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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衣物时，我发现粘在一条裤子裤脚处的几颗苍耳。
那条裤子是从老家带来的，我已有几年没穿过了，它们何时黏
附在衣物上我不知道，但它们就这样悄无声息地，随我从千里
外的故乡来到我异乡的家中。

第一次听到苍耳这个名字，是在小学课文《植物妈妈有
办法》里，“苍耳妈妈给孩子全身武装，穿上带刺铠甲。只要
挂住动物的皮毛，就能走到田野、山洼。”随着老师的讲解，
我知道田间小道旁常见的“赖皮狗”就是苍耳，没想到“赖皮
狗”还有这么好听的名字，有了妈妈的苍耳，好似也多了点
温情出来。

后来读《诗经》里的“采采卷耳，不盈顷筐”，知道苍耳还有
个雅名叫“卷耳”。这名字有丝竹声韵，优雅别致，撩拨人无限
想象。

苍耳名虽好听，实物并不太让人喜欢。汪曾祺在《人间草
木》中，将其称为“万把钩”。苍耳可算是20世纪 80年代男生
性情顽劣的见证，很多调皮男生都有拿苍耳捉弄同学的经历，
特别是捉弄女同学。

记得我上小学时，坐在我身后的男生，弄来些苍耳，趁着
我不注意，一颗颗放在我麻花辫上。待我发现，已有十几颗粘
在发辫上。张牙舞爪的苍耳，八爪鱼一样死死拽着我的头发，
怎么都甩不掉。幸好有几个女同学闻讯过来，帮我拆开发辫，
顺着发丝，一颗一颗摘下来。

拿苍耳恶作剧的不止这一个男生，受此困扰的并非我一
个女生。于是，我们几个女生团结起来，扭送他们到老师办公
室，或集体到男生家里告状，直至他们发誓再也不敢捣乱了，
我们才将其放过。

多年后，当男孩成为男人成为父亲，昔日苍耳给予他们的
快乐只增不减。有一次同学聚会，坐在我后面的男生也来了，
他带着5岁的儿子，末了还给同学们表演了一把回忆杀，他让
儿子把随身带的一袋苍耳拿出来，一颗颗粘在他头上，看上
去，活脱脱一个消瘦版“如来”佛。

不止我和我的女同学们，大诗人李白也曾被小小苍耳捉
弄过。李白有一次去探望朋友，误入乱草丛中。“城壕失往路，
马首迷荒陂。不惜翠云裘，遂为苍耳欺。”诗仙兴冲冲访友，却
遭遇尴尬，华贵衣服上挂满了苍耳，说是不可惜，其实应该很
心疼。

小小苍耳，给人带来这么多美好回忆，这也是它独有的魅
力吧。今天，苍耳又悄悄随我来到异乡，更是一种缘分。尽管
我已知苍耳需要借这种方式，附着在动物和人身上，像蒲公英
种子一样被带走，于适宜处繁殖后代。但我仍旧感谢它唤醒了
我休眠的心灵，让我记起我已冷落了它们很久，也已离开故乡
很久。

我将粘在裤脚的苍耳轻轻拿下来，埋到门前花圃里。
来年春天，我会穿过都市的喧嚣，静静地来聆听苍耳生长的
声音。我相信在我用心以后，会听见苍耳生长的声音，一种
来自故乡的声音。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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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古代文人的一种行为艺术，或者说是交往方式，叫
作“雅集”。风雅的雅，聚集的集，风雅的聚集，大家和和气
气、说说笑笑地坐到一起。品茶、喝酒、聊天。聊什么？不
聊酱盐醋，却聊诗酒花，聊美食、聊文学、聊诗书画、聊垂钓、
聊对弈……

古人对于雅集多有记载。清代《睢阳尚书袁氏家谱》称：
“大司马袁可立建园于城之东南隅，栽种莳花，筑台凿池，为郡
城胜览，呼宾客歌饮其中。”袁可立是豫东睢县人，他建的这个
园子至今尚存，名袁家山，是一处全国罕见的明代船形建筑
群，已是“省保”。想当年，袁可立召趣味相投的宾客在此且歌
且饮，闲弄风雅，其乐融融。

