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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丽

□邵丽

在我们那一代人里，我自认为对衣饰
的要求还是比较讲究的。但偏于保守，要
求品质而不要求新奇，中规中矩，什么季
节穿什么衣服，春捂秋冻。就算是夏天，
也不穿过于暴露的衣服。这是从我母亲
那里学到的规矩，又用它教导我的女儿。
30岁之前，我甚至都不曾想象有一天我会
穿上旗袍。

这样说，并非是看不上，旗袍在我心中是
很有分量的——过去过于沉重，后来则过于
庄重，直到我用那种充满敬意的心态打量
它。经典的、贵族式的、东方服装文化最优
雅的表达。但我始终觉得它属于过去式，属
于民国之前。

整个民国时代的名媛们，已经将旗袍的
美与媚演绎到了极致。她们用服饰、语音、
文字和行为，垒砌了一个东方文化长城，除
了宋家三姐妹，尚有那陆小曼、张乐怡，赵一
荻、严幼韵、吴贻芳、唐瑛……一长串名字，
个个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抹亮彩，风姿绰
约的背后，是暗暗生长的传统的文化力量在
支撑，以至发散开来，或大气从容，或独立自
信，或灵秀温婉。

我只是奇怪，若论民国女子的风头，林徽
因当是首屈一指，却未见她着正规旗袍的图
片，短款的袍子倒是有，也端丽大方。缺失的

图片给人更多的遐想空间，却仍然是遗憾。
反倒是被徐志摩抛弃的前妻张幼仪，典雅高
贵，一派大方，她是真真能撑得起旗袍的女
人。她留下的那张着旗袍的照片，既从容又
大气，私下觉得徐志摩实在有些配不上她了。

张爱玲着旗袍，几乎是自信到了自负，看
起来目空一切。她有自信的资本，漂亮，才华
横溢。但从文字记载中看，现实中的她或许
不那么妥帖，骨骼宽大，行动缺少从容，至少
身姿不甚妩媚。连她的母亲都对她的仪态略
感失望。但人家，硬是穿出一片风景。

我初识旗袍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到
了十四五岁，才陆续看到一批以《天涯歌女》
为代表的老电影，旗袍让女人不同寻常地艳
丽。但根深蒂固地认为，那是旧时代里的事
物，与当今的世事无涉。

不过二十年的功夫，女儿长大了。那一
天她突然问我，妈妈结婚时穿婚纱还是旗
袍？我的婚礼和婚纱、旗袍，就这样被突兀
地摆在一起。面对这个穿洋装吃洋餐长大
的孩子，我无法让她想象我们曾经的岁月。
我的婚礼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在爱人乡下
的家中举办的。什么样的流程完全淡忘了，
只记得流水席吃了三天，院子里摆放几十张
桌子，大人小孩，车轱辘般地走了一拨又来
一拨。我婆婆是镇上著名的裁缝，我的婚礼
服装是她亲手剪裁制作。那时是初秋，她为
我做了一套蓝灰色的西装，衬衣是艳俗的橙

黄。我任由她摆布，听话地穿上了这套小镇
礼服。这样的我，应该与小镇新娘最大程度
地缩小了差距。

旗袍和婚纱，距我的婚礼何其遥远！
女儿结婚前夕，在上海一家旗袍行定做

了一件大红的新式旗袍，立领，无袖无肩。
她高挑的身形，只有一尺七寸的腰身，穿上
半短的紧身旗袍，配三寸高的红色皮鞋，像
一条美丽的蛇妖。女儿为我选了一件淡蓝
色手绣旗袍，长及脚踝，配白色的高跟皮鞋，
我以此而惊艳，旗袍如此进入了我的生活！
后来，我又做过几件适宜不同场合的长款或
是居家的半短袍子。我庆幸自己没有与旗
袍错失，而且暗自自负，到了四十几岁的年
纪，旗袍的味道倒是比青春的身体更契合。
哪怕是冬天，穿一件毛料的长袖格子长袍，
重灰与牙白相间，领口袖口镶了正红的边
线。袍子把身形曲线衬托得恰到好处，外面
套一件长款的咖色西式大衣，黑色的短靴
子，处处熨帖。

2014 年，我在鲁迅文学院高研班学
习。学校的文娱活动也是考核学习成果的
一部分，每一次的联欢，都极其认真，老师和
学员全员上台。我无有唱歌和舞蹈才艺，被
老师和同学拉上台去走旗袍秀。平生第一
次以表演的形式登台，绷不住要笑将出来，
却又害羞紧张到窒息。到底是一群女才子，
有气质文采做底子，每一个人有每一个的气

