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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我能为你做什么？ □叶剑秀

我与黄河

下午的后半时，雨势渐缓，虽明显
小了下来，却并未停歇。从前晚开始，
雨就一直在下，能下得如此从容不迫，
令人着实慨叹，它以沉稳强力挑战着
我的耐心，单调重复的雨声与愈来愈
昏暗的光线，使郁闷烦躁的我撑了伞
走向户外。

世界在一片水淋淋中喘息。
没有风，顿失起伏汹涌的万物屈

于沉默，仿佛是远涉千万里后的静息
和安然。

去离家较近的街心公园。每次我
到这儿来，总是心不在焉，似乎也就一
面再普通不过的相见而已，说不上爱
和喜欢，只是一个可以随便走走的地
方。

然而，今天却不同，今天我是想让
它给予点儿什么的，至少将清寂的心
浸染出一些色彩？抑或是梦里才有的
那种惊喜相遇？当然，运气好的话，还
可与久违了的某位朋友或熟人一起饱
聊？有时候的偶遇，哪怕仅一次，就会
改变对世界的认知。

雨打在绛红色的伞上，顺着伞骨
流出圆环的雨帘，雨帘内，时有水珠溅
入我的衣襟，却终因威力不足，湿的范
围极其有限。

这是一个人的公园！
在过去和未来之间，我是现在。
我大口呼吸着，内心静得如一本

闲置的古书。
满径的空寂，满目湿沉的红绿，满

地散乱的雨水……时光的列车不动声
色地驶过，时间的权杖指点花木荣枯，
虚空在虚空中飞翔……

除我，这里空无一人，自是连影子
也不曾有。真祈望，能有人来到身边，
还特别念及那些平日里跟自己毫不相
关的人，他们在公园跳舞唱歌，打牌闲
聊，跑步健身……现在静下来了，但静
得很有些挣扎，像一只去岸的孤舟，离
我很近又很远，它好像已经没有什么
能够给我，却把我一种日子的内伤翻
搅得若隐若现……

沿着红砖铺砌的园中小路踽踽独
行，不时需弯腰从被雨水压低的枝叶
间穿过。偶尔，不经意间伞顶触碰了
上空的树枝，立刻哗啦啦的水珠便猛
砸下来，水珠汇成细流在伞遮挡不住
的地方，就会打湿一片衣服，不过若是
同一个地方的树枝，碰过一次之后，下
次不小心再触碰上，雨珠就明显衰弱
很多，形不成一条条的小溪流了。我
走着走着，忽然生命中那些来过又离
开的人，竟在某个时刻蓦然掠过，谈不
上被岁月灼伤，只是恍惚茫然，躲在光
阴深处的他们，原来就像这雨，说不定
哪天会以出其不意的方式，显现真实
的存在？

那些雪松、冬青、柏树、梧桐、垂

槐、黄榆、枇杷、玉兰、女贞、合欢、香
樟、银杏……雨水收走了其中一些树
们的干枯和委顿，那挺立的湿漉漉的
生机，让我记不清它们晴天的模样。

缤纷的落英蹇滞了我的脚步。
众多的夹竹桃、紫薇、蔷薇、月季、木
槿……它们红红白白粉粉紫紫的花瓣
萎谢一地，雨中那刺眼的骨白血红，令
人惊心动魄、冷硬、沉重而伤痛。因不
忍踩踏，我尽可能绕道而行，可这铺展
满地的太多的落花，竟使我来来回回
找不到一处能够避开它们的地方。对
不起！我一遍遍向它们深表歉疚，除
了怜惜，我什么也给不了它们，更别说
改变，唯有更加小心翼翼，把伤害降到
最低。我仰起头，看那些依然开在树
上的花，若论阵势，它们也好不到哪里
去，甚至地上的落花倒比枝头的花更
具震撼力。尚居枝叶间的花们，沉寂
孤冷，幽静明艳，虽还灿然，却不烂漫，
滢滢的雨珠正从瓣角一滴一滴落下，
不知是为谢落的花伤怜，还是为自己
随时都会被呼啸的风击杀在地而惶恐
悲切？

花木的命运也如此不可控吗？
每一颗草木之心，都有一个雷

电撕扯的身世，见证着成长的痛苦
和坚韧。

我很奇怪，也很疑惑，这个公园自
己是来过好多次的，但却没有一回注
意到环园四周密生着这么多的各样花
树，是雨天将这些丰饶的储藏暴露给
我，那些我以为已经消失很久的东西，
其实都还在那儿，在被我忽略的原地
好好地生长着……