古时雅集，是一种很合适的交往方式，同在一城同在一
地，每隔一段时间聚会一次，十天半月太勤，一年又太长，两三
个月最佳，大家有新鲜感，又有亲切感，各自带着话题，问近来
情况可好？家事如何？又有什么大作？文人多天真之士，有
孩子气，胸中有积郁，也可借雅集一吐为快。

我工作的江南古城，至今还能找到几处古代文人雅集的
印迹。一处城西的春雨草堂。是明末清初宫姓乡贤在城西小
西湖边所筑，草堂建在花木扶疏处，雨水滋润下，周边环境太
雅，正是听雨聊天的好去处。宫乡贤在他的诗中描述道：“十
亩方塘跨两桥，桥边红杏恰相招。篮舆玩世山椒曲，画舫怀人
水面骄。列坐流觞忘魏晋，停桡得径问渔樵……”草堂雅集，
酒后游湖，半道上忘路之远近，赶紧停船问岸上樵夫。读诗，
能想象出这座江水浸润的小城，三百多年前，软径板桥相串
联，水意澹澹，城郭路人神态悠然的场景。

小城城东有笔颖楼。是咸丰年间一位候选官员在此建的
两层画舫小楼。据说此楼是观赏胜景“泮池笔颖”的绝佳之
地，也是文人雅客聚集之所。候选官员常在此以文会友，还常
召一些外地文友在此楼上寓居，有人乐而忘归。

春雨草堂已废。30多年前，小城人在原址重构一座飞檐
翘角的明堂，建筑有回廊，两面环水，堂前植松柏，堂后种竹。
我常去那儿散步，安坐草堂，透过窗户，看房后翠竹青青、雨燕
呢喃的临湖风景。怀想曾经的吟咏唱和、管弦丝竹之声。

至于笔颖楼，经修缮后依然矗立。二层木楼，四周围合，
中间是天井，下雨天屋檐有滴水落下，有金石之音。修缮后的
老楼空旷寂寥，很难重现昔年雅士云集、品茗晤谈的场景了。

雅集即是雅聚，多半要喝酒。雅集要选择合适时间，如春
暖花开、荷风拂面、丹桂飘香、天晚欲雪……也要有恰当机缘，
如新朋相识、故友重逢、老来归乡等。

八百年前一次雅集，是在南宋的武夷山中。进士美食家
林洪踏雪拜访隐士止止师，山中无以为食，止止师逮雪兔一
只，兔肉切薄片于开水锅中烫食。应着大雪纷飞的美景，看着
肉片在汤中翻动，林洪当场赋诗“浪涌晴江雪，风翻晚照霞”。
多么难得的山中简餐。文人雅聚，不因雪天封山而阻断，山高
路远，仍欣然前往。

沉陷在更早时光里，在中国南方，山阴古城郊外，有一次
文人雅集，那就是王羲之的曲水流觞。一条小溪，大家分坐两
边，酒壶飘到谁的面前，谁把酒喝下。无人劝酒，一切皆出自
然，曲溪边，书圣拈须而笑，一派风和日丽。

在我身边，有时也有一些雅集。我称之为“雅”，是内心的
风雅。布衣好友围坐一起，面色若春风轻拂，心情恬淡悠然。
我倾心的一种方式，是晚秋夜晚雨天，老城区一栋老屋中，数
人相聚小饮。外面飘着雨，夹杂着若有若无的桂花香，桌上几
道小菜：嫩韭、秋风老扁豆、清水田螺……窗外，是老城区的萧
散景致。景与情交融。

最记得有一次，友人邀我到老巷小馆一聚。一走进其中，
恍若回到明清时代，行走在石板小径上，仿佛随时能与古人遭
遇。烟火气在青砖黛瓦的空间里，顺屋檐、围墙、门扉，贯流、
飘逸，盘桓不散。老巷里，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和好友。

