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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山

我想说井是江河湖海在陆地上言
说的另一种方式。是过滤了的江河湖
海，以一孔小小的窗口与人类及他物
对话。

从它诞生之日起，它就等。它的
使命就是存在和等候。它送走了一拨
又一拨人群、牛羊、鸡狗、日升和月落。

一

天光之下，小村东南土岗角端一
片空旷处，四周房舍排列如“井”字，它
就在中间的那个“口”里。如以我家为
坐标，路线图是出门东走 30 米，北折
60米即到。口阔 3尺，圆如日月，水深
10米。井沿是灰白石材，井壁为青方
大砖，砖缝生满青苔。青蓝石板井台，
四周无碑，也就没有井名，成井年代也
不详。

井西北七八米有一棵草篓粗的大
柳树。另一旁，不规则地放着几块国
画山水般的青石板。那是从野外弄来
的几块断碑，供放置水桶和漂洗之物，
有时也供人坐着休息。

平时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便以井
为中心来去、停留，比如洗衣、吃饭、说
笑，林林总总。井睁着眼睛，井是见
证。井只静观，不说话。

我小时几乎每天都能听到李群奶
和李群爷在大声争吵，然后李群奶就
俯卧在井台，手攀井沿，数落着，大声
哭泣。井也不烦，它以静静聆听来安
慰一个受了委屈的女子。

小我一岁的叔伯弟弟刘祥，八九
岁年纪，在外受了欺负，回家又受我严
厉的大伯不分青红皂白的责骂，一扭
身，飞出胡同，扑通一声蹦到井里。田
斌爷用柳筐把他从井里捞上来时，竟
无大碍。他是托井的福。

还有面井而居的深印婶，眼睛几
近失明，偏偏爱凑热闹，总往井旁柳树
边的人场里凑，惹得人们嫌弃。想不
到，后来，她的女儿女婿在广州发迹，
把她接去享清福了。这也许还是托井
的福。

二

井水在地下 10米处泛涣，随时等
着被召唤。人与井之媒介——井绳便
呼之欲出，它是人与井水对话时最忠
诚的使者。冯杰先生诗意地称其为

“一条水做的绳”。
井绳是用麻做的，出自继生大伯

之手。他不但是一个种地的好把式，
更是远近闻名的盘绳专家。

打绳时会有专用的木铁制绳机
具，在他家门前井边临路摆开。放麻，
分股，合股，摇柄，工序复杂，但有条不
紊。一晌工夫，便有一大堆崭新的粗
细麻绳堆在门口。

细的可以扎布袋、捆柴火。稍粗
点的可以拴牲畜、刹车、套磙、碾场、拉
犁、使耙、套马车牛车。最粗的便是井
绳了。那个时候不能无绳。绳养活了
继生大伯上下老小一大家。

井绳蜷缩在井台，春夏秋冬，成为
井最忠实的伴侣。井绳伸展开，就是
一个长长的钓钩，钓比鱼更贵重的水
和星月。

井水至柔，井绳也柔。但天长日
久，一根根井绳却把深深的岁月刻进
井的石沿和砖壁上。

井绳最怕与竹篮连在一起。我村
有谚语“竹篮打水——一场空”。但也
有结伴的。在竹篮里放上砖头，下到
井里，打捞诸如废纸、树叶等漂浮之
物。夏季为达冷凉效果，把瓜菜用竹
篮放到井里浸一阵，提上来生吃，冰凉
可口。

以后读梁实秋散文，知他少时也
有“夏季把西瓜系下去，隔夜取出，透
心凉”的类似情景。不过那井水虽苦，
却是在古城北京他家的私宅。私家有
井，应是极阔绰体面的事儿。

