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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走了
却没有离去
镜子一样真诚的眼睛
仍在凝视群众的疾苦
我活着
却没有找到自己
迷茫的眼神
总是不停地盯着
闪闪烁烁的名利

你走了
却没有离去
窗户一样灵动的耳朵
仍在倾听百姓的哭泣
我活着
却没有找到自己
装聋的耳朵
总是喜欢听
前后左右的蜜语

你走了
却没有离去
搓板一样粗糙的手
仍在帮扶那幼小的桐树
我活着
却没有找到自己
白皙的手
总想频频举起
享乐的筷子

你走了
却没有离去
磐石一样坚定的脚步
仍挚爱着那片深情的土地
我活着
却没有找到自己
忐忑的脚步
总在不停地寻找
向上爬的楼梯……

你走了
人民把你装在心里
那风中呼唤的声音
是你不朽的名字
有了你这面镜子
我找回了自己
活着，就要活得踏实
死了，不能留下半点遗憾
不能留下一丝愧意……

致曼德拉
这封寄往南非的信
迟到了将近一个世纪
可谁能理解
写信的人
那双敬仰的目光
正凝聚感动的泪滴
曼德拉同志
请允许我这样称呼你
因为我们同是大地的儿子
都是为了自由而生的战士
当不公正的法律
以种族的名义把黑白隔离
索菲亚顿的炊烟
笼罩着极端的恐惧
乡野的书包
城镇的灯光
医院的呻吟
填满了不应有的歧视
为了平等，你举起民族之矛
戳破主宰者的无理
为了自由，你唱响《抗议之歌》
被关进牢狱……

曼德拉先生
请允许我这样称呼你
因为你是黑夜里的一盏明灯
我是灯下的一位学生
当罗本岛的时钟停止了摆动
你怕失去真善的记忆
在牢房的墙壁
书写美丽的生命
当狱警用刀子
把一封封思念的心切碎
你把爱埋入心底
你把爱种入土地
那颗长出微笑的红番茄
那株长出希望的青辣椒
那个长出期待的紫洋葱
仍在感激穿着囚衣
播种自由的园丁

曼德拉阁下
请允许我这样称呼你
因为你是一位平民的总统
也是总统中的一位平民
面对 1990年开普敦广场欢迎的人群
面对 1993年度诺贝尔和平奖的贺词
面对 1994年当选为南非总统的荣光
面对 2009年联大通过的“曼德拉国际日”
你想去广袤的沙漠
无际的荒野
找到非洲统一的意象
你想在母亲的墓地跪拜
你想在小河里游泳
在星光下烤玉米
在山坡上漫步
你想骑在牛背上唱诗

如今，你深深地走进生养你的故乡
那里的蓝天留下了一双自由的翅膀
那里的大地留下了一个宽恕的胸膛
那里的高山留下了一副仁爱的肩膀
那里的大海留下了一个正义的航向
我希望这封寄给你的信
能随你的身躯一起下葬
我祈祷，这首写给你的诗
能伴随你的灵魂
安放在自由的天堂。④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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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今许多人看来，我的岳母就像一
个传说。她在年迈瘫痪中的自强自尊，在
默默奉献中的大爱情怀，在女儿出嫁时的
达观态度，都让人惊叹不已。

岳母出生于豫南伏牛山区的一个小
村庄。名字虽叫“余文秀”，却连一个字都
不认识。她在旧社会缠足，缠了一半又放
开了，脚已有些畸形，干农活比较吃力。

她把膝下的二男三女带大成人后，还
一直帮助儿女们照看孩子，洗衣做饭。有
一次，从柴堆里抽取烧火用的木柴，用力
过猛，一下子蹲坐到了地上，腰椎压缩性
骨折。当时她强忍着疼痛，吃止痛片，贴
农村的膏药，慢慢不疼了。但半年后，骨
折处隐患爆发了，下肢不能站立，彻底瘫
痪了。这一年，她 84 岁。

我和妻子把岳母接到郑州来诊治。医
生说，年龄太大，没法治了。她断断续续在
我家住了两年多。虽然瘫痪，但她坚持尽
量自理，能不麻烦别人就不麻烦别人。吃
饭时，她总是先把轮椅锁定，然后双手撑着
从床上挪到轮椅上，来到餐桌旁；吃完饭，
回到床边，再用双手撑着坐到床上。开始
时，我多次试图把她从轮椅抱到床上，她坚
决不让。大小便问题是瘫痪病人的难题，
不少病榻伺候的儿女都不堪其苦。岳母却
每次都是用双手支撑着病体，侧身自己解
决，从来不让我们帮忙。我们在家时，她会

