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唢呐

（外两章）

■田茂平

丝丝缕缕都是情，缕缕丝丝都是泪。

无论婚丧嫁娶，乡村唢呐，都是民间最

优美与抒情的一种表达。

不管离家多久， 只要你踏入故乡的陌

头，那声音准能将你包围，将你深化，使你

刻骨铭心地悲痛或狂喜。

唢呐声声中，村里的槐花白了，村外的

桃花红了。 谁家新娘微含羞涩，沿着纤尘

不飞的乡道，走向企业工厂，故乡新时代

的旋律，被她的手指轻轻叩响。

声声唢呐里， 红了秋叶， 丰收挂满枝

头。 瑞雪在暖阳下潺湲作声，总有那些关

不住的喜讯， 蜿蜒地流向村外很远的地

方，举杯烛光里，乡村人的心醉成一片海

洋。

哦， 乡村唢呐， 这极普通与古朴的啼

唉， 足以让每位远行人不得不再次回首，

感受一种根的温馨。

乡村串寨路

必须站在远处，必须站在高处看你，才

能触摸你跳动的情丝。 有人说你是一条玉

带，缠绕在山间。

有人说你是一抹白云，漂浮在村寨。

而我分明感到，你是一条琴弦。这头牵

着起点，那头连着终点。 弯弯曲曲是你唱

给岁月的音符。

用坚实的脚步才能弹出人生真实的乐

章。

迟到的酷热

■林敏

入夏后的雨一场紧挨一场

下得酣畅淋漓

将还没来得及冒头的热浇灭

凉风拂面

让人忘了夏的味道

难道

夏天改变了火辣的性格

将春的温柔秋的妩媚抛洒人间

我喜忧参半

喜没有烈日的炙烤

扑面的热浪

和汗如雨下

忧成熟稻谷对阳光的如饥似渴

在漫长的等待中哭泣霉变

入秋后酷热一波连着一波

在秋老虎的助威下

似乎比以往更猛更烈

气温日日攀升

阳光白亮刺眼

热铺天盖地

空气快要燃烧

知了烦躁地叫着

应和着我的心情

躲进空调改变的季节里

浑身软绵无力

体内的水分好像正一点点蒸干

正毛焦火辣

儿时记忆里的画面浮现眼前

挑着稻谷的身影穿梭田间

黝黑脸上带着憨厚满足的笑容

空气里飘着成熟的稻香

一群孩子背着背篼提着竹篮

一蹦一跳尾随割稻人身后

捡拾起地上遗漏的稻穗

汗水泥土弄花的脸上

写满了童真和收获的快乐

晒谷场一片欢腾

丰收的喜悦驱散了酷热

那铺在地上的稻黄

在灿烂的阳光下

汇成了金色的海洋

这时

稻谷笑了

晒谷人笑了

我也笑了

路过宽窄巷子的时候， 藤萝遇见墙顶的风，

晃动绿光，侧旁的三角梅火一样绽放……脑子里

“一隅矮墙” 仿佛从底层翻出来，像刚出土的古

物件。

印象中，这矮墙，土灰色的砖，一层一层堆

叠，顶端镶嵌的全是玻璃碎片儿，壁面湿润润，零

星长着野苔蕨草。 一株石榴树伸出墙外，金橘色

的花，半眛半醒。烟雨霏霏的日子，叶和花润得新

鲜，红绿的色彩撞击，目光总是第一时间聚在那

树上；阳光丰盛的日子，树荫洒下来，风吹过，影

子也贴着地面晃动。

顺着矮墙往下走，是祖父的老宅。 矮墙内，是

一户小院。时常听见小院里，窸窣的说话声，家长

里短，柴米油盐，偶尔夹杂简短的争辩和议论。

院外，一棵树，每年都会结满青梨。 这棵梨树

已有两代人那么久远了。起初，越长越高，逐渐高

过祖父的头，高过屋子的顶，而后长起树瘤，布满

青藓，伸出藤蔓……时间的魅力，在于不断累

积痕迹， 而这些经过都有喜的悲的

故事。

青梨常常引来许多小

孩，站在树下，仰着渴望的眼

神。 有时候，祖父心疼，打几

个下来，分给小孩吃。因此，我积攒的童年伙伴比

梨树果子还多。 没有烦恼的人生阶段，日子里都

是些残碎的片段。 墙下的牵牛花黎明开放，黄昏

闭合。其间的锯齿草细长弯曲，使劲拔起来，不注

意手会产生强烈的刺痛感，细看，指头上有狭长

的伤口，往外渗血。责怪那草时，看见一只红色的

七星瓢虫从叶背爬上叶面， 捉住那小小的身体，

疼痛是什么，瞬间不知道了。偶尔，白蝴蝶停停歇

歇，点点落落飞进院墙，随即又飞来红的蓝的蜻