通过井绳与水井直接对话的有
桶、罐。木的、铁的、铝的、铜的、陶的、
瓦的，甚至瓷的。绳子下去，希望就上
来。

劳作或疲乏饥渴难耐时，打一罐
（桶）新井水上来，对着罐嘴或桶沿痛
饮，回忆起来，比现在饮一罐冰镇雪
碧、可乐还过瘾。

三

从井里汲水，我们叫“打水”，是一
个力气加耐力的技术活儿。把桶放到
井里，技术好的不磨井绳，没有声响；
技术一般的碰磨井壁，叮叮咣咣的，落

到井里会扑通一声。
关键技术表现在汲水上。要均匀

地左右摇摆几下，再猛地松绳，让桶或
罐嘴对着水下切，便有桶罐吸水的咕
嘟声音乐似地传上来。咕嘟声息，表
示水满。用力上提，把绳顺正，再双手
交替着用力把满水的桶罐提溜上来。
有时升到半道没劲了，就踩着井绳歇
一会儿。那桶罐便贴着井壁悬着，像
现在装饰屋的吊篮。歇过劲再用力拽
上来。

打水者如对谁家有意思，如此小
小间隙，也会流露出来。比如某人对
谁有好感，他便总是趁打水时，站在井
沿，手扶井绳，望过去。晃荡半天，也
没有把水拉上来。

也有失手的时候：没打着水，把桶
晃悠到井下了，或把罐不小心晃到井
壁碰破了。这种情况，往往出自尚未
成人的新手，或上述的“有意者”。那
是向井交出的学费。

一个雪天，我一远房婶子慌慌张
张跑回家，给当家的老公公说：“不好
了，井掉桶里了。”成为我村传之长久
的笑料。

对于当时小小的我来说，打水是
极费力气的事。尤其是冬季，天冷地
滑井滑，伸不出手。打一桶水上来，比
搬一块大石头行走还困难。我母亲就
有一次把水升到半空了，因为饿，乏
力，眼前一黑，要不是她松手快，人就
掉井里了，后果不堪设想。

提水和担水也困难。提一桶水
时，要双手拎着，猫着腰，走几步停一
下。力量不匀，那水便洒泼到地上。
如此十数次，提到家时，只剩大半桶
了。担水时，木扁担或竹扁担硌得两
肩酸麻，有时红肿。我村谁家孩子个
子低，就会说小时候挑水压得不长个
了。可见挑水之辛苦。

四

也不是随便哪里都能凿井，它讲
究缘分和地脉、水脉、人脉。打井师要
反复看，看错了地方，挖几十米，不见
水，或挖出的是苦水，不能吃。井有定
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养好养不好，
关键看井。井的多少、好坏，决定了人
群的分布，甚至命运、喜忧。

井是小村广场的中心，是最有人
气的风景和生活依赖之物。村里说
书、演电影之类，都在井旁进行。

井像大地之眼，映照着一方小小
的天空。它又像一孔小窗，透视洞明
着大地深处的秘密。

天气好时，几个伙伴就趴在井沿，
从井里望天。看天上的云朵，鸟儿飞
翔的影子，也看青蛙旁若无人地叫
唤。趁大人不注意，还会恶作剧地把
瓦砾、石块投到井里，听它落井的响
声，看井水荡起的波纹。

皇家也离不开井。如我们小城里
的翟母井，传说刘邦饥渴难耐时，翟母
从此井汲水造饭，进献于他。为报井
恩，便封翟母。陈桥镇辛店村还有扳
倒井，说是王莽撵刘秀，刘秀被追得
急，那马渴得跑不动了，人也要脱水。
皇帝金口玉言，那井就自动横斜过来，
像一枝莲花，马饮人喝而精神抖擞，因
名之曰“扳倒井”。

与河相连之井我也见过。临河乡
有一井在堤北，黄河在堤南，那井水河
落而落，河涨而涨，说明下面有暗道，
井河相通。

如今，老井大多不存。但井仍以
自己的方式在说话。

先是小压水井，一根塑料管扎下
地心几十米处，安上机头，杠杆作用，
手压几下，水就上来。只见水机，不见
井口。现在则大多已用上了自来水，
小压水井也被废弃。

几千年风雨，留下了诸多带有老
井痕迹的成语，诸如雨井烟垣、秤锤落
井、掘井及泉、井养不穷、学如穿井、挑
雪填井、甘井先竭等。“一朝被蛇咬，十
年怕井绳”，是用井上之物讲世俗哲
学。

当今社会，人们对水的依赖和要
求比以前更高，家里要安装自来水过
滤器，医院和科研单位更是对水精心
处理。那是井的另一种升华。

长江、黄河、珠江、澜沧江……一
条条江河上的拦水坝，乃为诸井的汇
聚。人们在最无助的梦中，常常不自
觉地喊叫着水。它倔强地证明和提
醒着：以各种井的形式荡漾、流动的
水，是人类的最后一道底线，我们理
应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护佑它、珍
视它。3

