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生往事

放声歌唱

黄埔光阴（组诗）

白沙如梦

忧思前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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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占生

月光、灶火和呼嗒呼嗒的风箱
声，30年过去了，仍清晰地影印在我
的心幕上，流淌在我的血流里，响彻
在我身前身后的空气中。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个
深秋，我从郑州回老家杞县接母亲来
郑州定居，顺便把给在家中做事的弟
弟买的一辆飞鸽自行车骑回去。上
午八点出发，按正常情况骑下来，8个
小时后我可以回到杞县县城，加上中
途吃饭休息的时间，该是下午 6点的
时候。从杞县西关骑到县城中心的
城隍庙喝碗杂烩汤，然后趁月色走 18
里路回到村里，大体应该能在晚上 7
点之前回到家。谁知，计划赶不上变
化，刚出郑州，行进到白沙村口，车子
坏在那里了，飞轮出了问题。师傅说
马上修，但飞轮得去中牟县城买，这
么一折腾，就到了傍晚。一轮又大又
圆的月亮赶在西边的太阳还没完全
沉入地下之时，就从白沙村东的屋脊
上升起来，把屋脊两端的翘首兽头照
成了黛色的剪影，镶嵌在流光漂浮的
天幕上。那时的我很年轻，虽然还没
得到随遇而安的修为，但有的是随遇
而安的不得已与可摔可打的身体。
于是，从修车铺推上刚换上新飞轮的
飞鸽就住进了附近的车马店。

白沙的傍晚和当时诸多的乡村
一样，静，但声息却很丰富、温暖。一
阵吆喝着老牛犟驴回家的声响之后，
满街都是呼嗒呼嗒的风箱声。炊烟
弥散在夜色里，更给摇动在树梢上的
月光增添了几分朦胧。随着夜色的
加重，风箱的呼嗒声渐渐沉寂下去，
街头东一声西一嗓呼喝孩子回家吃
饭的声音就有一搭没一搭地响起
来。粗门大嗓的喊声往往比较急促，
在外玩耍的孩子应答也往往较快较
顺从的样子；细声细气的呼喊往往会

把声音拖得细长细长，像要把村中曲
里拐弯的胡同游走一遍似的，而孩子
的呼应也往往较为迟缓。听到别人
家吃饭的声息，我的肚子也咕咕叫起
来，于是就走到车马店的门房那里问
掌柜的有什么吃食。掌柜的很客气，
反复解释说这是小地方，庄户人都自
己回家做饭，没饭店。掌柜的看我听
了他的话有些失望的样子，于是又
说，我这门房有个火炉，是为客官烧
开水的，要是你带了干粮，我这有锅，
也可以帮你烩烩，掌盐不要钱。我没
带干粮，谢绝了掌柜的好意。看着我
饥肠辘辘的样子，掌柜的像欠了我二
升高粱米一样，扎煞着手，不知怎么
样才好。转而，他有点兴奋起来，出
得门房扯着我的手到车马店大门口，
向东一指说，东边路北有家蒸馍铺，
你可以去看看今晚的馍出锅了没有，
就在东边响着风箱的地方。听了掌
柜的话，放眼东天月光曼妙的村子，
我的耳际真的响起了呼嗒呼嗒的风
箱声。

打量着月光下紧闭的庄户人家
的院门，踩着高一声低一声风箱耳板
的节奏，我高一脚低一脚向村东摸
索。静寂的街道显得格外空旷，村东
风箱的呼嗒声显得遥远而又膨胀，似
村庄的呼吸，张弛间饱满着生活的温
情。路边高树枝头鸟巢里，偶然间会
传出梦醒时飞鸟扑打翅膀的扑棱声，
如鱼跃于湖面，夜空中荡漾着声波惊
起的月光涟漪，悄无声息地氤氲波
动。不知从何处传出的稚童惊夜的
哭叫，会突然把夜色撕裂一道凛冽的
口子，随着那哭叫的戛然而止，裂口
又会迅即弥合。村东不紧不慢的风
箱的呼嗒声时起时伏，不断地以自己
的节奏调整着村庄夜色的秩序，也牵
引着我那饥渴的脚步，来到当时的白
沙村唯一的蒸馍铺。