蜓，款款立在草尖，三五片刻，又飞到屋顶去了。

小孩眼里的墙根是一座王国，自己就是那国

王，统治着昆虫和草类，神秘且趣味多。也许是放

暑假的日子， 我跟着一群伙伴， 捉什么 “黑婆

婆” ，一种全身黝黑，头顶红色的飞虫，估计是昆

虫界的丹顶鹤。 这种虫子很笨，所以不费吹灰之

力就可以捉住，捉住又放飞，又捉住。它也不会想

着逃跑，任人宰割。 这群小孩子里有一个便是那

矮墙围住的院子的小主人，一伙人玩累了、渴了，

就带我们进院子歇息、喝水。

从矮墙绕进小道，古旧的门上挂着两柄大铁

环，压住，当当当地敲。 门一开，矮墙背后的神秘

也不复存在。 这是一个种满美人蕉的院子。 矮墙

后面是两株石榴树，一高一低。 近墙的是一个石

砌的小桌，围着四张小石凳。 石桌上摆着一个青

花瓷纹的柱状茶壶。

揭开矮墙内的神秘，好奇也就殆尽，墙外的

乐趣，也因此消减。

时间过去许久。 墙还是墙，没有变化。 只是，

人生旅途不断拐来拐去。生命中的坎，不想迈，即

是怠慢了人生，怠慢了生命。有一段时间，或许在

即将进入大学的时候，我记不清了，实则不想忆

起。 那段时间，我对以后的生活似乎没有任何想

法，找不到方向，看不见岸。 我不知道是否继续，

像丈二和尚被逼进墙角，感觉脚下就是悬崖。

那时， 脑中有个问题一直盘旋———假如明

天就是生命的结束，你会怎样对待今天？ 我时

时思索，日日细想。理清思绪时我渐渐明了：我

们一生所需要的就是去不断追逐自己认为有

价值和意义的事情。这种价值和意义，于己、于

他人都是向善、向美好的。人生短暂且简单，把

每一天都当做生命的最后一天，每天都会过得

充实。顿时，我已经爬上那一道墙，站在墙上望

风景。

墙的魅力，似乎可以拯救浮躁。 此时之墙，是

心墙的映照。

一隅矮墙，挡不住的是可追逐的无限神奇。

� � � �古人把夏天称作“酷暑” 。“暑景方徂，时惟

六月。大火飘光，炎气酷烈” ，“飞鸟厌其羽，走兽

厌其毛” ，“清风无力屠得热， 落日着翅飞上

山” ，苦不堪言。 有这样的苦，人们自然要想方设

法躲避和消弭。 早在诗经时代，消暑纳凉诗就已

经出现，屈原《楚辞·招魂》中亦有“挫糟凉饮，

酎清凉些” 的诗句。

唐肃宗上元元年， 杜甫经过四年的流亡生

活，从同州经由绵州，来到成都郊外浣花溪畔，获

得一个暂时安居的栖身之所，心中的愉悦可想而

知。“携杖来追柳处凉，画桥南畔倚胡床。月明船

笛参差起，风定池莲自在香。 ” 在暑夏之夜，诗人

拄杖追凉来到桥南，此时明月清风，星河半落，夜

凉袭人，自然十分爽快惬意。

古人消暑纳凉的地点，多种多样。 王维在陕

西终南山中建竹里馆，并写下《竹里馆》诗：“独

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

照。 ” 梅尧臣喜欢在古寺中纳凉：“高树秋声早，

长廊暑气微。不须河朔饮，煮茗自忘归。 ” 真山民

喜欢在山中亭子里避暑：“怕碍清风入， 丁宁莫

下帘。 地皆宜避暑，人自要趋炎。 竹色水千顷，松

声风四檐。此中有幽致，多取未伤廉。 ” 他在亭中

极目四望，身处有风有景的山亭，哪有暑热烦躁

之感？“夕阳场圃树荫凉，麦豉瓜姜豆粥香。人坐

晚餐牛吃草，蚊烟影里说家常。”“葵扇摇风绕树

行，晚凉新浴葛衣轻。一溪流水随荫绿，人立平桥

话月明。 ” 更多的人，喜欢在自己的屋内或庭院

之中纳凉。“何以消烦暑，端居一院中。眼前无长

物，窗下有清风。 散热由心静，凉生为室空。 此时

身自保，难更与人同。 ” 独坐广庭，心静生凉，看

来“心静自然凉” 不啻一剂消暑妙方！

消暑读轻松有趣的书， 最适宜的是 “消夏

录” 。 “消夏录” 中最著名的当属清代的“四消

夏” ，即清康熙高士其《江村消夏记》、清乾隆孙

承泽《庚子消夏记》、清道光吴荣光《辛丑消夏

记》和清光绪端方《壬寅消夏录》。 这“四消夏”