□廉艳花

我国是一个勤学善学的国家。从
先哲孔子提倡“学而优则仕”起，历朝
历代人们都把读书当成一等一的大
事。他们“三更灯火五更鸡”“头悬梁、
锥刺股”，为的是日后考取功名，改变
命运。“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延续
至21世纪，虽说文凭已不再成为敲开
命运之门的唯一途径，但读书求学，接
受更好的教育依然是人们心中不变的
情结。新中国成立70年，我们的求学
教育环境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就拿我们家来说，我妈妈生于上
世纪 30年代末，因社会动荡，家徒四
壁，学龄期无缘进入学堂。新中国成立
后，她到街道办的扫盲班听过几天课，
只为能够识写自己的名字。直到现在，
她不会读书看报，不会用手机电脑，甚
至偶尔会遭到她不懂事的重外孙女的
白眼：您啥都不懂，啥也不会。老太太
耷拉着眼皮，遗憾地说：太姥姥就是个
睁眼瞎，一辈子洗衣做饭伺候人。即便
如此，老太太又很不甘心，觉得曾经她
也是家里家外一把好手，理应有门绝技
镇住我们。做饭时，老太太有时会站在
厨房门口，指挥我们：菜不是这样炒的，
面条不是这样擀的……

论做饭，我的确不如我妈，但学历
要比她丰厚许多。我 1965 年出生，
1972 年上小学，小学期间，学校先后
开过这几门功课：语文、算术、政治、音
乐、体育和劳动。音乐课是高唱革命
歌曲；劳动课是勤工俭学，纺麻，编筐，
捡破烂；语文课稍稍正规些，除了听读
写，我所有的聪明才智均用于背诵“老
三篇”，不仅熟背，而且能比葫芦画瓢
地用毛笔写在白纸上。

1977年升入初中，虽然加开了物
理和化学课，但我的兴趣依然是游行，
庆祝，高歌猛进，舞步飞扬。初中第二
年，由于国家已恢复高考，学校的各项
制度业已规范，我才被老师强按在座
位上，正儿八经地啃起课本。

由于基础不扎实，幸运地考入高
中后，我却学得十分吃力，尤其是英语
课，像听天书。高考那一年，我们班
60余名同学，仅有两名考上中专，一
个进炮校，一个入卫校。如此低的升
学率，令人唏嘘。

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我以年轻
妈妈的身份重回课堂，先报考函授，后
参加成人自学考试。五年间，我无数
次往返于县市各个考场，全力拼下一
门又一门课程，最终斩获两个大专文
凭。随后，成为一名国家公务员。

相比我曲折的求学经历，我的儿
子十分幸运。他出生在社会经济蓬勃
发展的上世纪 80年代中期，3岁入幼
儿园，6岁读学前班，7岁上小学，6年
后升入初中，3年初中，3年高中，4年
大学本科，3年硕士研究生。统计下
来，他在校时间为 23年，足足比我多
上 14年学。14年是个什么概念？那
意味着一个崭新的人生和多彩的世
界。时代赋予他良好的机遇，前途自
然坦荡光明。毕业后，他留在北京工
作，娶妻生子。相形见绌下，我常常感
慨地对他说：你是风调雨顺——赶上
好年景，我是电闪雷鸣——误了收成，
虽然你的学历比我高，并不说明你比
我优秀，假如倒退几十年，你妈我一定
比你有出息。儿子笑着说：您不要再
把我当作参照物，我已经被您孙女淘
汰掉了，现在您应该向新的标杆看齐。

可不是吗？说起孙女，我心花怒
放。不满 5岁的小人儿聪明伶俐，让
人自豪。她接受教育的起点和标准远
远超过了她的父辈。未出生前，她即
接受了 10个月的胎教；9个月被推进
早教中心，从体能到智力、从音乐到绘
画，系统性地开发培训；3岁零 3个月
上幼儿园，学校采用国外先进的“蒙氏
教育法”，科学培养孩子的综合素质和