质神韵，每一款旗袍都是一首曼妙的诗，每
一个穿上旗袍的女子都变成一阕花间词。
这样的秀，给了我们也给了看我们的人特别
的感触。本是小插曲，却将作为人生的大事
件，在记忆中定格。

前年去苏州，在一家丝绸公司看了一场
民国旗袍秀，一百多件收藏者收集到的各个
时期名女人的各式典礼旗袍，穿在模特身
上，隆重登场。灯光，美女，华服，奢华到让
人恍惚。然而，娇嫩的面目却终是负荷不了
旧时代的分量，做这样的秀是需要足够的学
养压阵的。比如电影《旗袍》，张曼玉换了一
百多件旗袍，美到了极致，却仍是觉得轻飘，
与世事隔开很大的距离。再比如电视剧《旗
袍》，马苏也穿了几十件旗袍。马苏称得上
漂亮，道具用的旗袍也是件件经典，却怎么
看都有出演的感觉，仿佛那穿在她身上的衣
服是借来的。旗袍的典雅气质，东方的含蓄
之美，甚至是旧时代女人的羞怯抑或是秦淮
河畔女子们独有的风流，都是在日常里，被
文化一点一滴熏蒸出来的。

时过经年，旗袍已经步入女人的日常
生活，虽然不是人人必备，但不算考究更说
不上精致的大众袍子，也渐渐穿堂入市。
汶川地震一周年，随采风团去映秀镇访
问。映秀是那次地震的中心，虽然各行各
业都在重建中，但残垣断壁仍然随处可
见。就在映秀小学的废墟旁，遇见那个穿
旗袍的女人。她与她的丈夫和儿子走在一
起，看起来是震后新组合的夫妻。女人一
无所有的坦荡，矮胖，生动。旗袍绝非是量
体裁衣，柔软的化纤面料，叉开得很低，一
眼望之便是大个女人的长袍，生生被截去
了一段。便是这样令人错愕的装束，这个
面相模糊的穷苦女人，我也在她的眼睛里
看到一种光，一种劫后余生的满足感。她
的安心快乐，让那荒诞不经的袍子也变得
温和得体起来，有着不容侵犯的尊严。

想起来偶尔在菜市上，碰见居家的小妇
人，穿半短的素色袍子，挎着菜筐，因为市井
里的光照，因为她神色的安详，你突然便发
现了美。这样的美，与宴会厅堂中的妖冶相
比较，更具血肉相融的人间气息。

当然，这样的市井颜色，需要耐心地打
量，平常地端详，以及设身处地的比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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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定丽

多么令人欣慰，如今有很多孩子爱上了阅
读。阅读，将使孩子们变成会审美，懂趣味，有
诗意的人。

一个孩子最美的样子，就是手捧书本的样
子。经常手捧书本的孩子，放下书的样子，也
会很美。因为这样的孩子，知道说什么样的话
是文雅的，什么样的行为举止是得体的。阅
读，使他们的头脑和心灵得到滋养，也让他们
的一言一行变得有修养。书中蕴含的智慧，像
明灯也像火把，照亮着孩子们的童年。

当他们从一扇门经过的时候，会友善地
为别人扶一下门，让后面的人顺利通过，而
不是不管不顾地松开手，独自走掉；当他们
看见外面有流浪猫、流浪狗的时候，会温情
地丢下一段香肠、一块面包给它们，而不是
发现它们是弱者，就无情地挥起棍子欺负它
们；当他们看见美丽的树木花朵、蓝天白云
时，会微笑，会欣赏，会感动。这些，都是阅
读带来的改变。