铺面很小，就是一间临街的门面

房。房子临街的一面如同传统的店
铺，整个前门脸是用一块块门板扣
成。蒸馍锅灶就垒在门口面对大街，
灶膛里缠绕着奔突着的火舌与笼上
的一团团蒸汽搅拢来又弥散去，飘进
夜色溶入月光，有些个玄妙神秘。

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有时候，
幸福降临得太快、太突然、太让人猝
不及防。当我刚走到蒸馍铺门口时，
在“嗨”一声吼喝下，那笼热气腾腾的
蒸馍出锅了。不由分说，我从口袋里
摸出一毛钱半斤粮票递给蒸馍铺的
老板，老板看我空着手什么东西也没
带，就抽根筷笼子的竹签子串起两个
热腾腾的白馍递给我，顺手又找给我
两分零钱，说，等等，我去柜上给你找
一两粮票。老板在黝黑黝黑的柜橱
里翻腾了一阵子，扎煞着两只空手对
我说，怎么都找不到一两的粮票了。
说这话时，我看到了他的一脸无奈。
我说那就不用找了，转身就要离去。

这时，老板似乎想起了什么，一边说
让我再等等，一边又转身回到他的柜
台后，嘴里还反复念叨着：我咋能沾
你这个光呢! 然后弯腰从柜台后捧
起一捧什么走到我面前说：粮票就不
找了，送你一把花生就馍吃吧。这时
的我，真的一下子被老板的这一举动
感动了，不知说什么好，也不知该做
点什么，一任老板把那一捧花生装到
我的衣袋里。

那天，我回到车马店，喝着车马
店老板用大铁壶提来的热水，就着花
生仁吃完那用竹签串起的两个大白
馍，闻着仍有阳光味道的大通铺上稻
草的香味，很快就进入了梦乡。而这
一梦，就是 30年的光阴，我再也走不
出那个夜晚清凉的月光，再也走不出
大白馍就着花生仁的香甜，再也走不
出万物皆有声的静寂，再也走不出那
一壶开水和一把花生米的乡亲温
情。3

□杨清喜

《杨家卿文集》日前由河南人民出
版社出版发行。文集共七卷，其中“学
林管见”2卷，“理论著述”3卷，“历史钩
沉”1卷，“杂笔摭拾”1卷。

家卿先生，现任焦作大学党委副书
记、副校长。公务繁忙，重任在身。但
他始终坚持自己的初衷和爱好。正如
他自己所说：“只觉得人来世上应有所
追求，做点有意义的事情而已，以不荒
废时光，提高自己的生命质量。爱因斯
坦说过，人的差别在业余，我想人的差
别还在能否一生坚持。”

6年多的时光，他笔耕不辍，这其
中甘苦，不足与外人道。他不停地学
习、思考、实践、写作，尤其是理论文章
和专著，以深刻的学理、严密的逻辑、
顺畅易懂的语言，带给人颇具启迪的

思想和观点。
他是这样一个在忧思中前行的

人。对于其人其文，我有这样的感受：
首先是蜕变。
他自1979年上大学开始发表文章

到如今，历时37年。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的思想逐渐成熟，步履越发沉实和稳
健，写出的文章也越发老道、丰满、自
然。先前出版的著作，由于受时代条件
和思想认识水平的局限，难免有“散淡”
之嫌。回头审视，不满意之处，他如鲠
在喉，不出不快。为了精益求精，他将
这些著作，由“粗放”到集约，由“散乱”
到集成，再梳理，再阅拣，再求新，使其
脱胎换骨，别开生面。