让我们把便盆及时倒掉。我们不在家时，
她居然坐着轮椅，自己把便盆拿到卫生间
处理干净。为了少拖累儿女，瘫痪的她，主
动在床上做支撑练习，努力锻炼臂力，很快
就能支撑起自己的身体。而且，每天多次
做蹬腿运动，按摩腿部，每天两次拍手各半
小时，促使血液流通。她说：“我身体强一
点，你们就少受点累。”

为了避免长期卧床身上产生难闻的
气味，80 多岁的她，每天早上都用冷水把
全身擦拭一遍，一年四季从不间断。冬天
在郑州有暖气还好一点，但即使回到农村
天寒地冻，她依然坚持不断。一头白发每
天也都梳得溜光，然后别上女儿给她买的
发卡。遇有我们的朋友或同事来看望，她
还会把自己最好的衣服穿上，坐着轮椅出
来相见交谈，满口都是感谢的话语。

虽已年近九旬，但她耳朵不聋，戴上
花镜还能穿针引线。她先后给我家缝制
了五个空调罩，针脚细密，线路很直。还
用广告页纸做扇面，用一次性筷子做扇
把，做成了两把手摇扇子。仔细一看，鸭
梨形和心形的扇面，很对称，很美观。

有时我们夫妻工作忙，中午回不了家，
正在备战高考的儿子严重缺觉，午休该起
床时，我们打电话有时也叫不醒他。岳母
便主动承担起了叫外孙起床的任务，我们
教她认闹钟，她很快就能准确说出闹钟上

数字代表的时间。她让我们安心午休，自
己一个中午都坐在轮椅上盯着钟表，到时
间就叫醒外孙，使他从来没有迟到。

平时我们上班，怕老人独自在家发生
什么意外，就教她使用手机。我先把妻子
的手机号码拨过去，然后告诉她，如果有
事就按绿色的键。有一天，我们有事在外
面耽搁了，妻子的手机突然响起，一看是
岳母的号码，我们吓了一大跳，不知发生
了什么情况。谁知她在电话里焦急地问：

“天这么黑了，你们还没有回来，不是出啥
事了吧？”老人家心里总是装着别人，唯独
没有她自己。

妻子清楚地记得，小时候在乡下，吃的
是红薯面窝头，只有过年时才能吃上白面馒
头。她发现，母亲吃的白馒头不一样，竟然
是用白玉米面做成的。平时做一些好吃的，
母亲也总是看着孩子们和丈夫吃，自己舍不
得吃一口。如今，岳母还时常讲过去年代的
事情，讲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她总会感叹：

“现在的生活真是掉进了蜜糖罐里，要好好
珍惜啊！”

岳母时常会问我一些她在广播里听不
懂的问题，比如，地球怎么会是圆的？“城镇
化”是啥意思？“金融危机”是咋回事？我用
最通俗的话给她解释，她听得津津有味，我
能看到她听懂后脸上流露出的喜悦。所
以，平时谈话和与来人交谈时，她时不时会

用一些时髦的新词，根本不像是从一个 80
多岁的瘫痪老太太嘴里说出来的。

每当晚饭后，我都会给她讲笑话，讲傻
女婿的故事，讲鹦鹉系列故事等等。她听
得很认真，笑得很开心，有时笑得前仰后
合，眼泪都出来了。笑过之后，还能评论一
番，有些话让我这个大学教授都感到惊奇。

岳母把最怜爱的小女儿嫁给我这个
山村穷小子的态度，让我无比感激。当
时，她没有向我家要房，要车，哪怕是一辆
自行车，就连农村风俗中最起码的彩礼都
一分没要。我们两家虽然只相距 200 多里
地，但我的父母没有正式登过她家的门，
她家也没有去我家相亲。连一场热闹的
婚礼都没举办，我和妻子悄悄选择了旅行
结婚。妻子后来告诉我，岳母为此承受着
农村风俗的巨大压力，不断有亲戚朋友抱
怨说，怎么不声不响就把闺女嫁了？她
说：“只要孩子们过得好，这些规矩不用太
在乎。”她反复教育妻子：只要找的人好，
正干，不要向婆家要这要那；好男不吃分
家饭，好女不穿嫁时衣。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在我心目
中，岳母与我的亲生母亲一样，是春天的
阳光，闪耀着穿越千古的人性光辉。我要
用百倍的孝心、切实的行动，去报答我心
中的“天下第一好岳母”，让她并不健康的
晚年过得更加幸福，更加满足。④6

