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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瑛杨瑛

九曲黄河九曲黄河
（（外一首外一首））

诗诗
林漫步林漫步

■■冯忠亮冯忠亮

追寻着你的源头
在黄土高原
在你第一次回头的地方
是谁用一弯碧绿勾勒你最初的模样

记忆中的恢宏
咆哮着中华母亲河的九曲回肠

老牛湾，古长城横卧在你的浅滩
有人说是你和长城唯一握手的地方
历史的磨痕化作今朝的感动
巴颜喀拉山、卡日曲河谷
你从山谷的积蕴中走来
带着生命的光环
一路欢歌 一路悲壮
许是那黄土高坡把她的忧伤融入
才有了你的模样

有多少船工
赤脚沿途喊着你的魂魄
有多少良田等着你的回眸
九十九道弯哺乳着芸芸众生

我站在你留恋不舍的地方
耳畔响起岩画中的笛声
是呐喊 是哭泣
都是你在时光里的录音

假如清水河因你而得名
那流淌的清泉水
正翻唱出你曾经的辉煌

一头黄牛
把人们的向往放大
千古绝唱 万里奔腾
你拎着山海经里的斑斓诉说
黄河的儿女
在千年的沉积中把你敬仰

我仿佛站在一幅山水画前
我不知道以什么颜色融入你的怀抱
天是蓝的 地是黄的
老牛湾，我想起
我是炎黄的子孙
我是中国人
有着和你一样的皮肤和一样的律动

我爱你 黄河
我爱你 古长城的绵延
我爱你 峡谷的险峻
我爱你沿途的一草一木
还有你身边的雪域与沙漠

老牛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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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是父亲的底色劳动是父亲的底色
时时

光流影光流影
■■谢祥涛谢祥涛

剪纸课剪纸课接近一周没有下楼，也没有任
何下楼的欲望，只从窗户看着对面
楼房的防盗门里，零零星星地有人
走出来，又消失在有风穿街而过的
巷子里。

女儿阿尔姗娜也难得度过一个
休闲的假期，每日不是看看电视，就
是翻翻闲书，或者一个人摆弄玩
具。我看她无聊，问她想不想像别
人家孩子那样，假期学学跳舞、唱歌
或者钢琴？她立刻回我：“妈妈，我
什么也不想学，我就想看书。”说完
又问我：“妈妈，你为什么天天待在
家里，不出门玩？”我说：“我就喜欢
一个人待着，不想出去，外面那么
吵。”她立刻接过去：“妈妈，我也喜
欢一个人待在家里。”

我笑起来，老鼠的孩子会打洞，
她果然是我亲生的。

又陪阿尔姗娜看一则捉蟋蟀的
视频，里面卖蟋蟀的人，明显是我们
山东泰安一带的口音，于是我也跟
着说起山东话，逗阿尔姗娜玩。她
听不懂，急得掉出眼泪，边哭边问
我：妈妈，你为什么要这样说话？

我笑起来：因为每个人都有故
乡啊，妈妈小时候就说山东话，是因
为外出读书才改说普通话！每个地
方都有每个地方的方言，这有什么
奇怪的呢？就像你以后要学习汉语
和英语，也是为了能够更自由地行
走世界啊。

她半懂不懂地擦掉眼泪，跟着
我的腔调，也说了一句蹩脚的山东
话，直把我差一点逗出了眼泪。

终于有空将我和阿尔姗娜在呼
伦贝尔草原旅行的照片整理出来，
发给亲朋好友们看。朋友云说，这
么可爱的女儿，为什么你从来不发
朋友圈晒？我笑：我不喜欢发朋友
圈，冷暖自知，你的幸福，只有最亲
密的朋友家人才会真心关注，并喜
欢你的分享。不相干的人，不过看
看热闹罢了，即便点赞，也可能纯粹
出于习惯、无聊或者礼貌，甚至赞美
中可能会夹杂着嫉妒和失落。