自律、自爱等独立个性。放学后再参
加多种课外兴趣班，英语、钢琴、音乐、
舞蹈、美术和跆拳道等。放学回到家，
孩子端坐在茶几前，全家人聚拢在沙
发上，规规矩矩地听她讲故事，跟她学
英语。“授课”完毕，她依然不松弛，针
对每个人的短板进行额外辅导：太姥
姥，这几个字怎么读？爸爸，您跆拳道
打的姿势不对；奶奶，您单词发音不准
确，看我的嘴形……小老师的可爱模
样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
强。我们和她这一代人之间的差距绝
不是几朵浪花、几个数字所能填平
的。但也许正是一代一代人的奋力拼
搏，才汇聚成时代天空之上的绚丽彩
虹。今天，当我们面对祖国的日新月
异、蓬勃发展时，内心充满自豪和欣
慰。所以，我语重心长地告诉孙女：你
现在拥有的一切，是经过我们几代人
努力得来的，是伟大祖国经受无数磨
难换取的。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
则国家强，你要好好学习，祖国的未来
寄托在你们这一代人身上。

她用力地点点头，也许听懂了，也
许还不完全懂得。但总有一天，她会理
解。那个时候，她已经从幼苗长成一棵
青葱的树，枝桠茁壮，指向蓝天！3

从幼苗到大树““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征文征文

亲
历

□王继兴

钧瓷以其贵、神、奇、妙四大特
点，在诸类瓷器中至享尊贵，故有

“家有万贯，不如钧瓷一片”之说。
古代，钧瓷基本上皆为贡品；今天，
仍屡屡被选为馈赠国际友人乃至
国家元首的国礼。论其市价，不说
价值连城，也往往高得惊人！

在神垕采风，我几次伫立在
烧制钧瓷的窑前，看窑膛里装满
釉胎，窑口边堆柴如山，想象“入
窑一色，出窑万彩”时的盛况，该
是何等的惊艳、何等的惊人、何等
的惊喜！

“烧一窑，需多少木柴？”我问
师傅。

“上等木柴，约需十吨。”师傅
答。

我大为惊讶：“啊！十吨？”
师傅点点头。
我念及十吨上等木柴的代价，

又问：“一般说，精品率是多少呢？”
师傅微微摇头，略有沉重地沉

吟：“从来不好讲成品率，更不好讲
精品率。因为钧瓷的釉色属于窑
变，而影响窑变的因素太多！不讲
胎质和造型，不讲胎釉的原料和配
比，不讲釉料的加工工艺和施釉工
艺，单是烧成工艺，就十分复杂。
装窑时钧瓷摆放窑位的不同、装
窑产品的稠密与稀少、烧窑时所
用燃料质量的优劣、还原气氛的
轻重、止火温度的高低、烧成时间
的长短、冷却速度的快慢、天气冷
热的变化等等，都会使钧瓷产生不
同的窑变效果。即使是一点点窑
灰的飘落，也可能致使一件神品化

作废品。”
他的缓缓陈述，让我的心也缓

缓沉重起来！
接着，师傅又道：“即使全程严

密把关，点火熄火按时按点，如果
像今天这样——”他指指窗外：“突
然卷来意想不到的一阵风雨，也有
全窑报废的可能！”他的语调不高，
却让人惊心动魄！他接着说：“所
以，烧一窑能挑出几件成品，烧几
窑能挑出一件精品，也就喜出望外
了！”

“钧瓷那么尊贵昂贵，即使是
次品也很难得啊！”我颇可惜那十
吨上等木柴。

“钧无次品！”师傅指着不远处
的一个堆满钧瓷碎片的池子告诉
我：“凡未挑中的，当场一律砸碎！
只有舍得，才能取得！”

噢！原来开窑时分，不光有
“万彩”耀眼的惊艳和惊喜，还有锤
声惊心的悲壮和悲怆！看着那些
五彩的碎片，我的心灵被强烈地震
撼了！

后来，我在一家家钧窑旁，都
看到了这样的碎片池。面对这些
钧瓷碎片，我顿生敬畏之情，直想
跪地膜拜！因为那位师傅的话虽
然简约，却像黑格尔讲的辩证法一
样深刻，让我明白了：没有这些钧
瓷碎片的被牺牲，便没有钧瓷尊贵
的被咏传！其实，世上的事，诸如
败与成、破与立、碎与全、毁与誉、
舍与取……往往是相反相成、相辅
相生的。

