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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尔闲暇时，我会一
个人坐着公交车漫无目
的地游走，只有把自己完
全置于喧嚣的环境里，才
能感受到内心原来是如
此安静与平和。

望着车窗外，这个城
市日新月异，每过一段时
间不出来看看都觉得快
要不认识了。随意地看
着路边向后飞驰的每一
个招牌，公交车在某一站
停下了，我看到路边一个
店面的名字——咸吧。
不禁遐想，这是个什么样
的地方呢？好美的名字，
这家店铺的主人一定是
个儒商，是个仙风道骨的
智者。

几秒钟后，公交车发
动，车内又恢复了之前的
熙熙攘攘。刚刚挡在窗
前的斑驳树干向后退去，
强烈的好奇心促使我一
直盯着那家店到底是经
营什么的呢？这时我才
清楚地看到那个招牌上
写的是“减肥”，不是“咸
吧”。

突然有些后悔自己
的执着，我不该一探究竟
的，应该留给自己遐想，
关于“咸吧”的遐想。

就在车停的间隙里，
我猜测：“咸吧”，大概是
出售有关盐的系列产
品？又或者，是像陶吧、
酒吧那样的雅致小店？
到底是什么呢？就在我
的大脑飞速运转的时候，
我看到了答案。

这个答案是我不愿
看到的。

转念想想，每个经历
过恋爱到婚姻的人，谁没
有过类似的感受呢？初
恋时的爱情就如同不食
人间烟火，它的含义就是
花前月下，卿卿我我，或
在海边你追我跑，或在梦
里腾云驾雾。在这种朦
朦胧胧的爱的氛围中，生
活的一部分真实被伪装，
被掩饰，于是爱情就如

“咸吧”般的浪漫而富有
诗意。一旦走入婚姻的
围城，生活才会撩开全部
的面纱，袒露出它的真实
面目。原来那个体贴入
微的王子，竟会变得粗
野、懒惰；原来那个诗情
画意的淑女，竟会变得唠
叨无比；原来一点小零食
都你推我让的情侣，现在
正针尖麦芒地对峙，不断
地争争吵吵。

如果问一少女，她一
定喜欢“咸吧”的浪漫情
调；如果问一成熟主妇，
她会期待减肥的结果。
其实，无论是“咸吧”还是

“减肥”，生活中，只要像
今天一样，有爱的阳光，
我们就该珍惜生活的美
好，用心生活每一天。

□梁晓明（浙江杭州）

高旭旺先生今年65岁，但说来
有意思的是，我与他的认识却还不
到两年。我与他认识，是在黄河
边。而对他作为一个诗人的认识，
却是从他的诗歌作品“拆迁与场景”
开始。

“拆迁与场景”，一般说来，像此
种过于现实，过于及物的题材，在诗
歌中加以体现，要么很差，极为糟
糕；要么极为精彩，跳出现实又根植
于现实，两相照应，会给人以启迪与
揭示的意义。

我们先来看看他在这个组诗中
的题记：“原生态破坏了，村子上的
鸡、鸭、牛、羊、狗、麻雀、蝴蝶、喜鹊、
青蛙等消散了，只有四处‘逃荒’的
人群，默默地寻找着自己的归宿。
这就是当下一个约有三百年历史村
子的场景。”如果就从这个题记来
看，这依然可以是一篇新闻报道般的
稿子，从艺术创作上，依然不见光
华。但这却是他这个组诗的一块土
壤，一个独特的背景交代：“这是当下
一个约有三百年历史村子的场景。”三
百年，这既是一个时间的交代，同时也
暗含了与历史相关并且传承的一种关
系，以及在这个传承关系下，它即将面
临的被彻底截断的无望的命运。

让我们跟着他，对这组诗歌来
一个深入的巡回：

《一只燕子》
一只燕子，从雾霾里飞来
蹲在我书房的窗棂上
独自。叫个不停
一天里，我像掉了魂儿
那只燕子，是不是从
我家乡飞来？
不远百里，诉说村子被拆迁
和自己的不幸。或叫遭遇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

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读到《一只
燕子》，我脑中怎么也甩不开王维的这
首《杂诗》，可是，《杂诗》中诗人关心的
是“那窗前的梅花开了吗”？而现在，
在诗人高旭旺的笔下，却变成了担心
燕子是否前来告知“村子被拆迁了”。
同是故乡来，一个风雅，一个沉痛，这
样两种完全不同的故乡的消息，一下
子就把人的心给拎了起来。这是一种
极为高妙的写法。

接着，也可以是事实，也可以是
神游，诗人随着燕子的消息回到了
故乡，回到了他从小生活和成长起

来的一个豫西的小村庄：
《它倒下，成了一地碎玻璃
——给我上小学的土窑洞》
我是植物，在窑内开花、结果
词。和词的根，疯长
从此，蔓延成我茁壮的细节
我到六十五岁。怀旧就是
微风走在树叶上的脚步
从六岁到六十五岁，整整六十

年，回故乡之路，最后竟然仅剩下
“怀旧”，甚至就连仅有的怀旧，也只
是一种“微风走在树叶上的脚步”。
转瞬而来，又转瞬而去，不留下一丁
点坚实的印记。如此伤感，却又如
此轻盈的不露痕迹。所谓羚羊挂
角，这也就是一种诗歌写作的笔力
所在了。

