月见

草花顽强开着，在昨天的斜风细雨里，

在今天的艳阳里，保持内心花朵的安

静，花瓣上那样纤细的纹理依然清晰动

心。它的花朵比盛夏时小了有一半，它

的花如今也没有了夏日的热烈绽放，但

是，这小小的花朵还是不改初衷，与月

见湖对视着，相拥相依，即使隔着稻田，

你也会感受到它们内心深处没有丝毫

距离的亲爱。

月见湖在深秋更澄明了，辉映的蓝

天，金黄的稻田，依依不舍的垂柳，迁徙

的灰椋鸟和苇莺，以及金飒飒树叶的白

杜，一排高大蓬勃的大杨树，隐藏在芦

苇中的一架小桥——这所有秋天的景

象，它们写成了月见湖一首明丽的小

诗。而这首诗，是月见湖献给月见草

的，当明月之夜，月见湖月见草，它们在

幽美的月色里，倾诉柔情，幽香的荷花，

清幽的蛙鸣，偶尔深情演唱的蝉声，都

为月见湖和月见草铺陈了爱的氛围。

因而，这样的氛围里，你能在月见

湖边和月见草的青石板路上走一夜，你

也不知道为什么，只是，你心里清楚，这

是你曾经年轻的岁月，年轻的心境，还

有年轻的情愫，你要唤回的是那些迷离

的夜晚，那些月桂花一样飘香的夜晚，

还有丁香花摇响的一树繁花，你的约期

已经过去了多少年？那些激动和期待，

你想截走的那等待里的所有日子，不曾

想，岁月带走了你所有的青春。它们不

像花儿，秋季又一次开放，或者明年春

天又会满园花香，而青春却一去不返，

像你脚下斑驳陆离的落叶，永远也不能

回到树上。

而啄木鸟击鼓似的敲击声，把我从

悲观失意中敲醒，飒飒的风，和每一片树

叶上的阳光，它们无限接近的纯净，已经

是它们生存和生活磨砺后的通透，叶子

落与不落，已经无法控制和影响它们的

情绪，它们在风里飒飒作响，它们在地上

飒飒作响，树上的地上的叶子，是那样自

然平和，不分彼此和高贵低下。

在啄木鸟离开这棵高大的龙爪桑树

的时候，一只白眉鵐从松树上滑下来似

的，落到了桑树上，那样机灵和柔滑，它

在树杈里啄食着什么，那样美味，而它

的叫声，如此短脆。我在不动声色地注

视它，目不转睛，生怕眼睛的转动和心

的三心二意会打扰了它的一心一意。

所幸，我没有让它因我而过早离开。它

啄食许久，好像想起了什么，突然飞去，

然后，一会儿工夫，呼唤来了另一只白眉

鵐，在桑树上对唱。树林里，有了它们的

叫声，龙爪桑树也灵动起来，宽大油亮的

叶子愈发翠绿，每一片叶子都会是鸟儿

的庇护所。

在白眉鵐欢快的叫声里，你听到树

叶间传来的白头鹎流水似的婉转鸣啼，

还有云雀腾空而起的叫声，以及银喉长

尾燕雀的鸣叫。这些叫声多样，但不嘈

杂，仿佛是一个乐团的合奏。长笛，短

号，手风琴，架子鼓，以及口琴，都在这

树林间回响交融。它们的和声又像一

股股的小溪汇成的河流，穿过树叶的缝

隙，像流过石头的溪水声，那样细腻柔

软地进入内心。你也会安静下来，细心

倾听鸟儿的叫声，哪一声是哪一种鸟儿

的，如此，多美啊！众鸟平等，众鸟无不

是天籁之音，它们集合在一起，是大自

然的泉水之声，是大地上的风雨声和树

叶沙沙之声的交织。

我走到秘境的七叶树林里，那五棵

枣树下被风吹落的红枣，和大地上熟透

的蛇莓，它们很快会被落叶满地的土地

吸收，成为大地的部分。我发现，在这些

树林里，树叶之间，小枣树和小银杏树都

是大树的孩子，那样小小的树干，干净的

叶子，像孩子们干净的手臂和小手，它们

似乎要拉住大树的手，也要拉住你的手。

我看见，那在七叶树林叶间的一朵

朵小紫花，是紫花地丁的，还有蒲公英的

花，还有钻叶紫菀的花，那样小而精密的

花朵，一朵一朵，不卑不亢，在渠水边上，

开成了自己的一片风景。

我知道，秋风还要吹一阵子，会一阵

比一阵强劲；我也知道落叶的故事才刚

刚开始，而许多花，一任自我，它们将一

生过成了两生或者数生，开花，开花，并

不在意是否还能结出果实。

云中惊鸿影
■ 王晓燕

又是一个秋高云淡的早晨。儿子站在

楼下，望着天空惊喜地叫道:“妈妈，天上有

大雁！它们真的飞成了人字形呀。”他背起

了刚学的课文：“秋天来了，树叶黄了。一群

大雁向南飞，一会儿排成人字形，一会儿排

成一字形……”