其次是意韵和风骨。
阅读文集，理论文章学风扎实，逻

辑严密，犀利鲜明，深入浅出；散文随
笔，清新隽永，恬淡自然。

其文其著，围绕所论观点，层层推
开与递进，如抽丝剥茧，条理清楚。往往
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由现象到本质，由
一事物及其他事物乃至与事物的普遍联
系，充分显示其逻辑思维的严密。读之，
不觉晦涩难懂，反而觉得平顺沉实。平
顺指文风，沉实是思想。文风朴实如话，
思想闪烁似金。而其文学作品则以形象
思维见长，在描写、陈述的基础上，运用
各种修辞手法，自然地描写人、事、物。

家卿先生这两种思维能力，皆运用
得好。写理论文章，就让逻辑思维跳出
来；写文学作品，就用形象思维“说话”。
在这里，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有着相互
裨益，相得益彰的效果。所以，先生的理
论文章，既逻辑严密，又轻灵自然。他的
散文沉绵、筋道，不见风花雪月，只有大
写的人字。他以厚重的笔触书写了如孙
中山、毛泽东、王梦恕、萧乾、穆青等一大

批人物，直面现实人生，字里行间彰显着
精神的风骨，令人钦佩。

第三是人文精神。
家卿先生曾获“教育部人文社科

专家”、“河南省‘四个一批’理论人才”
和首批“享受河南省政府特殊津贴专
家”等荣誉称号。他工作的时间，大多
在党的意识形态领域。其理论研究的
重点，是在理论宣传、理论实践和理论
教育。他在理论上探索的路径，既有
学院式的严谨，又有实际生活的触摸
和经验，能够从“生活之树常青”中，进
行科学理论的归纳与总结，所以具有
实践性、生动性和丰富性。同时，他学
习、实践的过程，也是对自己人文精
神，品德修养的一种淘洗和锤炼。

“满襟和气春如海，文澜万丈月在
天”，因为在忧思中前行，所以硕果累
累。3

□宋志军

曾到过许多地方，但我依然是路盲，不辨
东西南北的现象时有发生。这次到中牟，竟
然又犯了一个大错，也因为这个大错，才让我
真正地把中牟这块风水宝地、美丽之城准确
地安放在记忆版图中。

第一次到中牟，是2014年参加雁鸣湖金
秋笔会，虽然报到地点在县城，但由于活动的
重点在雁鸣湖，加上我先天缺失方位感，尽管
领略了它的美丽，但我却把它的位置误放到
郑开大道以北，并浑然不觉。

中间我还去过一次。那是今年初秋，在
郑州参加中国作协会员培训班时，省作协在
中牟安排了一次短暂的参观活动，未作停留
即返回了，对中牟的准确位置仍未留意。

时隔不久，我再次接到中牟县文联的邀
请，应邀参加“2016 雁鸣湖金秋笔会”，第三
次来到中牟。适逢前一天我到郑州办事，于
是就驱车从郑州沿郑开大道向东往中牟去，按
照主办方发的位置图，当我走到郑开大道与万
三公路交叉口时，不暇多想便左转向北行去，
走了一会儿才发觉不对劲，位置图所标的地点
在郑开大道下方呀，上北下南，显然是走错
了。这一时刻，我才意识到中牟县城原来在郑
开大道以南。荒谬呀，我以为对中牟很熟了，
竟然连方位都没有认准，你说惭愧不。

在笔会开幕式上，听了中牟县委副书记
楚惠东风趣幽默、热情洋溢的介绍后，我对中
牟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中牟，就像一个宠
儿一样，站在郑州和开封两个巨人肩上，周围
又环绕着最具活力的郑东新区、汴西新区，郑
州经济开发区和郑州航空港区，又有“三区叠
加”之优势，即中原经济区、郑州航空港经济
综合实验区和郑州都市区，真可谓占尽了天
时地利。虽然以前我已经领略了中牟的文化

