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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向征

我曾和几位同学、老师去福利院探

望老人。那是我第一次去福利院，提着

牛奶、水果走进大门，大堂内正坐着几位

爷爷奶奶。

我走到一位爷爷面前，他的眼神从

始至终都凝望着某处，没有看我一眼。

我为他剥开一个香蕉，递到他手里，他笑

着接过，用已经掉得差不多的牙轻轻抿

着，依旧没有看我。我问他：“爷爷，你们

在这儿生活好吗？”他大声问：“你说什

么？”我又问了一遍，他还是一脸疑惑的

样子，旁边的同学看到，用一口流利的方

言问：“爷爷，是问您过得怎么样呀！”我

在一旁，有些不知所措。

我是一个不会说任何方言的人。我

的父母是河南人，我出生在河南，成长在

武汉，按道理说如果有人向我提到故乡，

我的第一反应一定是河南。可却不是，

从我记事起就在武汉生活，在河南待过

的日子都是从母亲口中得知的。而武

汉，这个我生活的城市，我也从来没有把

它和“故乡”画上等号。

我对故乡的模糊有一部分来源于和

祖辈的距离感。我不会说任何方言，从

小到大语文老师都夸我的普通话说得标

准。去外地旅游，店老板往往会对我妈

妈说“您一听口音就是北方人！”然而面

对我却说“您女儿就没口音了。”这样的

时刻于我而言却是一件伤心的事情。每

次回到老家，我热情地扑到爷爷怀里对他

说着想您，他也开心地笑得满脸褶皱回复

着什么，可是他听不懂我说的话，我也听

不懂他说的话。我反反复复地重复：“爷

爷！我想您呀！我来看您了!”他发自内心

地笑，却掩盖不住迷惑的双眼，一遍遍地

问着：“你说啥？”简单的爷孙之间的交

流，每次都是伯伯来替我们当翻译。

是的，爷爷很多时候的眼神和福利

院那位爷爷的眼神是一样的，呆呆地凝

望着某处，仿佛失了神。我搀扶着福利

院的爷爷四处走走，却被他带到了房屋

后的草坪。草地的颜色是淡淡的，相当

柔和。他站在这块小小的草坪上，凝望

着远方。我顺着他的眼睛，什么也看不

到。他的眼睛里，是混沌的光芒。

那是我为数不多的一年回了两次老

家，因为外婆病重。我走进ICU病房，看

见她衰弱的样子，手臂露在外面，像是没

有生命力的枯枝，让人不忍心触碰。她

一脸茫然地看着我，呼吸虚弱，很费劲地

说出了一句话：“这是……谁呀？”眼神里

是疑惑还是什么，我看不见，我只看见两

湾浑浊的光。

旁边的亲人开玩笑地说：“你说是

谁？自己外孙女还不认识了。”一边转头

对我说着，“是回来得太少了！现在学生

压力也大，放假回来一次不容易！”那一

刻，我好想跑掉，从生活的武汉到家乡河

南，动车的速度两个小时就可以到达。

站在密闭的医院病房里，我觉得无比难

受，我想回家。可是，父母、亲人都在这

儿，这不是家吗？我想回到的是哪儿？

我只是想把自己关起来，不再去看那双

让我不知所措不知道该说什么的眼睛。

那双凝望着别处、又凝望着我的，我看不

懂的眼睛。

福利院内，老师让我们收拾一下，就

要离开了。我搀扶着老爷爷往回走，下

了三个台阶，我转头对他说：“爷爷，我们

明年还来看您！您的身体要越来越好

哦！”他笑了，乐呵呵地一直笑个不停，就

像听懂了一样。

模糊的视野中，我看到我搀扶的那

位爷爷，他终于凝望了我，仿佛要将我永

远记住。他凝望着我，那两湾不是浑浊

的光，而是透明的泪。我终于看清了。

我也终于明白外婆和爷爷的眼睛里

是什么了。那是他们的故乡，是他们最

熟悉，我最陌生的地方。

读海盈的诗集《时间的河流》，我有一

个惊喜的发现，在这本诗集中，从开始到卷

终，几乎处处都有关于月光的描述。这让

我产生一个想法，我要系统地看看海盈诗