那晚，友人喝多了，临散时，意犹未尽，扶着老宅门旁光滑
的石鼓对我说，这地方古色古香，老格调让人怀念。等今年的
第一场雪时，我们还在此雅集。5

我从 2011 年开始外出打工，屈指算
来，已十年余。

记得那年秋罢，播上麦，又浇了水，就
寻思着跟人去打工。那时家里开销大，粮
食产量低价格也低，光靠地养不住一家
人。我当时也有外面那么大想出去转转的
念头。第一次外出打工，不敢走远，先到县
城。我们村离县城三十公里，妻子开着从
邻居家借来的电动三轮车送我去。三轮车
上装着我的铺盖卷。妻子说，缺啥少啥到
那买吧，平时该吃啥就吃，别亏待自己。真
干不来就回来，别硬撑着。妻一条一条叮
嘱我，有说不出的眷恋，又迫于生活的无
奈。我说我是去打工，不是去打仗，别弄得
生死离别一样。妻子往回走时，还是不断
地扭头看。

我在县城一处建筑工地打工，工地没
有宿舍，我和工友就住在施工的楼里。没
扯电，晚上点蜡烛。伙房在临时搭建的棚
子里，起风时，常有飞舞的碎屑飘进饭锅
里，人们骂着天，并不耽误吃饭。

我以前没干过建筑工地上的活，啥也
不懂。那天，带班工头让我上楼顶给女儿
墙抹八字角，我问女儿墙在哪儿，咋抹八字
角？工头急了，说我啥也不懂，纯粹来混工
资，说好的一天120元就变成了100元。

十年前打工，有时会担心拿不到工

资。联系活儿时说得挺好，人走账清，最迟
年底结清。可往往说人走账清的总拖到年
底，到年底了，有些老板又会携款逃匿玩消
失。为拿到工资，工友有时要费尽力气。

十年光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
十年间，天南地北，都市乡野，我去过很多
地方，经历了说不尽的酸甜苦辣，也品享
了诸多打工人的欢欣快乐。也结识了很
多工友，大家由陌生而相识相知，每日一
块劳作，闲时唠嗑。因为背井离乡，浮萍
般漂泊，所以也渴求人情温暖。打工人每
天和干板冷漠的钢筋水泥打交道，都有张
沧桑憔悴的脸。可他们心里对家乡的眷
恋对亲人的惦念，却热烈滚烫。他们卑微
艰辛，心里却充满阳光，满怀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他们都是骨骼坚硬的人，喊着口
号撑起了一座座高桥广厦，或者沉默着，
用热血和汗水，把荒凉滋养成繁华。

十年间，我和工友们见证着神州大地
的变化，也感受着打工环境在渐渐变好。
随着国家法律法规的健全，政府的贴心管
理，项目部的监督，工友工资得到切实保
障。这期间我转换的多个工地，慢慢地也
都有了完善的生活区，工友们住的是板房，
板房里装了空调，寒暑无忧。每逢中秋节，
老板还会发月饼、水果等，让工友们在异乡
也能分享节日的温馨祥和。

我转换的多个工地，安全设施也在一
步步完善。工友一进工地，都必须接受安
全教育，强化安全观念。

2018年 12月，在一处工地上，我和妻
子在清理室内地面，用的是电动清渣机。
由于机器失灵，我躲闪不及，机器爬到了我
的脚上。机器下面都是飞速旋转的钢铁锯
齿，幸亏妻子反应敏捷，飞快关掉电源，但
我已痛苦地倒在地上。妻子大声地喊救
命，正好同楼层有干活的水电工，他们闻声
赶来，纷纷上前施救。抬着机器又抬着我，
为减少我的痛苦，还找寻合适的角度翻转
机器，用壁纸刀割断了我的裤脚和鞋子，把
我的脚从那些锯齿里掏出来。项目部的何
工赶来了，立即安排车辆赶往最近的医院
就诊。到了医院，何工去收费处缴费并办
理住院手续，又看着我进了手术室。住院
期间，项目部领导不断关照，我的伤康复得
很快。这件事的完善处理，令我和家人都
心存感激。

从这件事上，我体会到了社会的进步，
工地的管理也越来越人性化。最近这两三
年，打工不论从环境和收入，都比从前强太
多了，打工人熬到好时候了。我很想多干
几年，只是年龄大了，我离开了工地。我认
识的好多工友，也都离开了工地，不是回家
带孩子，就是干些别的轻省活儿。大家常