是的，当童年遇见儿童文学，这些阅读让
孩子们懂得了什么是——爱。

爱，就是儿童文学的全部意义。
儿童文学作家的责任，就是让笔下的作品

教会孩子们爱人类、爱动植物，爱全部的世界。
我之所以成为一个给孩子写书的人——

我更喜欢称自己为给孩子讲故事的人，是因为

我的童年就是听着故事长大的，那些民间故事
陪伴、滋养了我整个的童年。

我喜欢民间故事，民间故事带来的生鲜
感，那些奇思妙想，那些差不多是原汁原味的
民间智慧，总是深深地吸引着我。

那时，多半是夏夜，我的父亲搬了把椅子
坐在院子里讲故事，静静的夜晚，上面有亮
亮闪闪的星星，下面是孩子们闪闪亮亮的眼
睛。父亲抑扬顿挫、绘声绘色的讲述，使孩
子们听得入了迷。他讲的大多是口口相传
的民间故事，里面的人物，个个仙风道骨，能
掐会算，飞檐走壁。我的父亲卷得一手好纸
烟，讲到鬼怪妖魔出现的地方，讲到最要紧
的时候，他都要卖个关子停下来不讲了，用
力吧嗒他的劣质纸烟，一红一灭，又猛地吐
出一大团烟雾来制造气氛，他布满皱纹的脸
上表情冷峻，眼神遥远而神秘。吓得孩子们
有的尖叫，有的瑟瑟发抖。这时候，我的父
亲特别满足，他那缺了牙齿的嘴巴，嘿嘿地
笑着，眼睛眯成一条缝。故事，不管是讲述
者，还是听众都能得到极大的满足。虽然他
一个字也不认得，但是在讲述的过程中，他
总在改编着，使故事的节奏更加紧凑，悬念
迭生，深深地吸引着孩子们。

父亲的故事也使我对书本、对阅读产生了
强烈的渴望，对我以后的儿童文学创作也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引领我在一条绮丽的童话之路
上探索，带着那颗不知疲倦的好奇心。

那颗好奇心也带我走出嘈杂、喧嚣的城
市，踏向山野，融入自然，得到心灵的满足。我
常去的那座山林子特别美，是个大大的、深深
的、绿色的海洋。每吸一口气，都带着花香，混
着青草气息，能品咂出泉水的甘甜。沿着山路
行走，能听到泉水一路伴奏，叮咚，哗啦，汩汩
……我叫它们为“伴走音乐”。还有黑蝴蝶、绿
蚂蚱、花背甲壳虫飞旋舞蹈。一阵风吹来，森
林里树叶的碰撞声、鸟鸣声、雨滴的滑落声，组
成了一个立体的、巨大的音乐盒，我叫它“绿森
林音乐盒”。在那样的山林里，脑海里有许许
多多奇妙的幻想。眼睛不够看，耳朵不够听，
各种各样的想象，各式各样的故事都争着抢着
往外蹦。全跟神奇有关，跟美好有关，跟善良
有关。宁静和谐自由，置身其中，脑海全是这
样的情愫。眼见的都是世界最初的样子，都是
最自然的流露。于是，童话的灵感就如山泉般
叮咚哗啦汩汩地流淌出来。

来自大自然的童话，我想象着，会陶冶孩
子们的性情，丰富他们的想象，美好他们的心
灵。让笔下讲述的故事，对孩子们人生道路上
的关照是一道道热切的目光，是沮丧时最有效
的安慰，是失魂落魄时的希冀与梦想，是一片
净土，是前行时的灯火，是永不会走入歧路的
力量。

我相信，童年所遇见的一切，都会成为孩
子们精神和心灵成长的一部分。童年，阅读儿
童文学，与书为伴，是孩子们最好的遇见。3

□海盈

千古要塞

扼锁了 几多

铁骑洪流

暗淡了 几许

刀光剑影

蒸蔚的紫霞

自东边来

可有骑青牛的老者

徐徐仙行

漫卷烽烟的战马

已化为田垅间的牧牛

横断甲兵的天堑波光

幻出天鹅之舞的美丽轻盈

坡塬之绿

绘染了要塞郁郁秀色

《道德经》的慧光

早已融入世界共享文明

卢舍那大佛

山是屏风

河作妆镜

雨丝为帘

云化素裳

百万棵佛性的林木

始终守护着盈盈神秘

两千年的慈风慧雨

笃定着肃穆端庄

优雅的仪容

萧散着伊阙瑞气

流畅的衣饰

飘逸着盛唐气象

普渡的神态

溶解着浮躁浊气

纯澈的眸子

含蓄着泽被众生的慧光

芸芸众生的谒见

可是缘于前世五百次的回眸

永恒的慈祥

融为信众心灵的原乡3

□高凌霞

夏天呼啸而至。
风衣换成短袖，衣柜挂满夏装，深色的包包也换

成了跳跃的浅色，一切都应景。天南海北的朋友邀
约，要来玩啊，我一一答应，要去要去！山里，海里，
都在我的计划里！田园，林泉，等着我的笑语欢颜！

然而，还是一天到晚都在忙乱之中，不是在办公
室忙材料，就是在乡下忙调研，连妈妈的电话也顾不
上多说，连闺蜜的聚会也没有空去，放在床头的一本
小说，十天才翻了五页。