小时候，对于天上迁徙的大鸟我完全分

不清楚。这些队伍里可能有鸿雁、豆雁、灰

雁，甚至有天鹅。在乡下，人们凭着经验判

断，天空中那发出嘎嘎的嘹亮叫声的便是大

雁。天气一冷，它们飞向温暖的南方，天气

转暖，它们又飞回遥远的北方。雁不过南不

寒，雁不过北不暖。年年如是，周而复始。

当我读了点书后，知道这种鸟类叫“候鸟”，

至于一年四季呆在村子里的麻雀、斑鸠之

类，它们叫“留鸟”。那时，我渴望做一只候

鸟，像大雁一样自由地执着地飞向南方，飞

向那个百草丰茂、仙乐飘飘的所在。

云中惊鸿影，联翩入空无。无论在乡村或

城市，进入我们视野的总是雁群那整齐的队

伍、优雅的舞姿，从未见过它们的真实面目。

和儿子一起百度大雁的图片，儿子说，原来大

雁长得像野鸭呀。它们的羽毛灰白相间，嘴巴

呈黑色或肉红色。当大雁们静伏草丛时，的确

跟鸭类相仿，但其脖颈修长，比鸭子俊美得

多。一旦当它舒展开宽阔的翅膀，就宛如天鹅

掠过云天。而当雁阵飞过高山，飞过大海，就

永远区别于匍匐在地面的鸭群了。

大雁终身一侣，是鸟类的爱情至上者。

文学家元好问听闻一只大雁因伴侣被捕杀殉

情而死，便买下这对大雁，将它们合葬，写下

了那句千古绝唱：“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

死相许。”2018年的七夕节，中国邮政发行了

《大雁》特种邮票。票图中一对大雁天涯共

飞，不离不弃，象征着爱情的坚贞不渝。

风翻白浪花千片，雁点青天字一行。排成

人字形一字形的雁阵是一个团结友爱的家

族。长途旅行，单靠一只雁的力量是不够的。

只有互相呼唤互相照顾，才能飞得快，飞得

远。在故乡，每逢农历二月二，女儿们将白面

馍做成漂亮的大雁形状送给父母，祈祝老人家

健康长寿。出嫁的女儿就像远行的候鸟，总是

惦念着娘家，铭记着父母的养育之恩。甜甜的

“老雁馍”里包含着一家人的相亲相爱。

和学生讲苏武牧羊的故事。一只大雁

跋山涉水，千里迢迢，将苏武的赤子之心带

给他所挚爱的汉朝。“鸿雁传书”成就了一段

历史传奇。从此，大雁作为信使栖息于中华

文化的深处，浩瀚的诗词华章里便处处可见

雁的形象。“洞庭春水绿，衡阳旅燕归”“戍鼓

断人行，边秋一雁声”“云中谁寄锦书来，雁

字回时，月满西楼”“天高云淡，望断南飞

雁”……大雁啊，牵引着游子的思念和忧伤，

也寄托着诗人的豪情与壮阔。

秋雁又南飞，在酡红的夕阳里，在澄碧

的青天下。正如一首歌唱道：大雁飞过的地

方，秋草黄，江水长；大雁飞过的地方，春意

暖，琴声扬……

新翻过的麦田，浮土随秋雨流淌。

雨住，细土下沉成一张光滑、柔软、褐黄

的宣纸。土坷垃裸呈着凸出纸面，这张

宣纸又有了坚硬的质地和浮雕一样的立

体视感。

风从山那边呜呜吹过来。树被风俘

获，风佝偻或挺拔的身体比风声更先到

达——梁上，那一排排麻柳、桉树、老榆

树在风中打了个哆嗦，老农一样抖了抖

一身尘土，叶片似土，又簌簌如雨。树们

朝我这个方向做多米诺骨牌式倒伏，由

远及近，风过，它们又次第弹起，咬紧了

牙，鼓起了腮帮，等待下一次风来。这让

人想起大风雪中的归人。

与人类大家庭先合后分的基本模式

相反，原本分窝栽种单门独户的南瓜藤，

很快变成了一家人。你在我身边借道，

我从你身上跨越。那些叶呢，你荫蔽过

我藤上结下的瓜，我庇护过你蔓上长出

的崽。到最后，盘根错节，枝枝叶叶，已

分不清谁谁谁是谁谁谁的孩子。瓜们全