从进园子起，我就暗自寻找鸟儿
们。这么久了，总算看到一只，一只红
喙长尾巴的鸟儿。此鸟不叫不飞，走
走停停，时而在我前面，时而不见踪
影，但出其不意地，它又会突然走在我
身边。这只鸟，让我很自然想起诗人
的句子：“它渐渐收拢的双翅与我，有
着遥远的相似性……”它的不叫不飞，
并非无处安放自己，而恰恰是要做高
远的行旅。

更深的静寂鼓励我毫无顾忌地大
喊了几声，声音刚呼出就让天地一片
沉沉的湿给淹灭了。若非雨天，若非
独自一人置身在如此深度空寂的公
园，我是宁可让声腔生锈也断乎不敢
这么喊的！

当一位母亲拉着一个四五岁的小
男孩，蓦然出现在我视线里时，我这才
意识到雨已似有若无了。远远地，却

可以很清晰地看见提着一只瓶子的他
们，在一棵棵的树根旁寻觅着什么，是
在找知了吗？这猜测波涌起难以寄寓
的乡愁，让我立时回到山深林密的故
乡……

尽管我与他们母子彼此陌生，也
未抵近打一声招呼，但由于他们的到
来，这儿却真切地发生了蝴蝶效应，之
前一个人的公园被打破，骤然间周围
重叠的湿沉、清冷、孤寂、悲伤、虚无
等，分明正在消解，变轻变软，氤氲出
一种秘而不宣的暖意，连时间也仿佛
有了温度。我满目感激地望向这对母
子，因了他们，这里的一切都神奇般幻
化得如此深蕴、柔润、温馨而多情……

有人同行或同在真好，哪怕是终
将无法走近，也照样可以稀释、驱赶、
清除掉灰郁和冰冷。当忧伤还在马
不停蹄奔来的时候，照样能使自己充
满暗疾的生活，成为一种新的明净的
光亮。

隐居是为了求志，面壁是为了破
壁，打破深度孤冷的融释是为了让生
命尽情绽放，就像万物离不开大地一
样，一个人，一个哪怕是多么孤僻独处
的人，也永远离不开人群。

雨淋灭了我的焦虑、烦躁、阴郁和
孤绝。雨后，大地清新，人间安详，走
出云层的阳光，正用它的灿烂，临照绿
树繁花和我……10

最早知道黄河，是从奶奶蠕动的嘴里
听来的。那时候我还是个懵懂少年，听奶
奶讲黄河的故事，心里充满好奇，常常望
着奶奶沧桑多皱的脸发问：黄河在哪儿？
在北边，一百多里。黄河黄吗？黄。比下
雨后池塘的水黄吗？还黄，稠糊糊的黄。
黄河大吗？大得很，东西看不到头，南北
瞅不到边。黄河的水为啥是黄的？奶奶
仿佛被我问住了，抬头望着灰蒙蒙的天
空，停顿片刻，天也黄，地也黄，人也黄，黄
河也就黄了。黄河好玩吗？奶奶闭上眼
睛想了想，有时好玩，有时不好玩。像咱
村里二蛋儿他爷，不喝酒时热心肠，帮了
这家帮那家，喝醉了就任性、撒野，在村里
七扭八拐，横冲直撞，把满肚子的污浊喷
洒得到处都是。

麦梢黄的时候，奶奶坐在院里翻拣箩
筐里的泡桐花，拣着拣着就哼起来了：滚
滚波浪翻，牛皮筏子当渡船。九曲黄河十
八弯，宁夏起身到潼关，万里风光谁第
一？还数郑州大邙山。奶奶声音低沉婉
转，我从那流畅的曲调里听出了浑厚的气
韵，似乎也有一丝隐约的凄凉和酸楚。

黄河离我们远吗？奶奶说，不远，没
准咱喝的水都是从黄河里渗透过来的呢。

在童年的记忆里，流淌着一条神秘的
黄河。对黄河的崇敬和向往，大约从那时
候就长出翅膀了。

我一直困惑，大字不识几个的奶奶，

怎么知道那么多黄河的故事。后来才弄
明白，新中国成立后，全省抽调一批民工
治理黄河，奶奶随爷爷去了，在黄河北岸
生活了三年光景，修坝、治沙，种树育林。
奶奶说，他们栽种的小树该长大成林了，
有机会她要去看看，说不准还能找到当年
她亲手栽下的树木。奶奶嘬了嘬嘴又说，
黄河的鲤鱼鲜美，在老家吃不出那样的味
道，她想再去品尝一回。