之美、田园之美、旅游之美，但随着楚惠东的
介绍，还是有一种豁然开朗，幽然见南山的感
觉。

楚惠东称得上是个美男子，清秀儒雅，他
的讲话又有着极强的感染力，像磁石一样，不
知不觉把你带进他的语境里，并随着他的言
辞放飞自己的思绪。“到中牟来买房吧!”楚惠
东虽然强调没有为房地产做广告的意思，但
他的话语里却有着让人怦然心动的诱惑力，

“你千万不要把中牟当作一个县城，未来的郑
州将会是国家的重点战略大都市，而中牟，将
是郑州一个最具生机的都市区，以买县城房
的机会进入未来的都市，这个机会，你说珍贵
不珍贵？”

楚惠东又如数家珍地介绍着中牟的汽车
工业、文化旅游业、现代农业，他口中的一连
串数字让我深深震撼，而他身上表现出的自
信、自豪和时不我待的劲头以及对中牟深深
的热爱又让我感慨不已。的确，中牟这些年
的发展与变化真可以说是日新月异。但细想
起来，一个地方的发展与变化光有天时地利
还不够，更重要的还得有一方勤劳的人民，有
一群带领人民苦干实干的党员干部。这，才
是中牟得以快速发展的另一重要原因。中牟
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就像一个背景深厚
的“富二代”，但这个“富二代”同时还是一个
聪明睿智，勤劳奋进的“励志男”，在历届县
委、县政府的努力下，他们不仅描绘出中牟未
来的一幅美丽画卷，而且一步步把画卷落在
中牟这九百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使中牟这
块“风水宝地”变成郑州与开封之间，更是整
个中原地区的“福地洞天”。

中牟人对家乡的热爱，中牟党员干部对
事业的执着，我从中牟县文联主席王银玲的
身上也能够强烈感受到。处在一个常人眼里
很难有作为的位置，她却长年如一日为宣传

中牟，繁荣中牟文化尽心竭力。自2000年以
来，16年间，成功举办了多次“雁鸣湖金秋笔
会”，先后邀请了几百位闻名全国的作家、诗
人，为中牟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文章，且在
省内外媒体发表，为让世人了解中牟，提高中
牟的美誉度发挥了重要作用，“雁鸣湖金秋笔
会”也成为在省内外有广泛影响的文学盛
会。雷抒雁、韩作荣、李小雨、傅天琳等一大
批享誉全国的文学前辈，我省作家南丁、田中
禾、孙荪、张宇、李佩甫、何弘、乔叶、墨白、杨
晓敏、冯杰、鱼禾等都应邀前来。这样的盛
事，由一个县文联连续多年举办，本身就是奇
迹。而每次笔会上，看着王银玲那忙前忙后、
不知疲惫的身影，听到她极具穿透力的爽朗
笑声，你就会明白奇迹从何而来。

透过雁鸣湖金秋笔会，我们看到中牟县
历任领导注重文化建设的远见卓识和良苦用
心，文化软实力才是一个地方最长久的力
量。这，让人从心底里感到欣慰。

行文至此，我萌生了一个愿望：到中牟定
居去。身居现代都市中，出门就能看见美丽
的田园风光，这是何等理想的人居环境。更
妙的是，正悠闲散步间，遇见熟人，抬头一看，
原来是当年笔会时认识的文友，于是相互打
个招呼，呵，你也来中牟定居了吗？