想了想，人们为什么讨厌朋友
圈又离不开它呢，不过是因为忍受
不了孤独罢了。可是孤独是一种多
么美好的东西，以至于我如此珍爱
它，不希望任何人打扰。有人邀约
饭局，多称病推辞，因为我只想将这
宝贵的孤独留给自己，看看云朵，读
读闲书，写写文字，或者跟阿尔姗娜
站在窗边，看着楼下走来走去的路
人，说一会闲话。

就在今天午休，我和阿尔姗娜
躺在一起，肌肤相触，亲密无间。昏
暗的光线中，她突然温柔地亲我，而
后重复那句几乎每天都要对我说的
话：妈妈，我爱你。

我也爱你。我回吻她。
我们同时闭上双眼。慵懒又幸

福的睡意，溪水一样漫过我的身体。
晚间下楼去便利店，懒得换衣

换鞋，直接趿拉着拖鞋就出了门。
阿尔姗娜便问：“妈妈，你不怕

别人笑话你吗？”
我在温柔的夜色中大笑起来：

“怕什么，这么黑的天，谁认识我
呢？”

的确，我爱这居于闹市中的老
旧小区，时光在这里犹如随地可见
的老人，缓慢而又沉静。云朵每日
都闲散地挂在我的窗前，从不结实
的桃树，在黄昏中散发出圣洁的光，
仿佛被岁月遗忘的最后一位处女。
小孩子们风一样来去，安纱窗的，收
废旧电器的，卖西瓜的，在午后空旷
的大道上，发出单调寂寞的叫卖
声。处处都充溢着自由的气息，就
连一个临街的废弃商铺，锈迹斑斑
的木门上，也闪烁着慵懒的闲情。

“妈妈，我们出去走走吧，外面
风景那么好！”几乎每天，阿尔姗娜
都会这样恳求埋头写作的我。在她
的心里，只要踏出了单元门，就处处
是美好风光。小到一只飞蛾，大到
一架飞机，在她的眼里都熠熠闪光。

只是夜色中从家到便利店这一
程路，她就喋喋不休地跟我说了许
多的话。那些细碎的言语，刚刚说
出口，就便被风吹走，却在我的心
里，留下一丝可以回味的甘甜。犹
如一只蜜蜂，飞赴很远，从千万朵花
蕊中采集而成的一滴晶莹的蜜。

主讲人是中央美院的乔晓
光教授，一位剪纸艺术的研究者
和创作者。

他一上来就说，时间过得很
快，文化消失得更快。灾难、盖
楼都不能使文化丢失，只有这个
民族自己不重视、不保护才会丢
失。

安徒生是一个剪纸艺术家，
他的童话从剪纸开始，边铰边
讲，再写出来。三联出版社曾出
过他的作品集《安徒生剪影》。

挪威的凯伦·碧特·维勒是剪
纸艺术家，挪威是个多雪的国家，
维勒是爱织毛衣的女孩，她喜欢
用剪刀把她看到的不同的雪花和
北欧织毛衣的图案组合剪出，藏
在床底下。藏来藏去，剪来剪去，
就成了剪纸艺术大师。

中国的剪花娘子库淑兰是
陕西的农妇，生过十三个孩子，
十个死于灾荒疾病。她的作品
是丰饶的母体，里面万物生长，
颜色是大自然的各种颜色。她

把各种颜色的纸剪成一个造型，
贴成一幅画，她的剪纸里有复杂
的仪式，有信仰。每幅作品的布
局都是上为天，中间是人，下面
是大地。我看到的几幅觉得特
别适合做莫言先生的长篇小说