因为奶奶的缘故，我不满足于课本上
浅显笼统的讲述，用大量的课外阅读来丰
富和完善着我对黄河的认知。

黄河，古称“大河”，诞生于巴颜喀拉
山，带着雪域高原的气息，以其“万里黄河
万古流，哺育群生半九州”的气势，决昆
仑、触龙门、惊天动地走风雷、气吞万里，
魂统九州，雷奔大海。

岁月如流水，流水似岁月，黄河冲刷着
高原，裹着黄泥，沿着沟壑奔腾，把大量的
泥沙带向下游，形成了富饶的黄河中下游
平原，这是我们中原人最重要的生存地。

刀耕火种的艰辛，黄河号子的呼喊，和
着这黄河奔涌的涛声，汇成了生命的旋
律。黄河流域成为中华文明最重要的发祥
地之一，流经九省区，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精
神纽带之一，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然而，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去郑
州参加一个文学笔会，会后文友相约，特
意去到黄河岸边，我有幸与黄河有了一次

亲密接触，才打破了我对黄河的概念化认
知，开始有清晰的感性认识。

登北邙之巅，东观京广铁路，西望楚
汉争霸古战场，置身悠悠华夏摇篮之中，
尽享激情飞荡的豪情，去领略中华民族五
千年文明发展的史诗，去感叹黄河文化的
丰厚与灿烂。

黄河流经郑州市黄河生态旅游风景
区，便以其“悬、险、荡、阔、浊”之奇，构成
一幅百里山水画卷。这里是中华民族发
源地的核心部位，南依古都郑州，西邻古
都洛阳，东靠古都开封。是黄土高原的终
点，黄河中下游平原的起点。

由于时间匆促，这次黄河之旅，仍是
浮光掠影。只能说，我认识了黄河，但终
归是没有读懂它真实的含义。

奶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离世的，生
前的夙愿成为永恒的遗憾。深深的愧疚
一直压在我心里，那种负疚的情愫常常出
现在梦里，让我感到惶恐和不安。今年初
秋，为了奶奶的愿望和我的向往，我终于
摒弃杂念，毅然背起行囊，踏上了寻觅黄
河的旅途。

在郑州生态旅游风景区一壁山崖前，
我伫立仰望炎黄二帝塑像，静观奔流不息
的黄河，心生万千感慨。炎黄塑像以山为
体，使山人合一，以体现与大地共生，与山
川同在，与日月齐辉；一个凤目龙准、气宇
轩昂，一个广额纯朴、智慧慈爱。中华民

族的崇高品质在这里凝聚，华夏儿女不屈
不挠、勤劳勇敢的精神，在这里完美地得
到体现与升华。

郑州生态旅游风景区的五龙峰山中，
用汉白玉雕刻成一尊塑像，通体呈乳白
色，名曰“哺育”。一位“母亲”发束微髻，
怀抱甜睡的婴儿，形态凝重而高洁，表情
安详而坚毅，她背依巍巍岳山，面向滔滔
黄河，在壮丽山河的映衬下更显得端庄、
惠美。“母亲”是黄河的象征，黄河是母亲
的化身。这尊塑像是对母亲河的最好解
读和诠释。

我独自一人在黄河岸边徜徉。如今
的黄河之岸，辽阔无垠，气象万千。邙山
之下的星海湖碧波荡漾，绿色长堤，薄雾
轻纱。沼泽湿地，生态园林，银鹭飞翔。
曲径通幽之处，馨香弥漫，疑入仙境。放
眼远眺，蓝天彩霞，奇妙无穷，遐想无尽。

我坐在黄河岸边一家餐馆里，特意要
了一份黄河糖醋鲤鱼，虔诚地夹起一块投
进黄河里，再夹起一块默默地放在黄河岸
边，这或许是对奶奶的供奉和对黄河的致
敬，不知为什么，那一刻双眸盈满泪水。

乘船去到黄河的北岸，我在茫茫林带
里游弋，试图去寻找奶奶的身影和足迹。
抚摸每一棵树，双手分明有些微微颤动，仿
佛都像奶奶亲手栽下的。伏在树干上，聆
听黄河的心音，一个声音从心底迸出，在树
林上空回响：我能为黄河做些什么？10