由钧瓷的碎片，我又想到了艺
坛上“废纸三千”的故事。据传，王
献之幼年随父亲学书法，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感觉自己写得不错
了，就写了个“大”字拿给父亲看。
王羲之看了看，皱了皱眉，提笔在

“大”字底下添了一点，变成了“太”
字。王献之不懂，拿着去问母亲。
母亲看后沉思良久，道：“吾儿废纸
三千张，唯有一‘点’像羲之！”如此

“废纸三千”，以及王羲之的“池水
尽墨”、智永的“退笔成冢”、怀素的

“芭蕉练字”等等典故，都旨在说
明：必须功夫下得深，铁杵才能磨
成针。

更感人的是当代著名画家吴
冠中毁画的故事。吴冠中享有

“中国最贵画家”之誉。在“2008
胡润当代艺术榜”上，吴冠中名列
榜首，他当年公开拍卖作品的总
成交额达 3.7 亿元。2011 年，在
北京艺融国际拍卖公司举行的拍
卖专场上，他的油画《长江万里
图》又拍出了 1.3 亿元的高价，再
次刷新他个人作品拍卖的纪录。
但是，吴冠中一生也上演了多次
烧画事件。20世纪 50年代，吴冠
中创作了一组井冈山风景画，后
来他感到不满意，便连续烧毁。
1991 年 9 月，他整理家中藏画时，
将不满意的几百幅作品也全部
毁掉。在一般人看来，这太可惜
了！而他坚持的理念则是只能保
留让明天的行家挑不出毛病的
画。“画到老，毁到老！”这就是现实
中的吴冠中，他和历来的钧瓷人何
其相似乃尔！

重温和回味这些故事，我有豁
然开朗之感！追求精益求精，追求
尽善尽美，何尝不是钧瓷人的精神
和品格？3

□汗漫

停车，在黄河边的小旅馆睡了一夜

像著名的黄河鲤鱼在流水拐弯处睡了一夜。

醒来，外套上就有了鱼鳞般的朝霞

但我身影依旧不够杰出。

黄河知道一个孩子回到她肥沃的怀抱

重新获得了宁静和祝福。

河边葵花像无数车灯

照亮通往暮年的余途，敦促我发动汽车。

随身携带黄河的汉人没有异乡——

点点老年斑是河面上剧烈的漩涡和蝴蝶。

霜降日飞抵新郑机场

抱歉，我携带严霜从天而降。

同一个行李箱使归来和出走没有区别——

半旧的身体成为急剧流失中的故土

需要用回忆和药瓶去加固。

乘车进入郑州。两鬓白发

向中原半凉的暮色和新月，表达愧意和哀伤。

音箱中的豫剧曲牌迥异于沪剧——

大桃红罢小桃红……

车窗外的白杨，枝条与主干间的关系

简明扼要，教育我：

“还乡就是学习叶落”——

两天后，返回浦东，就是从树根行至树梢

迸发新一轮绿意和鸟叫？

只有故乡，无怨照拂如春分

只有故乡，看我犹是少年人。3

黄河夜宿记
（外一首）

□黄海碧

十几年前，一部未完成的小说在
我的笔记本电脑上敲到 15万字的时
候，电脑竟然莫名其妙丢失了。我顿
感失魂落魄，重新敲出来的句子，总觉
得远不及失窃稿完美。吭吭哧哧重又
磨叽到 13 万字的时候，就任它趴在
Word 文档里无声无息地发霉长毛，
转身陆续出版了四本文化随笔和艺术
赏析集……

去年夏末，出版社编辑党华看了
这个连小说名都还没有的半部残篇，
竟鼓励我续貂完成。我虽早在上世纪
八十年代，和所有的文学青年一样被
文学梦诱惑着，偶有短篇小说变成铅
字，毕竟早已断念。经编辑诚意鞭策，
由不得“以梦为马”重返韶华……

我是个常常在文学里遭遇激情的
人，所以，写这部长篇小说，就像是和
文学谈了一次恋爱。同时也发现，阅
读小说，是在侧目别人笔下的世界；写
作小说，则是沉浸在自己的讲述中。