常在手机里分享幸福安逸的晚年生活。
今年秋季的某一天，工友老杨突然来

电话，说去县城的森林公园玩吧。这处森
林公园，我和老杨都参与过建设。

森林公园有湖，湖畔还有人造沙滩，招
孩子喜欢，我的外孙女也要跟着我去。到
了森林公园，发现老杨也带着孙女，俩孩子
年纪差不多大，一会儿就熟络了，欢快地玩
起来。

我和老杨坐在湖边石凳上，看秋阳明
晃晃照着白马湖。眼前的美景，也凝聚着
我和老杨的功劳。当年我们干活时，这里
除了一片老槐树林，就是一大片荒丘。我
和工友们把它建得粗粗有了模样。之后它
还在不断建设，十年时光，有花有草，有水
有亭，还有玻璃栈道廊桥，成了一大片漂亮
的市民度假地。

“姥爷姥爷，你看那是啥？好大的白鸟
啊。”外孙女忽然兴奋地喊我。我顺着她指
的方向看去，只见两只高大的白鸟在湖边
浅水区漫步。是白鹭吗？就是白鹭。两个
女孩一问一答，言语中是掩饰不住的好奇
和欢悦。

她们真幸福啊，我被孩子们的幸福感
染着。“咱熬的不就是这啊，值了。”老杨终
得所愿地说，像是对天对地，更像是对自
己。5

雅集 □王太生

十年打工亦筑梦 □康明

四季变幻中，我并没有每天都要到河
边台地漫步。但只要我去，就常被陌生的
暖意所拥围。我会问自己，相对于他们和
它们而言，我可否也有一点陌生的暖？回
答是迷离恍惚的，似乎又有些许的明白。

一个声音说：表达的最高境界是无表
达。万物用自己的方式互致安好，仿佛一
株草穿过风的长廊，感受陌生的另一株草
的微笑；仿佛一棵树，在狂风暴雪来临之
时，感受到陌生的另一棵树的力量；抑或一
片雪花，在茫茫天空中，感受到与之相偕并
行的另一片雪花的温润……

我的到来，我对它们无言深情的凝望，
我目光里盛大的感激和感谢，我与它们并
肩站立的姿势，我屏息敛气倾听它们拔节
和开花的声音，甚至在一年将尽之时，看它
们怎样不急不躁、不叹息、不悲伤，只以自
己选择的宁静，安于凋零，安于被遗忘，安
于悄然积聚走向下一个春天的力量……我
执信它们也都有感觉，即便是最卑微的草，
也用它那细细小小的绿，向孤寂沉静的旷
野致意示好。

某种意义上，万物的最终价值，是给世
界上别的生命以安慰。一如春阳解冻冰
瀑，惠风和暖大地，让尽情绽放的心灵之
花，一路开向天际。

口琴声飘来。身材中等年龄应在六秩
左右的他，永远是一手执琴一手持谱这一
姿势。他将优美的乐音，洒向浮光跃金的

河面和宁静广阔的虚空，《北国之春》、《枉
凝眉》、《让世界充满爱》……沉浸在陌生的
他所给予的欢快喜乐、但又无需着意向他
致谢的我，内心汪洋着对他深切的谢意。

尽情享受这纯粹的无需回报的琴声，心
随旋律获得安适和自在。好多次，我与他走
对面，曾有心唤他打开话题，我终究没有开
口。但我从他的步态上，从他满脸深刻的皱
纹里，从他心无旁骛地吹奏中，分明感受到
阳光照临之前，他很可能也有过至暗时刻。
只是现在，他光华敛于内，达观看开……

他用琴声追求生命中珍贵喜悦的同
时，让我和所有被琴声安慰者，于升腾的暖
意中，仰望天空疾走的云朵和更远的远方。

台地旁十一棵银杏树。它们组成一个
不大群落，年年以青绿和金黄的光芒，暖照
着人们。它们差不多粗细，应是某年某日
同时栽下的吧？棵棵都挺拔向上，呈示着
从青春走向盛年的活力与壮硕。

我读过许多写银杏树的诗文，我喜欢
沈佺期的《夜宿七盘岭》、王维的《辋川二十
泳文杏馆》、李清照的《瑞鹧鸪·双银杏》、张
无尽的《咏银杏》。我自己也写过故乡的千
年银杏树。我听过银杏树的寓言和传说，知
道银杏树的古老，洪荒初开时，大地上只有
银杏和木瓜、皂角等几样树种。银杏又生长
缓慢，从种植到挂果要十余年时光……