晚唐诗人、宰相郑綮有天被属下问道：“相

国近有新诗否？”郑綮说：“诗思在灞桥风雪驴子

上，此处何以得之？”郑綮说的是反话，是对当时

文坛进行批评。

唐初，南朝齐梁时代形成的绮靡浮艳纤巧

的诗风是主流，动不动就是看美人“横陈”，虽然

“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但没有言志述怀的

深刻内容和刚健骨力。同时，北方的乐府诗歌，

文词精陋，音律不调，情感粗犷，也有一定影响。

然而，两者都不能直达人心，更不能展现大唐气

象。为此，一代又一代诗人沿着“掇彼清音，简

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所长，则文质彬彬，尽善

尽美”的方向，不断进行美的创造与创新，形成

了风骨与文词、音律协调的盛唐诗歌，成为中国

传统文化中不可替代的瑰宝。

然而，盛唐诗歌繁荣的同时，也在无意间给

诗歌定出了成规。发展到晚唐，诗歌蜗居于盛

唐中唐的意境，局限盛唐中唐的审美，精神萎

靡，少了创造与创新，诗歌创作走上下坡路。郑

綮虽然不能抵抗俗流，但他一直在努力着。史

书讲他的“郑五歇后体”现在见不到了，但就其

存留的诗歌来看，他还是在努力创新，突破了盛

唐诗歌的成规。剑从偏锋，虽失之斧凿纤巧，但

比陈袭熟词熟境要高要好，能让人耳目一新。

郑綮的批评，到现在其实还管用。笔者编

辑文艺稿件，常感觉到一些作者的文章离时代

很远，被僵化在已有的套路里。一是在内容上

回顾过去的农耕文化，恨不得回到刀耕火种，而

对当代社会发展状况尤其是城乡面貌的日新月

异少有体现，他们看不到大型收割机早在农田驰骋，看不到农民

摆脱田地正大量融入城市；二是在审美上，摆脱不了唐诗宋词的

审美，诗思还在“灞桥风雪驴子上”，秦时明月汉时关，唐代山水

宋时花，没有创新，并且沉浸其中，乐而忘返，提笔便是忆童年，

满纸都是故乡的水车、锄头，徜徉于小桥流水间，面对新事物新

生活形态，他们提炼不出美的意境，创造不出新的审美；三是在

理论上，囫囵吞枣西方一些后现代理论，沉醉于所谓“否定性”，

不再愿意接触外在的变化，让个体的感受离时代离生活越来越

远，以萎靡苍白的情感来标榜所谓“不确定性”或者“超前性”，其

实是僵化了脑筋，将个人拉到空虚无聊的深渊，发出像精神病人

一样的呓语。

“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文艺要发展必须走进生活、融入

时代，不断进行美的创造美的创新。放大眼光，深入生活，才能聆

听到时代前进的磅礴的跫音，感受到人民群众在时代发展变化中

的喜怒哀乐，进而纵观大势，细察毫末，用心揣摩，把生活咀嚼透，

消化掉，才能写出深刻的诗句、贴心的形象、动人的情节，才能激

荡人心。从审美方面来看，不能只是继承，还要有发展创新的理

念，昔日的烟花固然绚丽，今天无人机在天空变幻出的星辰一样

多彩；昔日田园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固然抒写恬淡的美，今天林

立的写字楼蜂房似的窗户一样透出奋斗的光华；昔日“高高秋月

照长城”抒写思乡爱国情，今日互联网上“千里共婵娟”的“云团

圆”一样洋溢家国情怀……审美只有随时代而发展，才能扣动心

弦，引发共鸣。当下，我们不仅要吸取中西方文艺创作的精华，更

要融汇时代精神，在传承与汲取中结合当代实践，以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为指导，把目光投向人民大众，将笔触伸向火热生活，用

反映时代大潮的精品力作，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闭门觅句非诗法，只是征行自有诗。”诗思不在远方，不在