当然，我对《巢鸭五丁目》这部长
篇小说的写作，是不存半点文学野心

的。只想写出我曾经旁观的陌生而又
熟悉的世界，和曾经亲历的峥嵘而又
蹉跎的岁月。因为，一直以来对经典
的阅读，给了我太多沉迷其间不肯断
炊的营养，自己下笔时就对修辞、文学
意蕴和审美品格特别用心。我从不敢
夸口说自己是写作，只说是敲字儿。
即便敲字儿，也不是手指在键盘上疯
跑的大侠，顶多是像孩子般地潦草涂
鸦……尤其对写长篇小说，我一直心
怀忐忑——怕我的文字结成书，弄脏
了那么厚一摞干净的纸。我没有属于
自己的文学田园，田园只是我梦境一
样的向往。但我知道，如果没有阅读
的积累和生活的孕育，就企图获得深
入的思考能力，只会是痴人做梦！而
在阅读的积累和生活的孕育思考之
外，养成一种写点儿什么的习惯，不仅
是整理思路最好的方法，也是一个深
度思考的过程。它会把存储在大脑中
的不同领域的知识点，组合成有深度
的思想体系。

有时候我会想，真正的小说，应该
远离对主人公的赞颂，也不必讴歌某
种生活方式的优越。因为幸福或成功

从来不是故事的核心，那些在社会规
则里面难以定义的不幸或失败，才是
小说该有的疆域。比如天性排他的爱
情，追求不到的无奈放手之外，是否真
的存在拱手相让的所谓高尚？如果
有，爱情小说应该写什么呢？是写一
个女人碰到一个觉得不可靠的男人，
但他有另一种亲切感，给人一种别样
的震撼力，虽然周遭的朋友或家人
都反对，但是她决心要跟定这个人；
还是写一个男人爱上了一个爱得不
肯相忘于江湖，却又因为种种困扰
难以相依为命的女子，最终还是不
得不放手的悲情故事？满世界这样
的案例一点都不新鲜，关键在于是
否能够凸显处于这两难困境的人
性，这恐怕才是文学作品中要用笔
触碰的。你和你爱的人在一起的欢
悦，或者与你爱的人终将分离的惆
怅，可以通过自己的青春骚动与中
年成熟的过程，逐渐去领悟，逐渐明
白古典文学当中早已表达过又潜移
默化影响我们的东西。重点不是追
逐成功或者懊恼失恋，也不是终成
眷属或者劳燕分飞，而是在于如何
把握其中的幸福和摆脱某种痛苦的
智慧。当我们无法用常理解释情感
与理智的时候，就是小说书写的天
地了。

至于什么是一个好的爱情故事，
我以为还是老生常谈的“贵在真诚”二

字。每个人经历的感情故事都有各不
相同的幸福感受和痛苦记忆。不管平
平淡淡，还是轰轰烈烈；终成眷属也
好，分道扬镳也罢，哪怕是非常不堪的
残局，也不能反目为仇辜负了曾经的
感情。所以，要有一个给误会说声再
见，目送对方远去的机会……不幸，不
是为了写出因不幸而悲伤的经历，而
是因为那不幸的经历中有不可思议的
感伤之美。所以，我在这个小说的结
尾处写下了“黎丹，就像躺在白色的山
冈，安然地昏睡着……”

写《巢鸭五丁目》，我只是想以自
己的书写方式，展现中国改革开放过
程中，走出国门的留学生特殊的情感
经历、生活态度和人生观的一角。“知
乎”上曾有篇热帖说:“同样不太富裕
的物质生活，为什么有的人就能过得
有滋有味？”它的答案，就像周边等长
的几何中，“圆”的面积最大一样，证明
它，需要花费两千年的时间。

失败的人生，多源于急功近利和
散漫慵懒。一边是梦想着一夜暴富或
一举成名，一边是坐享其成等天上掉
下的馅儿饼。对此,卡夫卡说过：“由
于急躁，他们被逐出了天堂；由于懒
散，他们再也回不去了。”

看来，不管这个世界发展的速度
多么迅猛，把持一种“从前慢”的心态，
才有可能走得开阔而敞亮。人生是如
此，小说也是如此。3

碎片之思

小说和人生

潘小军/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