啧啧！原以为今年夏天会弥补去年的忙碌，结
果海边湿润的季候热风还没到，工作和生活的沙尘
暴已经吹得天昏地暗！

不行，我得挤出来点儿时间出去转转！那天下
班后，心念一闪，车就打了个急转向，掉头向家的反
方向开去。在离城 60公里的地方，是一片大的农
场。以前周末会和朋友家人一起去玩，我和朋友亲
手种过一百棵月季，兴致来了还拔过芥菜、萝卜，摘
过冬瓜、南瓜。

车慢慢驶离主城区道路，灯火渐渐零落，车辆渐
渐稀少。两三点星光终于替代了满眼的霓虹，初夏
的乡野风景依次展开，车窗内吹进麦叶的呼吸，野花
的情话和树木的私语。

半个小时后，我在一片宁静的湖边随意坐下，草
叶隔着薄衫触碰到皮肤，夜晚是如此的安静，心情是
如此的舒坦，我摘一片草叶夹在嘴唇里，抚摸着它随
着嘴角弯曲的弧度，竟然笑出声来。

一切如此怡人，手机却不合时宜地响起来。这
是我的一个工作号码，在如此寂静无声的夜里，居然
有人打过来了。

我迅速调整到工作状态：“您好，请问您反映什
么问题？”

手机那头有两秒的停顿。一个苍老的声音，咳
嗽了两声后开始说话，浓重的豫西山区方言，有些含
混不清：“俺想给政府反映个事，俺是个残疾人，腿不
好使，不知道为啥村里没给俺吃低保。俺还有个小
孙女……”

我耐心地解释询问：“大爷，您是从哪知道这个
手机号的？”

“俺是看电视上说的，就记下来啦。”
“哦，对不起大爷，我这个电话解决不了您的问

题。”我又把这个电话负责联系的工作详细解释了
一通。

电话那头诺诺地答应着，声音降下来：“哦，那，
中吧。对不起啦闺女，大晚上的打扰你啦。”

我再三道歉，终于挂断电话，重又躺到草地上。
风带着泥土的味道钻入鼻孔，团团簇簇的绿意

让人心稳神定，远处的树在夜中站成一排排黑色的
影子，左右摇摆，沙沙的声音像隐藏着很多秘密。

我又想起刚才那个电话，我的答复没有错，这个
号码不负责受理低保的问题，可我终究觉得愧疚。

这个乡的名字我是知道的。三年前我去过那
里，那是豫西最偏远的山区，去的时候正是盛夏，车
辆沿着山间公路盘旋而上，路两边却摇曳盛开着七
彩波斯菊，娇嫩的彩色花瓣，擎在细细的茎上随风摇
摆，在漫山遍野波斯菊的铺垫下，一路西行，夏日的
山野，浪漫无边。

与美景格格不入的，是工作内容的沉重。三天
里，我见到了最弱势的一个底层群体。有一个两三
岁的小姑娘，父亲是个残疾人，一只眼睛看不清楚，
母亲精神有问题，痴痴傻傻地坐在床上，全家住在两
间破旧失修的土坯房里，需要弯腰才可以进到屋
里。在满地垃圾和泛着霉味的旧物里，穿一件脏兮
兮背心的女孩，脸上被汗水灰尘蒙得看不见肤色，一
双眼睛却分外闪亮，怯生生的声音：“阿姨好！”

看着这个和我女儿年纪相仿的孩子，一瞬间我
心痛得无以复加，泪如雨下。可怜的孩子，命运像蒲
公英一样把你吹落在这贫瘠的土地上，等待你的是
什么？

直到现在，一闭上眼睛，我还能看到那个小姑娘
的模样，那双眼睛藏着未知的命运。不知道她怎么
样了，那朵山间的波斯菊！

我又坐起身，重新拨回那个号码，一一记清了村
名，人名，家庭情况与收入，我告诉那个老大爷，尽管
这个号码不负责这些事宜，但如果情况属实的话，我
愿尽力帮助他。

放下电话，我记起当年在盘旋的山路上念诵的
那两句诗“两竿落日溪桥上，半缕青烟柳影中”，当时
却不知道后边的两句是“多少绿荷相倚恨，一时回首
背西风”。在如画的山区风景里，有些人正在承受命
运更严酷的刀剑风霜，远比深秋的西风摧荷更让人
叹息心痛。

生活给予每个人的道路不同，我的忙碌和叹息
在这些深陷泥潭的人们的面前，又是怎样的矫情和
造作！

没有时间去天涯海角又有什么关系，没有时间
去诗酒狂欢又有什么关系？但，我会去看一朵山里
的波斯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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