可我从未认真观看过银杏叶由绿变黄
的过程。这个秋天的一个上午，当我惊见

满树银杏叶边缘上，集体出现一线宽的黄
褐色时，心一凛，立时痛惜不已，我以为是
它们生病了，急得四处找园艺工人而未果，
那一天，离开的每一步，都踩疼着我的心。
隔天再去，银杏叶边缘上的黄褐色已蔓延
有半韭菜叶宽，直到有一天黄褐色不见了，
所有银杏叶片全都蜕变为明亮的金黄！

被这金黄暖照着的我如梦初醒，一棵
树也活得如此不易，生命由盛至衰的每一
步，它都在拼尽全力做艰难的抗击与挣扎，
正因如此，它才能在叶片陨落前，有了和阳
光一样金黄色的高光时刻。它用树叶的蜕
变阐释着岁月，阐释着生命的特质和意义。

近两年来，在学生的寒暑假期间，我
总会和一群人一起，默立在台地一棵桂树
下的乒乓球台前，观看一老一少娴熟激烈
地对打。二人是母子？祖孙？师生？还
是……很多次想象和猜测，很多次带着疑
问离去。

女的看上去有六十多岁，球势依然凌
厉如风。少年似有十二三岁，频繁变线，球
艺娴熟。两人的激烈对抗，常令散步者驻
足喝彩。

许久之后，我才从围观者谈论中得
知，他俩素不相识，因乒乓球走到了一
起。老者是已退休的市体校乒乓球教练，
少年是求学在外地的乒乓球特长生。寒
暑假他回家后，每天坚持到台地上独自训
练。退休老教练发现后，开始自愿陪练并

指导。少年的家人感激，带厚礼致谢，老
教练坚拒，云淡风轻地说，不用谢，我陪打
球，也锻炼了眼睛和身体，俺俩这是双赢。

球起球落，在空中划出一道道微细
白光，这白光与桂树罅隙洒下的太阳光
交相辉映，陌生的暖意漫向辽阔宽广的
远方……

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树，在红衰绿瘦的
旷野，它缀满枝头茶杯口大的红、黄、白三
色花朵，改变着季节的荒寒。它的明丽静
美，令这个平凡角落熠熠生辉。

这棵花树，花期足有三个多月。岁岁
年年，它温暖了多少双目光多少颗心？生
活中能有一棵不知名花树默然相伴，哪怕
再苍白的人生，也会多一抹暖意和一缕亮
色吧。

那些在河边台地上抖空竹的、打太极
拳的、吊嗓唱歌的、执扇跳舞的、剪枝清扫
的、带小孩转悠的……组成多乐章的生命
奏鸣曲，令我时时放慢脚步，深感置身其
中，心也被暖得温温软软的。

就像一粒种子撒向莫可知的土壤，却
会获取金秋的丰收一样；世间陌生的人和
物所给予我们的暖，远远超越一些有限的
所谓的既定。陌生的暖意，因其纯粹无功
利，不需要回报，甚至连一声发自肺腑的

“感谢”也无需说出口，故而也让我们没有
压力，今生今世唯有倍加珍惜，在生命里好
好保存……5

登上幽州台，我已经老了

远远望去

在黄河边炼石的人，都去了天上

只有风，替他们捎回了汗水

阳光普照，有人衣不蔽体

在土里刨着黄金

还有一位老者，在击壤而歌

一转眼，便化成了云朵

我不敢逗留，我知道

后来者将出现在登山的途中，人群里

肯定还有一个我在催我上路

可我暂时还没有找到隐居的地方

也没有一座山

愿意接纳我这一生

天地空旷，我四顾茫然

风中絮语

鸟儿飞走了，悬挂在树上的鸟巢

还叫鸟巢

空空荡荡的鸟巢，被北风一吹

会在枝丫间瑟瑟发抖

如果风再大些，会喊出来

我常常对这些熟悉的事物眼含热泪

譬如在豫西老家

一群群年轻人从老寨走出去

留下孤零零的村庄

和十几个颤巍巍的老人。他们被唤作

空巢老人

似乎他们的身体是空的

当他们絮絮叨叨说起以前

就像风正穿过他们的身体

他们不停地说着

似乎在替风把自己喊出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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