朋友宝鉴是个画家，双休日一进
我 家 门 就 嚷 ：“ 给 你 画 了 张 莲 荷 扇
面。”在书房将画上了画毡，是他一贯
的画风：没有花，水墨酣畅淋漓，卓然
挺立的荷叶，丰硕的莲蓬带着浓浓的
秋意，深悠宁静……心里自是喜欢，
但还是逗他：“这已是你送我的第三
张莲荷图了，还没看到一朵花哩。”他
笑了：“我不信，不画花，你就感受不
到花了？”说得我心中不由一动。

也许是因为学国画的原因，今年特
别想有机会倘佯在荷塘边，静静地看一看
莲花，不料这一简单的愿望却颇多周折。

一入夏，爱摄影的丈夫总和朋友
相约去拍莲花，数次邀我，均是机缘不
巧。有一天本来说好一起去拍莲花
的，但临时加班又未成行。下午我加
完班回家，在家属院大门口碰到了刚
回来的丈夫，远远地就看到他从摄影
包往外掏着什么，近了只见他小心地
捧着一朵莲花苞，“给你摘回来一朵最
大的花苞。”那一刻所有的疲惫和烦闷
一扫而光，那朵花和满心的欣喜被丈
夫一起交到了我手上。那朵莲花被安
放在一个注满水的青花瓷海碗里，竟
也一瓣又一瓣地次第绽放了，还捧出
了嫩绿的莲房和金黄的花蕊来，淡淡
的清香让斗室清雅而温馨……

双休日，外甥女来，看到几近凋谢
的莲花甚是好奇，我道出原委，丈夫在
旁特意加上解释：“你妗子画荷却不去

看荷，得让她好好学习。”外甥女笑了，
“我也帮帮我妗子，我在网上购了种
子，种了十多盆碗莲，回头给你们送来
两盆”。第二天便送来了碗莲，只是我
一见颇有些失望，细细柔柔的茎、巴掌
大的叶片，虽然也是绿油油生机盎然，
但是哪里能和荷塘里的莲相比呢，与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的意趣更是相去甚远。于是便还惦记
着去乡下看莲花，终于定好了一个双
休日早上去。谁成想，临出发前乡下
打电话来告知花期已过，只有满塘的
莲叶和莲蓬了……

也许是花知人意吧，虽然也是殷
勤换水，天天照看，希望碗莲能开出花
来，却总不见动静，打电话问外甥女她
也说不上缘由，上网查了最后只能不
确定地说：“当年的新荷不开花吧，也
许明年就开花了。”她一说我更无意
趣，没几天那两盆碗莲竟都干枯了。

朋友迁了新居，临河而居，这个
夏天里隔三差五总会给我发来她沿
途所见的美景，最多的是莲花：有早
晨荷尖上挑着清露的，有雨后莲叶上
走珠滚玉的，有风中摇曳多姿的花
……常让我想起宋人叶梦得的诗词：

“何处难忘酒 ∕朱夏日偏长 ∕湖山地胜
潇湘 ∕十里芰荷香 ∕柳外新蝉惊晚 ∕楼
上流帘垂翠∕簟枕晚生凉∕纨扇摇霜月
∕曲水泛流觞”，在我看来朋友的家乡
也足可胜潇湘，有那么浪漫的心境、

那么美的莲花，真可为之浮一大白！
一天，她发过来一组睡莲的图片，那
种惊艳的美竟让我落下了泪，我猜想
应是俗称的“并蒂莲”，向朋友询问
时，她说你来看看吧，我说好。可是
紧接着就感冒了，再后来是过敏性咳
嗽，咳得惊天动地达月余。朋友发短
信催我去看花，不想让她担心，总说
有事走不开，最后还说“即使看不到
也无妨，因为你已让我看过了”。等
我病好已是错过了花期……

我想生命的意义应该在于经历的
过程，有一个美好快乐的过程，其结果
并不重要。很喜欢这样的语句“日日
是好日，处处莲花开”，字面上理解是
指天天都是最好的日子，生活里到处
开着莲花，实则是指禅宗大师修行的
一种很高的境界；佛教的六字大明咒