《丰乳肥臀》的封面。
库淑兰现已不在人世，她的

剪纸集是台湾一家出版社在她
活着的时候整理出版的，标价
188元，印刷质量高，剪纸作品跃
然纸上，使人忍不住去摸那纸，
才确定是平面的。

同是陕西的郭佩珍的剪纸
作品多为长卷，她是用剪纸讲故
事的人。

林桃是福建人，她用原始的
抽象的纹理剪出家里一切物品
的样子，再把剪纸盖在物品的上
面。就有了《饭勺花》《肩罩花》

《猪脚花》这样的作品。她现在
也去世了，活了一百零六岁。

王老赏是河北的老先生，是
个戏迷，他剪戏曲人物和脸谱。

泥人张，剪纸王，这“王”说的就
是王老赏，一八九○年生，一九
五一年死。

乔先生从外国讲到中国，从
过去讲到现在，从他人讲到自
己。

乔先生用手艺创造电脑做
不到的，他用中国剪纸为挪威、
芬兰戏剧设计舞台。他的巨幅
剪纸作品《出发》，在芝加哥机场
的墙面上和林肯、卓别林等很多
美国著名人物以及抱着孩子拉
着箱子的普通人一起呈现。

他和前面说到的那个爱织毛
衣的挪威艺术家凯伦·碧特·维勒
曾做过以龙为主题的剪纸展。

维勒剪出七枚龙蛋，寓意上
帝用七天创造出世界。蛋的边
缘是一圈各种各样的雪花，里面
用织毛衣的线纹讲述了北欧的
过去现在和将来。

乔先生在无限的中国龙的
文化里选择了一个成语，鱼龙变
化，意为世事或人的根本变化。

他悟到，没有人就没有龙。他用
了黑色，在创作收集素材的时
候，他才知道民间有一种花纹就
叫鱼龙纹。他觉得得到了神的
恩典。

乔先生在中央美术学院任
教，曾派他的博士生两个一组去
向民间剪纸艺人学习，一个整理
作品，一个整理传记。他的学生
的作品，有一幅以《父亲》为题，
是四幅双手，背景是春夏秋冬，
一圈圈的指纹和掌心的每一条
纹路是民间的剪纸花纹。

讲座是六点多一点结束的，
乔先生说这是两天半的课。三
个多小时他一直讲得像初登讲
台一样兴奋认真。结束时很多
人舍不得走。有很多老人来听
课，其中一位的手机铃声是先大
声地报出电话号码，接着唱“小
背篓，晃悠悠”。第一次响时，全
场的人向她的方向集体怒目，第
三次响的时候，刚报出号码，全
场的人都笑了。

我很少写我父亲，因为在
我的印象里，父亲的存在就是
劳作，其他与他无关，一年四季
父亲总有干不完的活，几乎从
来没闲下来过。即使是春节这
样的重大节日，他也要到菜园
里忙上半天，直到妈妈把饭做
好了，差我们去喊他回来，才会
停下手中的活。父亲以劳动为
乐，好像从来不知道累，反而觉
得劳动是件快乐的事。

父亲老实不爱说话，见到
我们就是笑一笑。我记事时，
还是大集体，父亲每天都是干
的最重最累的活，干的总是人
家不愿意和干不了的活。那时
我总感觉父亲被人“欺负”，看
到劳作一天的父亲心里很痛。
有一次，我趁父亲休息，就问父
亲 ，“ 您 就 不 能 干 点 轻 松 的 活
吗？整天累成这个样子，您不
注意身体怎么行？”他却乐呵呵

地说：“习惯了，重活累活总得
有人干，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
我倒是担心你农活不会干，将
来怎么办？”

父亲很会享受劳动，他干
活不用蛮力，善于用巧劲儿，经
常“独创”一些省力省时的好方
法，父亲在劳动时经常面带微
笑，劳动效率极高。记得有一
年，队长让他和另外一个人犁
水田，总共是五亩多，队长“欺
负”父亲分他犁三亩多，父亲连
问都不问，驾牛就干，在犁田的
过程中，父亲用改进的新方法
进行作业，结果比那人提前一
小时完成任务，这让队长刮目
相看。其实父亲一辈子就是这
样，听人安排，从不讨价还价。
父亲经常教育我们，劳动是我
们的本色，人要不怕吃亏，只有
多吃亏才会逼你快想办法，办
法多了劳动就省劲了，劳动效
率也高了。父亲一辈子就是在
这种不断的吃亏中总结出很多
的种田技巧。