这样的情景，想想都美。

到
中
牟
定
居
去

□张鲜明

南海神的话语

在广州扶胥港，面朝珠江，眺望大海

我突然明白——

这古港口，是南海神的嘴巴

红黄色石阶

是它亮出的舌苔

海不扬波

是出海人的祈祷

也是南海神的承诺

它真正的意思是——

踏波，出海！

这句话，翻译成现代汉语

就是——

开放，向外

用广东方言说出来

就是——

闯荡，发财

南海神波光粼粼的话语

在奔走了千年之后

如今沿着海上丝绸之路

经印度洋，过南海，到珠江

风一样跑了回来

在南海神庙前的广场上

以石牌坊的口型和木棉花的口音

说着，说着

珠江点头：

明白，明白

大海回应：

放开，放开

黄埔军校

看着，看着，这黄埔军校

分明是一杆长枪——

校门是枪口

甬道是枪膛

救国救民的信仰是准星

教室和操场是弹夹

一身戎装的师生是金色的子弹

满怀一种叫作革命的火药

射向反帝反封的战场

此刻，在光阴的这一端回望

发现当年从这里射出的

子弹的轨迹和落点

或左或右，或前或后

这与风向和扳机有关

而这条枪

却是笔直的

就像榕树撑着天空

这枪

是从不弯曲的脊梁

那些人都到哪儿去了

生动的面孔，忙碌的身影

以影像的方式，挤满了

广州科学城展厅里的一面墙

说不出他们的姓名

道不出他们的职务和职称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科学城的建设功臣

那些人都到哪儿去了？

走出展厅，我突然想到——

就像血滴化作了能量

就像汗珠滋润着泥土

他们是种子

在光阴里发芽生根

长成了马路，长成了楼群

长成了街道

长成了雨后春笋般的新城

如同脚下这座城市正在长个不停

我看到，那些面孔，那些身影

正像梦境那样

从那墙上走下来

在羊城明亮的阳光下

奔走，奔走

沿着科学城升腾的轮廓线

飞升，飞升

机器人，我的好兄弟

成群的机器人

在广州巨轮机器人与智能制造研究院

严肃认真地

舞蹈，做工

看到那个机器人把沉重的轮胎

轻松地搬来搬去

我真想如前来视察的领导干部那样

大步走上前去，握着他的手

说一声：“同志，你辛苦了！”

或是像大哥哥那样，搂着他的肩

喊一声：“好样的，我的弟兄！”

见他正专心致志地工作着

就算了

我是记者，看到一个机器人

把金属零件加工得像工艺品一样

就情不自禁地想采访他

见他聚精会神，宠辱不惊

就没有打扰他

在机器人面前

我忘记了彼此的身份

我在心里念叨——

机器人，我的好兄弟，你是真正的劳模啊

一天到晚，一年到头，除了工作，还是工作

你不偷工减料，不提意见，不传闲话

你不吸烟，不喝酒，不打瞌睡

你不争荣誉，不讲待遇

你不闹情绪，不需要做思想政治工作

你生来就谦虚谨慎，不骄不躁

不知道你究竟怕不怕死

但可以肯定的是

你绝不怕苦

我想，天下吃苦受累的活

都让机器人干了

那人类干啥呢？

对了，咱就琴棋书画，诗词歌赋

读书写作，寄情山水

呃，这岂不是神仙生活？

想到这里，我一把握住陪同参观的

研究院工程师的手

我们一起跟机器人合了个影

然后开心地

大笑起来

香，像念经那样

沉香，檀香，雪松，依兰

这群精灵，悄无声息地

潜入城中

在机器里（就像仙家在洞穴里）

变，变，变

在工艺中（就像高僧在寺院中）

化，化，化

然后，一个转身

在广州环亚美容化妆品博物馆

现形

此时，她们名字的后头

挂着湿淋淋的后缀——

露，水，液

然后在一个个晶莹的瓶子里

坐着，像念经那样

起起伏伏地，回肠荡气地，亮晃晃地

叹一声——

香！

我的鼻子说：

还有泥土和青苔的味道呢

我的皮肤说：

还有泉水和冰雪的清凉呢

我的灵魂说：

太熟悉了，这森林的密语，

是从一千万个世纪之前传过来的！

那香，不作任何解释

它依然打坐，念经，像剥橘子那样

把地球翻过来，放到我鼻子底下

这一刻，宇宙，一圈一圈地

香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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