中的月光，映照出诗人怎样的一种情怀。

诗人的这本诗集分六卷，分门别类记

录了诗人的游历，故乡以及在季节变换中

的感受与意绪。诗的内容很丰富、情感很

真实。与家国情怀相关的个人生活是诗

人吟咏的主体，这其中书写故乡和儿时生

活的诗作写得最好。特别是诗人的儿时

记忆，在一些小诗中被描述得活灵活现。

比如《玩伴》，写的是因晚了一小会儿找不

到玩伴的失落：

帮母亲缠完棉线

即火速跑向村中大槐树

却不见了伙伴踪影

就晚了一会儿呀

是去了南地

还是北面的杨柳河

郁郁地望着远方

惆怅 惆怅

短短几行，把一个憨态可掬的乡村少

年写得活灵活现。那种错失玩伴的遗憾

与失落，几十年后，依然在诗人心上留有

如此深的刻痕，这背后，定然是人的生命

本体中某些根深蒂固的元素在起作用。

如果我们的理解没有错的话，我想那该是

一种记忆，一种与情绪相关的记忆。按照

现代心理学的解读这叫情绪记忆。这种

情绪记忆始于人的童年，影响人的一生，

尤其会影响人的艺术活动。由此，在读海

盈的这本诗集时，一个问题也就渐渐明晰

起来。这个问题就是前文说到的“月

光”。从某种意义上讲，诗人海盈这本《时

间的河流》中川流不息的月光，就是站在

时间背后的那个诗人。时间的河流很长，

前不知所始，后不知所终，如幻若梦似诗，

这是大化，吾不知其动力何在，老子称其

为道。但就个体的时间河流而言，因其时

长有限，其人在其时间河流中的作为，大

体还是可以找出那原初的动力的。正因

为如此，在读完海盈这本诗集的诗作之

后，我才愈发重视海盈诗中月光的原初审

美意义与价值。

在我看来，诗人诗作中的月光首先来

自诗人对故乡的情思。在海盈的这本诗

集中，卷二的“梦里乡关”和卷三的“斑斓

四季”，差不多都可视为对故乡的描述。

其他几卷中，亦有不少故乡的意象或与故

乡相关的诗思，在卷二里，诗人有一首诗

叫《生命中储满了月光》，在这首诗中，诗

人首先描述了自己的月光四季；接下来，

又借我国文化史上的著名诗人的诗中之

月，描述了自己储满月光的文化心灵。诗

人还对自己心中的月光进行了直接描述：

“我的生命中/储满了淡淡的月光/……在

故乡小河生动流淌。”显然，诗人背后那个

诗人——月光，成了诗人与故乡、故乡与

月光、月光与诗人高洁的灵魂之间的情感

策动者，也是这首诗创作成篇的有力推

手。这样的状态，在诗人海盈诗作中的直

接呈现其实并不少见，以月光入诗来描绘

故乡的诗句及情绪比比皆是。在《故乡李

庄》一诗中，诗人记忆中的月光是浸润如

水的麦芒：“月光下，田野麦芒/润润如

水。”而这“天地间水般的月光”，在诗人的

记忆里，却是被“蛙声叫亮”的，且伴着熏

熏万里的麦香。这样的月光，在诗人的四

季里，处处溢满。诗人有一首诗写的是

“秋雨”，而随着雨声入梦之后，梦的情

境，竟然仍是月光：“带着雨声入梦/葭苇

摇曳/白露如霜/桂影清疏/氤氲暗香/秋

水澹澹中/升起一轮皎美的月亮。”听着

秋雨入梦，梦中却是“皎美的月亮”，可见

月光在诗人的无意识中占据有多么重要

的地位。诗人在其四季诗情中还写过冬

日雪霁之后的月光和不同气候天气中的

月光，如“月光玉兰”“寒窗新月”“池塘月

芽”“雁声霜月”等，而引起我格外关注

的，则是一首直接用“月光”命题的诗

作。诗人写道：

还是，少年时

那轮月吗

难忘儿时，母亲

讲神话时的那轮皎洁

难忘长大后，行万里路上

那轮玉盘的纯澈明亮

……

露从今夜白

月是故乡明啊

这样，我们就直接看到诗人月光情结

的始源就是儿时的故乡明月。这显然是

一个古老的话题。但我们要追问的是，儿

时月光何以成为诗人诗作中的重要审美

意象，而这种审美取向又会将诗人引向何

处。对于第一个问题，这首命题为“月光”