辑录的都是名家字画，书价不菲，退而求其次，读

《阅微草堂笔记》之类的“笔记小说” 。《阅微草

堂笔记》主要记述狐鬼神怪故事。“追录旧闻，姑

以消遣岁月” ，为了“不乖于风教” 、“有益于劝

惩” 。 鲁迅先生认为此书 “雍容淡雅， 天趣盎

然” 、“隽思妙语，时足解颐” 。 这样的书读上一

篇，“无丝竹之乱耳” ，“无案牍之劳形” ，更无觥

筹交错之烦恼，与狐鬼神怪相会，看奇诡风景在

别处，品炎凉世态于异域，自然会感到轻松惬意。

“不着衣冠近半年，水云深处抱花眠。 平生

自想无官乐，第一骄人六月天。 ” 这是退隐小仓

山的袁枚的《消夏诗》。这位随园先生，与纪晓岚

有“南袁北纪” 之称。他一生以率情以行、风格特

异而闻名。

“无数山蝉噪夕阳，高峰影里坐阴凉。 石边

偶看清泉滴，风过微闻松叶香。 ” 其实懂得生活

情趣的人，不管身置何处、何情何景，都是能品到

生活草木的情韵和清香的。

� � � � 读书读久了， 就会产生一些稀奇古怪的感

觉，比如，文学的颜色。

文学是语言艺术， 这是文学的诸多定义中不

太会引起争议的一种。 但事实上，许多作家的作

品的确给人某种总的色彩倾向。 文学的色感存在

于人的微妙的直觉里，那就无法解释得清楚了。

如果我的这种感觉确乎存在，那么（有时候

我会这样突发奇想），在印刷文学读物时，应该

根据不同的作家选择不同色彩的纸和不同颜色

的字，用来印证我们得到的色感，或浓重作品的

氛围，或圆满作者未竟的意图，或者，为使其前

景的物事更加凸现， 而用上反差的色泽……比

如， 沈从文先生的书该用极淡的绿色纸来印，废

名的田园小说要透着青黑的白纸，他的《阿妹》

给我这样的色感，那是血泪文字，读之震颤。《红

楼梦》 该在色泽深沉发黄的古代老纸上， 用圆

润、工整的小楷细细抄来，才品尝得到那种大喜

大悲大怜悯。 东坡居士的诗文须用淡青的纸印

鹅黄的字，方配得上他的锦口绣心。 李清照冰清

在骨， 要用极浅的翠绿花笺。 鲁迅先生的 《野

草》直接的要用黑纸白字，才涌得出那片广延无

际、沉如磐石的肃杀之气。 佛经当然还是白纸黑

字，字体要用三号黑体，才有庄严法相。 《古兰

经》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梦，可以用淡的土黄粗纹

纸印褐色的花体字。而博尔赫斯要用兔灰色的纸

印上清晰的小五号黑字，那是一个老奸巨猾的行

文者，读完他我才知道，只有文学才有可能满足

一种纯粹的理性的幻想；他仅凭大脑就构建出如

此混沌而又如此纤毫毕露的迷宫。伟大的聂鲁达

和帕斯应该用粗纹的黄纸印上会发光的、 白得

发青的字。 粗纹的黄纸可以象征沙漠或者永远

不落雨的泥土板结的平原； 沙漠和平原加上水

晶石，正是他们让我感觉到的色彩效果和质地。

普鲁斯特自然用浅紫色的纸印细致的黑字；麦

卡勒斯用白纸印衰败的紫色宋体…… 《伊利亚

特》用蓝纸印灰白的字；海明威应该用色彩斑驳

的纸印纯白色的字。福克纳呢？仍旧用白纸印黑

字，但必须是花体。 我想象不出卡夫卡和马尔克

斯的颜色，对他们没有清晰的色感，他们让我觉

得是灰扑扑的、 滞重的……关于安徒生这样的