1981 年我们那里实行了联
产责任制，父亲主动要了村里无
人要的冷浸田，村里人都担心父
亲要这田不长庄稼，不能维持家

里粮食食用，但只有父亲很自
信，因为他有的是种田技巧。分
到田后，他主动对冷浸田进行了
改造，并施足了农家肥做底肥，
每天都在田里精耕细作，当年就
实现亩产超 2000 斤的好收成，
创了村里单产纪录。

后来，母亲生病了，父亲每
天都要照顾，加之常年累月的
劳作，体力一天不如一天，我们
都劝他休息，他却从来不肯停
下来，经常说劳动惯了，停下来
浑身不舒服。母亲去世后，父
亲身心都受到极大的打击，有
时走路都困难，但田地里的活，
他一刻也没有耽误，他自己一
个人硬是把一亩多田种得风生
水起，放牛耕田收割都一个人
完成。直到有一天倒在他劳动
的水塘边，再也没有起来，不得
不终止他停不下来的劳动。

父亲去世已经三十多年了，
他的“劳动情结”和种田方法，这
种态度和习惯也深深影响了后
辈。我们也用勤奋劳动来怀念
他老人家，更是想告慰他老人
家，过去担心不会干农活的我，
也在用另外一种劳动方式来创
造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城墙下的初夏，温柔得像一
首诗。

石榴花零星地绽放枝头，各
式玫瑰花雍容华贵地张开一张张
笑脸，蔷薇花藤条戴金钗摇曳多
姿……它们尽情绽放，在清风中
摇曳成一片旖旎。一群鸟儿，用
纤细灵巧的爪子，握紧了花藤，来
来回回地荡着秋千，叽叽喳喳欢
喜得很。

在午后安静的时光里，总是
会翻阅记忆，想起曾经的一些往
事，在心里最柔软的深处，穿过悠
长的顺城小巷，迎着满城的烟火
气息，回首在四季轮回的画面里，
半城阳光，满城花香。漫步在温
暖宜人的阳光下，任谁都不会无
动于衷、不去思念逝去的亲人，想
着他从此不能再享受这般的美
好，心里便不由得伤感，哀叹生命
易逝的悲凉。

最能治愈人心的，便是世
间的花花草草；将心放任于田
野之间，让花草释怀所有的不
良情绪。每当我心意不舒的时
候，就喜欢出去走走，把自己置
身于满目的绿意葱茏中，任由
这一份清爽，洗去内心的烦闷
与不安。在备受煎熬的时候，
就抬头看一看开花的树，或低

头看一看嫩绿的草。
天高，云淡，湛蓝湛蓝的，极

清透。经过一夜雨水的沁透，草
越发娇嫩。那绿生生的蒲公英，
有的顶着金黄的亮花儿，有的戴
着毛茸茸的白绣球，在暖阳里徜
徉着。还有那垂柳条儿，随风飘
舞，似烟似雾，如梦如幻，美得直
叫人挪不开眼。

牵着母亲的手，陪她在青砖
环抱的古城墙公园里散步，看天
地间恣意生长葳蕤的绿意，浩浩
荡荡地铺满初夏的护城河岸。母
亲总是闷闷不乐，机械地和我并
排走着。我变着法儿，想逗母亲
开心，夸张地指着绿色绒毯般的
护城河河面上那几只在水中凫游
的野鸭，它们时而一头扎进水里，
时而在水面上打滚，时而又露出
灰色小头，左右摇摆着，抖落羽毛
上的河水，既可爱又滑稽。我故
意大声地笑着，母亲为了回应我，
只是象征性地做了个微笑的表
情，继续踽踽前行。