的诗，差不多直接给出了答案：

月光如梦

是东坡共婵娟李白地上霜

月光如幻

是吴刚把桂酒嫦娥舒广袖

月光如诗

从鸡声茅店月到人迹板桥霜

月光如画

荞花如雪梨花飞白北国苍茫

这里的四组诗性意象，两组来自中国

古代经典诗词，一组来自中国古代神话，

一组来自中国自然山水草木。问题很明

白，是诗人的儿时记忆与成年后学习积淀

的中国文化审美融为一体，构成了诗人基

本的审美定式。月光，成了诗人审美活动

中强有力的审美动力，故乡，也在这皎洁

的月光中成为一种恒久不变的美。与此

同时，故乡与月光、月光与故乡，在诗人这

里，也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成为诗

人审美的始源地，成为诗人生活进程中自

我修为的光合元素。

那么，这种具有光合作用的审美动力

又把诗人从故乡引向了何处呢？从诗人

的这本诗集里，有两点引起了我的关注，

其一，是诗人心中与生活中的远方的诗

意；其二，则是诗人内心世界的光色镜

像。这二者，在我看来，大体都来自诗人

儿时的故乡记忆。需要特别指出的一点

是，诗人的故乡或者说我们每个人的故乡

都由两个重要元素组成。一个是你的出

生地，即那块曾养育过最初的你的土地，

一个是你儿童时期的生命状态，即你的儿

时记忆，这既是你生命的故乡，也是你生

活的故乡。你从这里出发，走向你的现

在。在这个走向现在的过程中，这二者在

你的生命中构成的审美定式，无时无刻不

伴随着你，并使你的审美活动与内心境界

时时处处染上它的色彩。诗人的这本诗

集，诸多诗作都呈现出这种色彩。月光，

不仅照彻了诗人的远方，也照彻了诗人的

内心世界，成为诗人心灵的一面镜像，成

为诗人人生的一种境界。这本诗集的卷

一是“行者无疆”，是诗人行走途中的眼中

之物，心中之诗，是诗人的远方之诗。而

就是这些远方的诗，处处都光洁着诗人故

乡的月光。如《江南》组诗，可谓禅意似

风，月光如瀑。“睡梦醒来/唯见床前月

光。”在远行的飞机上，诗人的审美仍然是

对月光的审美：“一动不动静谧无比的/是

那云海之上/纤尘不染的/圆圆月亮。”坐

在海边，“蓦然回首/一轮澄澈无尘的明

月/从海上升起。”在遥远的异国他乡，诗

人写下了《柏林吟月》，感受到的仍然是故

乡与月光的诗意，尽管是“月在中天，人在

天涯”，但心中开放的却是月中桂花的神

话。在欧洲异乡明斯克的晚上，望着天空