童话作家，是不能用暖调子的纸来印作品的，他

的想象力当然是几乎无色的明澈， 但却是那种

冰沁沁的明澈。 成年以后重读安徒生，觉得他的

心里其实没有温暖。 托尔斯泰晚年恍然明白：安

徒生实在是个孤独的人！ 与其说他是在给孩子

们写童话，不如说是在对自己施虐，因为发生在

孩童世界里的罪恶， 比发生在成人世界里的罪

恶更让人惊悚。像王尔德的《快乐王子》和安徒

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这样的作品，你会以为

那仅是一篇童话，或者说竟是一篇童话吗？丹麦

和安徒生都让我感到一种 “伤感的可怕” ，但

“伤感的可怕” 是一种什么颜色呢？ 我想象不

到。

关于文学的色彩， 我听过另一种角度的传

闻。 据说大仲马用粉红的纸写剧本，用淡黄的纸

写小说而用浅蓝纸写论文。 这让我吃惊，难道我

看见的蓝黑色的《基督山伯爵》也是用淡黄的纸

写的吗？ 所以我后来想，我的建议行不通，道理

很简单，如果文学真能产生色彩，那么每个作家

试图渲染的色彩和每个读者看到的色彩都是不

同的。 但我的建议如果施行起来，编书的人不就

可以出版不同颜色的版本，以显示其独到的眼光

吗？ 比如我出一本黑纸白字的《野草》，只取其

肃杀之气；另一个人出一本红纸白字的《野草》，

专为显示其语言的肆虐和精神的癫狂；再一个人

出一本红纸大黑字版本，让字字都触目惊心……

但这样一来，出版社保证关门大吉，读者又有谁

有这许多的闲钱呢？而且的确想象不出颜色的改

变到底能给原著增加多少别样的意味。 回到现

实， 觉得还是一切照旧的好， 不是又有人说，

“黑” 是一切颜色的总和，而“白” 是一切颜色的

极度和抽象吗？ 或者说，正是这样的白纸黑字让

人产生了不同的色感， 真是具体成了一种颜色，

不是又冲突了更精细的辨识吗？ 因为也许，每一

个章节又都具有自己的颜色呢？ 每一句话呢？ 每

一个字……？

文学里听得出音乐来，其实，乐器的音色何

尝不是可视的色彩呢？ 至少，萨克斯的音色是一

种深褐色的粉末，这一点在我的直觉里是确凿无

疑的。

·

本土优秀诗词作品选

黄昏

日夕生潮水，时闻拍岸音。

滩头人寂寂，坐看海烟沉。

庞仕蓉（云岩）

辋川二题

初日升榆树，玄蝉饮露鸣。

牵牛十数朵，怯怯挂窗铃。

院静西山远，茶余永日长。

好风吹面目，解落半席凉。

李鳄泪（南明）

心愿

大隐既不乐，悠然归敝庐。

庭边三棵树，壁上五车书。

每有幽花至，时随风月徐。

前村逢野老，相问在园蔬。

何伟（清镇）

巴山

客旅嘉陵近，朝昏闻大川。

气蒸终古地，蝉噪未开天。

彼自怀幽意，谁堪识响泉。

南柯生既得，一梦且酣然。

张兴（清镇）

山寺行记

雨洗山前翠，驰车云树嘉。

佛儒知俊品，宾主会香茶。

拊手惊形色，舒颜证果花。

世间尘虑冗，良夜别僧家。

李玉真（清镇）

山里人家

瓦罐煮清茶，窗前种野花。

翻书听鸟语，举手摘墙瓜。

晚卧一床月，晨披万缕霞。

携壶盛老酒，醉倒看云斜。

龙振祥（息烽）

日暮

日暮苍山远，篱栏悦凤笙。

月升千树静，风起百舟轻。

有梦孤帘动，多情一笔耕。