女性，或者说是感情、爱情，作为
男子，谁又可以完全逃避？哪怕你回
到故乡，依然会有故乡的女子缓缓走
来，但这回，面向诗人走来的女子，又
是如何的形象呢：

《我的老同学》
与她相遇。像一窑
过冬的干柴，堆在一起
干干净净。靠着风
一根火柴走了进来
碰撞、燃烧，刺激
亮了人，痛了心
痛。在心里翻晒，我说
你为啥不去医院
把牙齿修补一下。她摇了摇头
像月光从发黄的树叶上走下
给我扔了一句话。坚硬

“村子，都没有了。人
说话再圆有啥用。”
一位缺牙不愿补牙的女同学，

或许是曾经萌芽的初恋，我们的少
年情怀，谁又能说得清楚？相遇的
感受却是“像一窑，过冬的干柴”。
感慨之余，更令人惊心的是最后一
句：“村子，都没有了。人，说话再圆
有啥用。”我们可以想象当诗人听到
这句话时内心的揪痛。但是，就算
疼痛，又有什么用？这实在是太过
令人悲伤的遭遇了。问题是，这种
悲伤和无奈，又何止是诗人的一种
个体的遭遇呢？这种暗示与象征，
才是诗歌背后的力量。也是一个时
代可以作为题记的一个标示了。

我就是从这个角度认识了诗人
高旭旺先生。我看完就忍不住对这
位老哥说：“好！”当他对我说，诗歌评
论家霍俊明先生为此诗专门写了长
篇评论时，我听后笑了：这就对了。

认识高旭旺

□李申（河南郑州）

范园，范仲淹墓园也，
读过初中的中国人都能脱
口而出“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千古
名言，但知道范仲淹墓地在
河南伊川的人却寥寥无
几。去年十月的一天，秋高
气爽。我们一行四人驱车
沿着郑卢高速一路向西，去
伊川，去许营，去拜谒范仲
淹的归宿之地。车子在伊
川站下了高速，开车的老弟
打开导航，车子沿着一乡间
公路又行进了十几公里，终
于到了早就向往的范园。
墓园坐北朝南靠万安山，山
脚下有一小河叫曲水河，莫
不是天上文曲星下凡化成
一条河，依托万安山护佑着
大文豪范仲淹老先生的安
息之地。

范仲淹的墓园分前后
两部分，南部山门前是一尊
范仲淹雕像。在视野开阔
的山坡上异常醒目。再往
北行五十米左右有一青砖
围墙高门楼的大院，就是范
仲淹的墓园。一扇朱漆大
门,两侧有一副对联：“入相
鞠躬尽瘁名留青史，后乐功
德业绩启迪后人。”大门口
坐一老者，精瘦的面孔，上
身着灰色的衬衣，黑裤子，
脚蹬棕色的北京布鞋。我
和二妹搀扶着父亲来到门
前，那老者立即搬来一木椅
让父亲坐下。父亲和他聊
起话来，得知他叫范钦忠，
78岁，是范仲淹的第28世
孙，常年在这里守护墓园。
趁父亲和范老拉话之机，我
和二妹进得园内。墓园内
古柏森森，通往各墓室的道
路打扫得干干净净。前排
分别埋葬着范仲淹和他的
母亲及长子，后排是另三个
儿子及一个侄子，再后面是

范仲淹的九个孙子。
范仲淹是苏州关县人，

又死在徐州，为何将家族墓
地选在伊川呢？据史料记
载，范仲淹的夫人老家在今
天的商丘，范母去世后，就
先葬在那里，范仲淹守制
时，在商丘应天府书院讲
学，其间，他曾到登封的嵩
阳书院当过“客座教授”。
在嵩阳书院讲学期间，他曾
慕名拜谒了姚崇墓，第一次
产生了将母亲移葬此地的
想法。姚崇是唐代名相，历
任三朝宰相。姚崇和范仲
淹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姚
崇的母亲死后，姚崇就把母
亲安葬在伊川的万安山
下。范仲淹就是看了姚崇
和他母亲的墓以后受到启
发，将自己的家族墓定在这
里的。

走马观花地看完了范
园，返回门前，见父亲与范
钦忠老人还在聊。范老说：
如今在伊川姓范的有1000
多人，他们都是范仲淹守墓
人的后裔，大都住在离墓园
南面不远的许营村。在许
营村姓许的倒不多，姓范的
占七八成。至今许营村的
范氏家族还有族长，族长有
两项重要任务，一是每年的
祭祀，二是教育本族的子
弟。每到祭祀的时候族长
就会讲一些范仲淹刻苦学
习做人为官的故事。告别
了范老我们又来到许营村，
村中间一条大路横贯东西，
道路整洁，村南面就是曲水
河，小溪流水潺潺。正晌
午，村里竟没有一家饭馆，
一派安宁祥和的景致。街
上有几处明清时期的建筑，
照了几张相后我们就踏上
返郑的回程了。

范园的风景是美丽的，
是发思古幽情之地，有机
会，不妨一游。

人诗话诗
这种悲伤和无奈，又何止是诗人的一种个体的遭遇

呢？这种暗示与象征，才是诗歌背后的力量。

市屋檐城

生 活 中 ，只 要 像
今天一样，有爱的阳
光，我们就该珍惜生
活的美好，用心生活
每一天。

咸吧

化游走文
村中间一条大路横贯东西，道路整洁，

村南面就是曲水河，小溪流水潺潺。

范园行

□管静（河南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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