“灞桥风雪驴子上”，而在你的脚下，你走进生活的范围有多广，你

诗文的诗情就有多绵长，你走进生活有多深，你诗文的诗情就有

多深刻多动人。1

诗
思
在
何
处
？
□吕志雄

文艺评论

□茜影

秋思

白露渐成霜，东篱菊蕊黄。
莫言西风紧，君心暖秋阳。

秋色

昨夜秋风起，今朝潋滟池。
不知春日盛，红叶满唐诗。

秋声

星语秋风静，寒门火独明。
少年图破壁，五更读书声。

秋情

秋水长天霜色竞，
蒹葭列列梦平生。
朝歌在耳西风醉，
最美枫林是爱情。10

秋兴四首

□海盈

青稞田

一片，一片
绒绒的金黄色
散落于峰谷之间

是天上遗落人间的
金帕吗，或是
藏乐富于弹性的
音符，跃动着
生命的乐章

三百六十度，盘旋
而上，路岩边
一辆车泊成风景

盘旋，向上
再向上，龙行逸入
祥云缥缈中

喜马拉雅北麓

雪在雪峰上下着
阳光把云照得透亮
有几柱微型龙卷风，在
山地扶摇着

一处处雪峰，阳光下
放射耀眼的光芒
云朵，低得触手可摸
像在欣赏3D电影

远山如海，有
鸟儿掠过辽阔山原
不同的天像
同时出现

辽阔，驱逐心的狭隘
静谧，沉淀胸中的浮躁
澄澈，过滤脑海的杂念
圣洁，提升人的境界

你来与不来，这些景象
始终都在这里10

西藏有感

随季安然飘落处，
红花拥簇送清香。
也曾嫩叶经风雨，
又要芳姿斗雪霜。
万道长街蝴蝶舞，
千山峭壁蜡梅黄。
乱尘滚滚浑身亮，
只为阳光心底藏。1

摄影/张新涛 诗/大吕

黄叶七律·

画中诗

雨
□廖华歌

“芝麻开花节节高”，这句乡谚，
大概也只有生长在乡间的人们才体
会得最为真切。那芝麻笔直地生长
（一般一米来高），茎秆周边长出长长
的叶子；夏末秋初作花，大约是随茎
秆不断长高而不断往上开放，使芝麻
像一根直立的缀满花朵的马鞭，迎风
怒放；再往后，那花下就结出了青椒
似的子房，子房里盛着一粒粒芝麻。
到了收获的时节，芝麻秆差不多已经
枯干，轻轻一碰它，它的子房就像风
铃似的响起来，自然声音没有风铃那
么大，只是“沙沙沙”“沙沙沙”，却让
人欢喜。

因为缺少关切，我常常不知道自
己家的菜园里还种有芝麻，直到深
秋，看见母亲把它收割回来，才知道
我家还种有这样的宝贝。一束束芝

麻秆搁到墙头上晾晒，让它变得更干
燥些，母亲就拿来一只大簸箕，把这
些晒干的芝麻秆放进去，一阵磕碰，
那 些 芝 麻 便 都 从 裂 开 的 子 房 漏 出
来。我在一边观看，遇到还有剩下
的，也帮忙磕打几下，但残留在子房
里的已非常有限。

母亲非常珍惜这几升芝麻，都是
粒粒饱满的黑芝麻啊，一般只有到过
年时才食用，平时除非实在没有菜佐
餐了，妈妈也会和点盐水，炒上一碟，
让焦香飘满院子。到了腊月，首先是

用它做麦芽糖，我们那里叫作“芝麻
切糖”。到了大年前，则把芝麻放进
一只小陶钵里捣成碎末，加糖，一勺
一勺放到事先揉好的糯米粑里，包成
圆子。有的做得很大，可以下油锅
炸，这样搁的时间更长，和肉类一起
红烧，便是肉圆子之一。小点的不用
油炸，也就是汤圆——糯米汤圆。除
此之外，还可以将芝麻与炒熟的糯米
一起放在陶钵里舂成细粉，同样放一
点白砂糖，便成了很可口的点心，我
们那里叫“芝麻烟子”，又香又甜又

糯。母亲说芝麻是补品，所以每年都
会让我吃一回“芝麻烟子”。如今想
起，还觉余香满口。

据说，芝麻又名“胡麻”，这说明
它是从西域传入中土的。芝麻对于
人体的滋补，宋代的大文豪苏轼是懂
得的，他在一封信里说：“凡痔疾宜断
酒肉腥酪厚味。以九蒸胡麻同茯苓，
和入白蜜为面食之，日久气力不衰，
而痔减退，此乃长生要诀，但行易而
知难耳。”他还作有《胡麻赋》：“乃瀹
乃蒸，甘且腴焉，复填髓骨，流发肤

兮。”古代还有用胡麻做饭的，也是将
浸泡过的糯米捣烂，再加上芝麻、白
糖搅拌而成，曾被认为是神仙食品。
一些饼饵上随意洒几粒芝麻，就会使
该饼饵档次提高不少，于此也可见芝
麻的珍贵。

《天方夜谭》里有个叫“阿里巴巴
与四十大盗”的著名故事，故事中的阿
里巴巴在暗地里听见大盗同伙间设定
的接头暗号就是“芝麻开门”。这个故
事与这个暗号全世界家喻户晓。我也
很欣赏这个暗号，谁能想到“芝麻”这
么微小之物竟是一件大“生意”的关键
元素呢？自从知道有这么个暗号以
后，我就觉得芝麻身上有了些神秘的
色彩，甚至不乏某种天机。其实哪一
种植物身上没有天机呢？那是生命滋
养生命的天机。10

芝麻里的天机
□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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