的“一弯上弦月”，想到的却是这天“恰逢

中国七夕”。月光，不仅成了诗人审美的

专制性伴旅，同时也成了诗人诗性审美与

诗作价值意义的概括性结语，同时也彰显

出我们日常审美的集体无意识：“月是故

乡明”的审美执念。

海盈的诗为什么会如此明显地呈现

出与月光相伴的审美状态呢？说到底，

还是与诗人这个人的心性有关，与诗人

的生命底色有关。皎洁的月光，从童年

开始，随着诗人成长的步伐，逐渐成了诗

人心灵的一种底色，一种镜像，成了诗人

生命的自然，心灵的自然。这在诗人极

少的几首直接写个人愿望与个体情绪的

诗中，几乎都有所体现，诗人有一首诗名

为《人生有诗》，诗人这样表述他心中的

诗意人生：

不知从何时起

人们开始心态浮躁

诗歌渐行渐远

有一群人，却

逆风飞扬

人生有诗

如秋夜有月千里婵娟

人生有诗

如空山雨后踏歌徐行

诗是什么，在诗人海盈这里，诗是“秋

月”，诗是雨后空山踏歌徐行。这样的境

界，其实正是诗人心中的一面镜像，也是

诗人心中的理想人性。而从这首诗的前

半部分看，这首诗中的一种暗语似乎也悄

悄浮出水面。皎洁的月光，不仅是诗人人

生审美的推动力量，同时也是诗人抵御灰

色人生即与“诗歌渐行渐远”的人生的有

力武器。诗人借助与诗融为一体的月光，

“逆风飞扬”，月光，已构成诗人的一种人

格元素。从这个角度讲，诗人诗中的月

光，不仅柔美如水，同时也坚硬似石，是流

动且经得起磨损的。

写到这里，突然想起诗人写的一首小

诗，叫《牧童与牛》，我抄在这里：

村落旁的河谷

平坦宽阔

如茵的草地上

牧童与牛

逍遥随心

我喜欢这境界，开阔、自然、人性。但

愿诗人和我们都是诗中的牧童，人生就是

我们的牛，我们与牛逍遥在青草地上。

父亲过世已经40多年了，可是他憨

厚的笑容不但留在我们兄弟姐妹7个人

的心里，也留在我们山区那辈人的心里，

还留在那个时代……

父亲生于1920年农历六月十三，逝

于1979年农历六月十三。在生与死的

59年里，他经历了黑暗与光明。

父亲3岁丧母，7岁丧父，对于父母

的记忆他没有太多，只记得家里穷得没

有饭吃，5岁就被送去别人家放牛。

留给父亲童年的记忆里的事有两

件，一是给人家放牛，去的时候是冬天，

穿棉衣棉裤，到了夏初我的爷爷才去看

他，爷爷在放牛坡见到了他，他依旧穿着

棉衣棉裤，只是已经多处露出了棉絮，棉

絮飞在爷爷的眼上，父子俩抱头痛哭。

哭完爷爷说：“咱不给他干了！”