金灿灿、亮耀耀的，从日渐枯黄的叶下露

出头来，露出脸来，它们都是大地母亲和

整个南瓜家族共同奉献给人间的丰硕果

实、健壮孩子。南瓜的世界，是不是人类

向往的大同社会“天下为公”的最佳范

本？这让我很怀念父亲和伯父分家前的

日子。那时的我们，没有隔阂，没有私

心，同锅搅食，祸与福都在一起。

蜘蛛在两棵橘树间惊险穿梭。这个

“高空王子”没有秀绝技的潇洒，为的只

是一口活命之食。还有何物能类比几乎

肉眼不可见的蛛丝的细？蛛丝在风中，

上下摇，左右甩。树不算高，按比例折

算，蛛丝之下也是万丈深渊。为获取一

只可以让自己果腹的蚊子、飞蛾，蜘蛛只

能在两棵树间来回奔跑，每次奔跑都是

一次对食物与生存的渴望。想起史铁生

的小说《命若琴弦》，无论生存给予蜘蛛

和我们多大压力，那根维系生命的丝弦，

总得不停织下去，不断弹下去。

曾坚硬无比的晒坝废弃了，柔弱泥

土张牙舞爪从四面八方爬进来，很快就

轻慢了对水泥石头的敬畏。半干枯的苦

蒿、刺槐、矮桐满晒坝都是了。夏间还鲜

腴肥嫩的地耳收缩变褶，烘干的海苔般

憔悴匍匐——它们蜷曲了形体，像被命

运风干的老人一样，它们的意蕴和灵魂

就快随岁月消失得无影无踪。秋，很容

易让田野上的任何一个物种呈现出生命

的暮态。时光不厚此薄彼，万物都逃不

出它编织的牢。

鸟儿懂得珍惜一年中这最后的撒欢

儿机会。空山不见鸟，但闻鸟语声。麻

雀、画眉、斑鸠在密林中“叽叽叽叽”“叽

嘎嘎嘎”“叽啾啾啾”地叫。鸟声夹杂它

们从一棵树扑腾到另一棵树的“呼刷啦

啦”。鸟们用翅膀扇起气流，气流四下里

窜，树叶也开始哗啦啦响。秋天的树叶

是鸟儿最后的庇护伞。很快，晚秋的风

将对树叶做无差别攻击，将徒留一树枝

丫空落落支棱于树干。倒下，或者新

生，竹都试图保卫一座瓦房的永恒。土

坯的墙已荡然无存，从房顶拆下的瓦片

堆在竹下，翅膀折却飞翔的力量，瓦的

坟堆埋葬了自己。也许，瓦的主人曾许

下让瓦重新站上屋顶的诺言，但这些

年，村庄清一色的钢筋混凝土楼房，瓦

早英雄无用武之地。竹林旁，几棵橘树

挺出乳房一样饱满的果子。果子想不

明白，那些年的孩子，多么猴急地觊觎

青涩的自己！如今，渴望乳汁的孩子去

了哪里？

一群麻雀在电线上呆立。站得久

了，飞起两三只，彼此交换一下位置，继

续静立，多像村口小茶馆里那几个静静

地抽旱烟的老人。在整个冬藏、春种、夏

耘、秋收的过程中，麻雀们以游击战、运

动战，偷偷从田野搬走了足够多的口粮，

面对秋收后略显荒芜的田野，它们摆出

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况且，

田野上的一切，它们门儿清——稻田里

割过的稻茬儿又长出了新叶儿，又冒出

了一串串具体而微的稻穗儿了；花生地

里，一场稍大的秋雨就会让落花生们露

出胖乎乎的、带芽儿的脑袋瓜……它们

似乎确信：这片田野中的一切从来都不

曾也不会真正消失，就像相信，刮过田野

远去的秋风与春天撞个满怀后，一定会

含羞而归。

雨后，河边走。忽见大片的白摇曳于葱

绿之上，若漫天飞雪悄然而至，片片白羽微

颤于秋日的天空之下。

瞬时，只觉眼前一亮，心也变得柔软起

来。哦，葱兰，这秋天里不灭的灯盏，季节深

处飘来的小小白帆。因为有你，秋日的背景

上，少了萧瑟，多了明媚。仿佛天真烂漫的

女孩儿，嬉闹着，奔跑着，忽而回头，璨齿一

笑，于是，整个河堤上，串串笑声滚来滚去，