“嗡嘛呢叭咪吽”，翻成白话就是“祈求
心中的莲花开放”，这里莲花是纯净、
美丽、柔韧、芬芳的象征。虽然这个夏
天我没有看到莲花，但朋友的那份心
意我已是心领神会了，她让我分享的
岂止是美丽的花？更是她对美的艺术
感悟、对我的一份牵念、一种生命的欢
悦……即使没有看到莲花，我收获的
至真至善的亲情、友情，岂不就是人们
心中永远盛开永不凋谢的莲花吗？不
知道朋友是否理解了我说的话，因为
她真的已让我看到了这世上最美好最
珍贵的莲花了。④6

没有那种张扬附庸，没有时下的浮躁艳俗，但却
有一种经多见广的骨子里的清高。那种经多见广包
含骄傲的军旅生涯，包含丰富的政界打拼，更包含阅
读与写作的丰富积累。也就是说，《青海长云》是有
文化打底的，它从内到外都掩藏不住文学的纯粹表
情。在这样的表情里，我看到肖根胜的如山如地的
本真与厚拙，感到他的如水如风的实性直情。他就
像一个倾诉者，喋喋不休地往外倾倒着，你阻止不了
打断不掉他的倾倒，他憋得时间太久了，那种倾倒或
者说倾泻是压抑已久的火山，是奔腾断裂的河流，你
能感到他对铁道兵的那种泪水凝聚心血汇映的情
怀，读起来渐渐忘记这是一个县人大主任的业余之
作，而纯纯地沉浸在一个作家的创作之中。

1975年，一个正在学校代课的青年突然萌生了
一个想法：他要去当兵。不管父母多么不舍，学生多
么留恋，同事多么挽留，他仍是毅然决然地成了一名
光荣的人民解放军。那不只是看了电影《侦察兵》之
后的冲动，在那个年代，“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
旗挂两边”是一个热血男儿的崇高志向。

肖根胜的《青海长云》由此开篇，他把当兵的过
程写得很足，也很有戏剧性，对乡村的描写，对亲人、
老师、学生、带兵的人的描写都很细腻，让人感慨，并
由此衬托出依依的亲情与乡情，也衬出不一样的乡
村男娃的豪气。

我知道那些地名，青藏高原上的西宁、青海湖、
倒淌河。但我不知道那个新奇的名字：关角。我曾
经坐车经过格尔木，那是在后半夜，天寒地冻，我在
站台上对着它轻轻地唤了一声，就急急地走了。而
这些地方，熟悉的不熟悉的地名，都从肖根胜的书中
见到了，而且是深深地感知到了。关角，就在那孤寒
的高原的深处，在肖根胜的心中。

多少年过去，“铁道兵”三个字已经淡出了人们的
记忆。再过去多少年，许就更不知道这个与艰苦、艰
难、艰险、艰巨为伍，与偏远、闭塞、危险为伴的铁军
了。肖根胜不单单是要写自我，不是要表现个人英雄
主义，他写的是一个大的集体、一个集团，表现的是集
体英雄主义，展现的是他对这支队伍的深沉的爱，对
战友的真挚的情。肖根胜是要以一部坚实的文字为

“铁道兵”摇旗呐喊，树碑立传。
我能感到老肖的紧迫感，责任感，一种冲动无时不

在激涌着他，他成竹在胸，不吐不快，他几乎兴奋得不
能自已，日夜兼程，呕心沥血，他豁出了性命。不管这
块“石料”怎么样，反正最后是厚厚地实实地弄出来，立
上了。我能感到老肖合上最后一页的满足与快乐，疲
累与痛苦，他高兴得难受得想哭啊！

肖根胜的笔触，上到师长团长，下到普通士兵，几
十个人物构筑起一支军队的整体形象，这个形象铁壁
铜墙，威武雄壮，纪律严明，正义无私，团结向上，真正
的一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力量。肖根胜以事实表
明了这一点。在那个年代，大多数干部不贪不占，以
身作则，正直本真得几近憨傻，或者说窝囊。以致很
多人都影响到自己后来的升迁、安置、分配。但对于
自己的工作、职责，却是那么认真负责，以热血和生命
来担当。战士们更不用说，年轻气盛，白杨一棵，排一
排壮威，单一个也摇摇迎风。无论条件，没有价钱可
讲。关角的山头上，不少干部战士变成了一抔荒草萋
萋的土，再不能走出那片高原，留下很多的遗憾，给自
己、给家人、给战友，一颗泪珠，久久地打转在天地间。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书写，才称其难能可贵。我想
每一个当过铁道兵的人都会感同身受，每一个军人都
会感到情真意切，而每一个没有进过这个队伍的读
者，又会感慨万分。这是特殊文字记录的特殊群体，
他们是平凡中的不平凡，普通中的非普通。