回到家里，掏出棉花，补上窟窿，穿上

单的就是了，可是还是没饭吃呀，爷爷就

领着他到山下的煤矿给人家拉驮，一个6

岁的孩子在长长的黑黑的行道里拉着一

筐煤日复一日不见天日，是难以想象的。

仅有的丁点儿父爱也在两年后消失，爷爷

走了。

父亲记忆中的第二件事，就是他坐

在门前的槐树下饥肠辘辘时，一个算卦

的看了父亲的面相说：这个孩子将来能

坐上县官。村里在场的人都笑了，说：

“算卦算卦，一溜瞎话。”可是这个瞎话最

后竟然成真了。

父亲兄弟两个，父母走后，父亲就一

直跟着兄嫂生活，伯父还给他说了一门

童养媳，也就是我任劳任怨的母亲。

我们村是革命老区，父亲在新中国

成立前当过民兵，打过日本的炮楼，也参

加过解放战争。

父亲是穷人，是新中国成立前生活

在黑暗中的人，新中国成立后才见了亮

光。他是共产党员，是翻身做主人的

人。父亲用他的一生诠释着主人的责

任。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家最大的变化就

是有了房有了地，现在我们家的土地证

上的地有20多亩，比原来村里的富农还

多，为什么呢？因为父母养活了无儿无

女的老二奶、侍候了无人管的老三奶，他

们去世后把土地证都给了我们，三门归

一，当然后来都归了公。

后来成立互助组、小社、大社，父亲

都是带头人，次次被评为“劳动模范”。

他领导的生产小组，亩产在山区是最高

的。

1958年，父亲响应党的号召，到我们

县赫庄煤矿当了煤矿工人。

煤矿有三个生产队，父亲是第三

队的队长，一个队有 30 多个人，每个

队每天都要报产量，父亲的第三队一

直遥遥领先。父亲和他的队友就像亲

人一样。

一次井下塌方，他让工友们全部撤

离，他最后一个撤出。不料刚刚撤出作

业区，在通往地面的巷道上又出现了塌

方，有一根木柱挡住了去路，这根柱子倒

的地方只能站两个人，有两个人在拼命

地拔就是拔不出来，塌方还在继续，几十

个工人的性命就在顷刻之间，父亲喊道：

“都过一边，让我来。”父亲上前抱住柱子

大喊一声“起”，柱子竟然被拔出来了。

工人们给我讲这事的时候，眼里都含着

泪。

“文化大革命”，相面先生的话、别人

口里的笑话，变成了事实。父亲被工人

们一致推选，当了工人阶级的代表，职务

为：县革委会副主任兼任县财贸革命委

员会主任、人民医院革命委员会主任。

父亲大字不识一个，签字都是画圈

圈，后来他勉强学会了写他的名字“原天

贵”，就歪歪扭扭地写上自己的名字。

面对知识分子，父亲尊重他们，认真

听取他们的意见。

父亲的办公室不是办公室，是病房，

经常住着没有地方安排的病人。父亲是

工人推选出来的代表，也同时赢得了知识

分子的尊重。在那个时代，大字不识一个

的父亲，把一个医院领导得井井有条。

我的父亲
□原群

童年时，在我家大门外有一个不太

规矩的圆形荷塘，面积两亩有余，三亩不

足。夏季早上推开大门，一塘碧绿映入眼

帘，一串清香扑鼻而来。

荷塘原是村中央的大水坑，父亲见

闲着无用，就压上了莲种，还撒上了小

鱼苗。荷塘四周全是盆粗的垂柳，这些

柳树像是老人守护孩子一样保护着荷

塘。

我的童年是在荷塘边度过的。每天早

上会在母亲的吆喝下潦潦草草地洗罢脸，

就跑到荷塘边，看荷叶的长相，看荷花的变

化，看鱼冲破浮萍的跃动。我喜欢看荷叶

上的水珠，圆圆的、亮亮的，似玉、似银，我轻

轻捏着荷叶的边缘，慢慢地拉动，水珠也顺

着我的劲儿滚动，如果拉动的幅度过大，水

珠则哧溜一声滑落下来，掉进荷塘里。荷

花是我的最爱，外边的都被淘气的顽童掐

跑了，里面的够不着，荷梗不能摸，扎手，真

应了这句，“只可远观，不可近取。”