伏天何所惧，诗酒伴人生。

钟显武（观山湖）

折耳根

山阴落断芽，入地亦为家。

厚土生新叶，繁根惜晚霞。

寒凉由本性，涩苦借芳华。

九节莲花下，丹方未有涯。

祁大海（观山湖）

荷塘月色

冥冥潜入夜，素魄落银塘。

玉影移沉璧，轻纱罩粉妆。

香输花叶露，水染桂娥霜。

友月清茶饮，邀凉共酌觞。

金学久（观山湖）

登高

崖矗入云端，风光自不凡。

众生成细蚁，万物化苍烟。

霞落孤身后，江流大野前。

莫言天上好，高处不禁寒。

萧潇（南明）

夏夜

日落黄昏后，余霞尚满天。

莲池浮粉朵，弦月隐青峦。

堤堰岚烟绕，廊桥翠影牵。

窗含花卉景，水畔鹭鸶翩。

张世贤（南明）

立秋

才炙三伏苦，即来玉簟秋。

露凉风戏草，波净岸泊舟。

满岭杂黄绿，千山瘦碧幽。

叶红勾翠鸟，霞落染归牛。

袁久森（云岩）

仲夏夜听雨

落拓平生未有涯，经年不敢望归家。

潇潇雨滴谁堪问，依旧窗前木槿花。

梦少时同窗

尝忆东风柳色新，漫传清语醉芳春。

可怜几度花开谢，梦到深时是故人。

李华（清镇）

题花苞

待字闺中不胜羞，青丝寸寸结成愁。

从来未展娇颜色，只待春风揭盖头。

说老

无本浮萍只白忙，千秋荡尽也如常。

经年汝镜今晨瘦，隔夜胡须一寸长。

眠浅原由来梦久，身轻不复少时狂。

江湖老去英雄志，聊以他乡作故乡。

李章荣（清镇）

米市巷夜谭

痴人偶作散人闲，野话香茗醉小园。

漫道芳菲春已尽，清风米巷月中天。

复兴巷有忆

石板青苔小院墙，旧居何处索流光。

几家生计昏灯早，一路晨炊窄巷长。

邻里春秋晴雨雪，眉间烟火李王张。

少年不解人间味，独爱鸡鸣哨子香。

朱思锜（云岩）

锦雨逍遥

八方地宇逢甘霈，十里河堤枕暗潮。

水渌千丛君子竹，云湿两岸美人蕉。

细滴烟柳婆娑影，丰浸芝兰秀婉苗。

泽润九州施宝露，漱涤万类喜渔樵。

戎承谦（修文）

烟村即景

倦抛古帖沐新阳，十里烟村草木苍。

一径清幽香阵阵，九霄空旷燕双双。

玉梅吐蕊芳千树，嫩柳发春翠满塘。

放眼云山皆美景，碧溪流野绕农庄。

雷维琼（南明）

野花

百卉千姿秀，怡然淡淡妆。

摘来堪入画，几朵缀新窗。

西江月·黔灵山夜

栏外华灯倒影，潭边小路生风。 三三两

两语融融，犹把乡心撩动。

也是半轮浮月，相邀捕捉鸣虫。 隔山隔

水望长空，一笑游园惊梦。

陈全德（云岩）

梦江南·南明儿女之周渔璜

君早慧，弱冠世间闻。诗领黔中能称帅，

文惊翰苑是为尊。 胸扫一微尘。

梦江南·南明儿女之谢孝思

姑苏梦，梦入五千年。蘸得贵州苗岭水，

描成吴地百花园。 名在史书间。

杨炯蠡（云岩）

副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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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颜色

■戴冰

消暑坐阴凉

■任崇喜

矮墙纪事

■罗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