这或许不算为小说作品，应该是作家真实的生
活记录，或者说是纪实散文。说散文也散得随意，
一忽小说笔法，一忽报告叙述，一忽大景大象，一忽
小情小意。这在文学范畴上是完全说得过去的，不
论你用什么体裁，以什么手法，只要你写的东西让
人喜欢，好看，抓人，就行，至于体裁问题，真的是不
必太在意。

书中的大情大景写得山海呼啸，地动山摇，如隧
道里的施工场面，救援情景；小情小意同样见得风吹
草动，细流淙淙，如当兵的过程，探亲的经历，找对象
的故事，女人走进兵营的轰动等等。有些情节过目不
忘，感人至深。如写自己日夜苦熬的长途车上毅然为
他人让座；千里走单骑的军需物资的调拨；执行任务
途中到战友家中的探访；车坏半途独走深山20公里
的奇遇。还有一个个领导的故事、士兵的故事、家属
的故事，穿插在整部作品中，其中又不乏对生命的思
考，对军人的议论，从而让人感到一个部队大熔炉里
的灵与肉的锤炼与熔铸。还是那句话，没有什么高音
亮嗓、大声大调，少有官员写作中的蹩脚的升华与说
教，而显得真实与质朴，宏大而辽阔。④6

那天我和女儿走在放学的路上。
一到傍晚这个时候，她们学校的

学生在周边的几条路上成群结队，浮
泛于江湖之中。

女儿大叫一声：“前面挖了一个
坑，里面站着我的爹！”

我知道这是她们中学生对老师
布置作业的“吐槽”，便问怎么了。
根据“家长手册”，我问她这一天在
学校里怎么样，有什么快乐的事情，
有什么讨厌的事情。诸如此类。我
们总是这么一边往地铁方向走，一
边聊天。

“坑爹”这个词最近非常流行。
对于这个词的起源、发展等，我不再
介绍，我感兴趣的是:在这个时代，

“坑爹”的事情为何如此盛行。学校
布置作业多到让家长帮忙瞎编的程
度，是一种精准定位的教育界“坑
爹”。一件事情连累到了“父母”跟着
奔忙，这样的事情就是“坑爹”。进一
步说，人们可以把这个词运用到更广
泛的社会空间去。如快下班时，公司

“总监”突然宣布：“今天全体加班！”

这也是标准的“坑爹”。
人行道面前有一位男生，两个

耳朵塞着耳机，宛如儿童医院里打
吊针的伤病员，翩翩然走在迷惘的
道路上。这个时代信息爆炸，各种
垃圾新闻是如此的泛滥，孩子们又
是如此的自我封闭，恨不得把自己
的七窍都封闭起来，成为尘世间的
闭关高人——如果你背着书包，戴
着口罩，架着眼镜，塞着耳机，吃着
关东煮，基本就是生活在这“美丽”
雾霾中的一位“忍者神龟”了。

女儿捅捅我，“爸爸，就是他！”
“谁？”我担心其中有诈，警惕心

爆炸。
“ 就 是 跟 ×× 分 手 的 那 个 男 生

……”女儿说。
“他们是真的失恋了吗？”我问。
“反正谁也不理谁了……”女儿

说，“××说了，你若安好，便是一堆狗
屎！呵呵！”

小孩子嘴里的词汇层出不穷。
前天一位老教授到单位找我，说常看
我在报纸上开设的专栏，发现这些词

他都看不懂，说，我该怎么办？
我说：“没办法，人总有被淘汰的

时候。”
一个人不接受新生词汇，就是

被社会淘汰的标志。一个人如果能
反过来把社会淘汰了，他就是绝世
高人。

孩子们对一件事不屑和嘲讽时，
词语运用手法简单又先进。他们把
同一个词连续重复三遍，加上选择性
连词，制造疑问句或反问句的假象：
你这是吃饱了撑的呢？还是吃饱了
撑的呢？还是吃饱了撑的呢？这样
疑问句就变成感叹句，可以表达不满
乃至愤怒了。这种排山倒海的“疑问
感叹句”，对特定情形的表达，有奇特
效果——如果我听不懂，这就是真的

“坑爹”了。
另有一种本义上的“坑爹”，如那

个“坑爹”高手李某某，让全国人民都
见识了一个可怕的家庭崩溃。富二
代或者官二代因胡作非为而犯事，把
自己的父母亲拖下水，这是真正的

“坑爹”。④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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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长云的余韵
——读肖根胜《青海长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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