暑假是我最快乐的日子，我常常围着

荷塘转圈，蝉熟视无睹，看见我也不停歇，

只管知了知了地叫。我也不管它，我就认

真地看哪里的荷花多，哪里的荷叶大，哪里

的鱼多，回去像得到喜讯一样一一地告诉

母亲。

每到初冬荷枯水少，父亲往往在午饭

后喝上半斤高粱酒，高高地挽上裤腿，跳

进荷塘里逮鱼，分给村里人，每到腊月，父

亲也会让村里人挖莲菜，谁挖谁要。

进入中学，语文老师给我们讲了周敦

颐的《爱莲说》，知道了莲的品性，知道了

莲“花之君子也”，知道了莲“出淤泥而不

染，濯清涟而不妖”，知道了莲“中通外直，

不蔓不枝，香远溢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

不可亵玩焉”。课后老师提问背诵，我第

一个先背《爱莲说》，老师夸我背得好，背

得熟，背出了感情，他哪里知道，我家门前

就有荷塘，从小就与莲朝夕相处，我也是

爱莲的人呢！

后来我进城上高中上大学参加工

作，离开了故乡，父母亲也搬进了城市。

偶尔回趟老家，看到的荷塘已不是我童年

时的那样。多年以来，由于雨少水少，长

期干旱，荷塘成了草塘，杂草萋萋。这倒

方便了喂牛的农户，牛纼子一撒，不用管，

半晌牛就吃饱了。只有荷塘中心的最凹

处有几片荷叶，证明是昔日的荷塘。

孙犁有言：“彩云流散了，留在记忆

里，仍是彩云。莺歌远去了，留在耳边的

还是莺歌。”

我多么想念，童年故乡的荷塘啊！

时间河流中的月光
——读海盈《时间的河流》

故乡

人闲嘴馋。

2020年夏至日，正赶上“天狗吃日”，看

完了天文奇观日环食，琢磨着晚上吃点儿

啥。麦收后连着下了几场雨，冷不防空地

里长出不少苋菜，鲜嫩的苋菜，激活了胃的

记忆：有了，塌个菜馍吃。

叫来几个农民工到地里掐苋菜，说的

是掐，并不真的像学校录取优等生一样只

要尖部，也许是刚刚开始生长，几乎所有苋

菜的根部都能掐出水来。

掐来一盆子苋菜，放在自来水下淘洗

了几遍，也就变成了所谓的放心菜了。

其实菜是否让人放心，不在于淘洗

了多少遍，要看其是否生长在让人放心

的环境中。在一个几百米之内没有工

厂、没有牲畜、没有排污管道、没有喷洒

农药的所在，新生的苋菜除了见过几个

农民工和野鸡、野兔外，几乎和现代的化

学世界及化学农业没有一点儿实质性接

触，即便雨点儿溅起的泥点儿还附着在

苋菜的叶背上，还是比大城市超市里的

蔬菜干净许多。

擀好面皮，先将第一张放进加热的电饼

铛里，从盆中夹出依旧支棱的苋菜平摊在面

皮上，再把第二张面皮蒙在苋菜之上，扣上

盖子，所谓的“塌”就开始了。

本来支棱着的苋菜遇热后迅速疲软，

仅仅几分钟，揭开盖子，一个菜馍的雏形就

出来了；炊事员将菜馍翻个个儿，最下层的

面皮已经失水变干，整张上布满了金色的

点子。咽了一口口水，再次盖上盖子，再次

揭开的时候，水蒸气齐呼呼地充满了厨房：

这张苋菜菜馍熟了！

把一张菜馍切成四牙，蘸了提前捣好

的蒜汁，吃。

忽然想起大家口中“ta菜馍”中“ta”字

的写法，脑子里没有准确的印象，随之在手

机上从“度娘”那里找结论。

塌、溻、拓，只有这三个字的解释有点

儿靠谱，究竟用哪个，还是无决。

办公室有一本砖头般的现代汉语词典，

从一声到四声把所有的“ta”字都看了一遍，溻

与水或者汗水相关，但做菜馍的过程是失水，

不对；拓的结果是要把拓与被拓分开的，也与

菜馍的夫妻白头不分离不相干，也不对。

唯有塌字意近。

苋菜刚刚入锅尚是支棱着的，也就是说

有一定的厚度；遇热后疲软，有塌陷、凹下的

物理表现：塌，就是它、只有它了！

吃是一种文化，文化就在民间，学会塌

菜馍，增加文化自信。

吃了四牙菜馍，有点儿撑。

□宋朝

塌菜馍 家乡的荷塘家乡的荷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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