“歇会儿吧，满园的石榴花，
多香啊！”我拉过母亲，让她坐在
公园小径旁的木椅上。小道旁栽
满了石榴树，隔两三步就有一棵，
一溜儿整齐地排列着，枝叶们摩
肩接踵，分不清哪一枝是哪一棵

的，满树的花儿暗香浮动着。“你
爸生前最爱吃石榴了。他经常
说，石榴多籽多福，象征着一家团
团圆圆。”母亲自言自语地小声说
着，眼里噙满了泪珠。我假装没
有听见，不去接母亲说的话。

“妈妈，你快来，快来。”一声
稚嫩的女孩童声，从我们身后飘
了过来。

“怎么了？摔了吗？”一位披
肩秀发、面颊白晳清爽、戴着眼镜
的女士，推着一辆粉红的滑板车，
急急地跑来。看着蹲在草地里的
小孩，关切地问。

“妈妈，这风很是恼人。原本
绒乎乎圆嘟嘟的蒲公英，被风一
下子吹跑了，好可怜呀离开妈妈，
它会死的……”女孩说着说着，就
哭了。

看着女孩伤心的样子，妈妈
一边把女儿牵起来，抱着她坐在
我母亲身旁的椅子上，一边指着
满地盛开的蒲公英说：“傻孩子，
蒲公英就是这样，借助风力把种
子传向四面八方。每一颗种子离
开母亲以后，都会挑一个中意的
角落繁殖生长。要不了多久，就
会长出一颗又一颗的蒲公英来。
它们看似凋零，其实是在酝酿着
新的生命呢。”

“原来它们不是死了，是重
生了。”女孩撒娇地转过头，搂着
妈妈的脖子，在脸上亲了一口，
然后伸开双臂大声喊着，“我要
把夏天抱在怀里，让生命在初夏
里重生……”话音刚落，就从妈
妈怀里跳下来，踩着滑板车，一溜
风地滑远了。

“不是死了，是重新生了。你
爸，他不是死了，他是重生了……
他重生了……”母亲激动地颤着
声音对我说，“他重生了……他重
生了……”望着那母女俩远去的
背影，母亲脸上露出了很久以来
未曾有过的笑容。

草地里，那一颗颗小小的蒲
公英，像一个个舞者，一边旋转，
一边飞向遥远、美好的远方，飞向
湛蓝的天空，像一个坚持不懈地
追逐梦想的人那般执着。

把夏天抱在怀里，以水为墨，
以日为笺，一笔一画，涂上自己喜
欢的颜色，静观季节的花开花落，
笑看生命的向死而生。当你理解
了人世间的千种沧桑、万种无常，
就会明白一切都只是寻常，人生
没有永远，只是生命的轮回罢
了。只有学会释怀，放下执念，顺
其自然，内心就会安宁，并与岁月
共从容。

辛勤的蜜蜂，
可爱的小生灵，
追赶着春夏阳光，
寻觅着花粉飞行。
嗡嗡嗡，
从江南到塞北，
从西域到华东，
哪里有芳香飘逸，
哪里就有你劳作的身影。

采蜜不怕酷暑旱涝，
安家不择富庶贫穷。
酿出色味醇正的蜜汁，
专为人们滋补心身健康，
积极配合消除各种疾病。
始终保持着甜蜜晶莹。

世世代代都是这般无私奉献，
子子孙孙一直继承这一传统。
短暂生命的最后归宿，
更是令人赞叹起敬。
让大自然风化得无影无踪。
带走的是你的清洁，
留给众人的是甜美丰盛。
一生奉献毫无索求的品质，
岂不是我们做人的标尺和准绳！

丽丽
日抒怀日抒怀

■■安宁安宁

夏日的光夏日的光

重生重生
灯灯

下漫笔下漫笔
■■孙亚玲孙亚玲

可爱的可爱的小生灵小生灵
■■张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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