朵朵笑靥娇喘微微……

还记得，初见葱兰，是在抚琴大道的花

台里。彼时不知是花，以为是日常食用的香

葱。想是哪位眷念故土的婆婆，在儿女们的

催促之下，离了相伴一生的菜园，郁郁进城

来，若失根的浮萍，没着没落。某一日，偶见

花台边空着一片土，皱纹一展，喜滋滋颤巍

巍撮一把葱头埋下。风一吹，雨一洒，绿嘴

嘴冒出来，噌噌地长，绿油油水灵灵，似软软

的绿围巾松松系在花台的脖颈上。

当青幽幽的香葱绽出了洁白可爱的小花，

方知这有着细长叶片的绿植是花而非菜，且有

一个极妥帖又好听的名字——葱兰。葱兰，兼

具葱的外形兰的气质，念一念，便觉唇齿生

香。青葱少年，豆蔻年华；蕙质兰心，美韶容，

何啻值千金。当葱与兰相遇，这份无言的美

好，真真胜却人间无数。长长的茎端上，六瓣

白瓷片一样的花瓣包裹着一个嫩嫩的金黄色

花蕊，青白相衬，素净淡雅，清澈明亮，分明就

是素衣女子，盈盈掀开季节的帘幕，款款捧出

一杯琥珀色的新酿，与岁月把盏，与未来言欢。

此刻，夏日已远，凉风之中，争奇斗艳的

草木之花渐渐落幕。季节的舞台上，天高云

淡，秋水秋色连秋岚。仿佛为了打破越来越

深的沉寂，一夜之间，素日默默无闻的葱兰

忽然开了，一茎两茎，一朵两朵，不约而同

地，花台边，河堤上，大片大片的白摇曳起

来，生动起来，明媚起来。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

中，希望花开早。”优美的旋律在耳旁响起，

无尽的愉悦涌上心头。哦，那从山中归来的

人，带回的应该就是葱兰吧。小小的一株，

承载着多少眷眷之情。怀揣一份美好，种下

一份期待，朝朝眷顾，夜夜想念，终有一日，

花开簇簇，满庭芬芳。

身为花中君子，兰历来是文人的挚友，画

家的爱物。她高洁，清雅，若绝代佳人，幽居

深山，空谷幽香，与世无争，极具谦谦君子的

人格魅力，深得胸怀洁净之人的眷顾与喜

爱。我不知道，葱兰是否也是其中之一，但她

的精神与气质，无疑完全担得起“君子”二字。

“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一

厢情愿地认为这“秋兰”就是葱兰，幽渺洁

白，纤尘不染，像极了高洁傲岸的情怀。心

怀美政，行吟泽畔的诗人，采了大把大把的

香草，把江离芷草披在肩上，把秋兰结成索

佩挂身旁，向着渐行渐远的楚国泣血歌唱：

哦，君王，我心若兰，永远永远洁白芬芳……

一生清喜，一生洁白，如雪飞舞，如玉莹

润。葱兰，低调内敛，肆意浩荡，纤小而坚强，无

闻却博大。喜欢阳光，也耐得住阴凉；不管栖身

于庭院小径，还是聚居于绿地林下，不怨不尤，

不忮不求，静静生长，默默蓄力，只为有朝一日，

为长养过的土地献出自己全部的生机。

无意中得知，葱兰又名风雨兰。风雨兰，

于风雨中独展俏颜，多么美丽的名字，多么美丽

的花。风雨算得了什么？凋零算得了什么？依

旧要美美地开，美美地笑。在季节深处，高高擎

起一盏不灭的灯，向着荒芜开战，向着萧瑟行

进。素雅何须脂粉染，清香偏喜散秋风。

风又起，雨又来。风雨之中，葱兰恣肆

地开，整个河堤淹没于起伏的花海。徜徉堤

上，若月下渡河，梦中踏浪。白浪胜雪，月光

流泻，仿佛世间所有的白奔涌而来，在青葱

的底色上缓缓荡漾……

清香偏喜散秋风
■ 王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