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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看电视节目《一槌定音》，这是个模
拟文物拍卖的节目。 我有时间爱看这个节目，
一是长一点文物鉴赏知识， 二是看到民间百
姓也有许多好玩的文玩，开心有趣。 今天这场
节目中，一个姑娘拿了一个黄花梨笔筒，据说
上面有清代名士方某亲自雕刻的竹枝图，要
价三十万元，参与竞拍的投资人，对这个价位
也认可。 小小黄花梨木的笔筒，居然要价三十
万元，足见日下的文玩收藏风气之盛。

盛世喜收藏。 这话不假。 兵荒马乱时，什
么传世字画珍稀古玩， 不如一块金条一块银
元方便踏实，往怀里一揣，撒腿就走路，走到
哪里，能换口吃的，租间小屋安身。 古玩字画
其实就是富人的游戏，说是有文化，说是藏国
宝，都是往精神上提拔高度，归根到底，是手
上有闲钱，钱还不少，“钱多了烧得心痒”。 有
房有车有工厂，挣下了一堆票子，投股票怕熊
市了， 投房地产房子多得只等税务局收房产
税了。 于是古玩文物市场火，一个半尺高的笔
筒，去年花了三万元买的，今年就叫价三十万
元，几位文物专家一起忽悠，成了！ 这比盖工
厂开商店快多了。 富人玩的游戏往往让穷人
动心，于是制假业兴盛起来，以满足全民收藏
的新高潮。 笔筒算是文房用品， 笔墨纸砚之
余。 笔、墨、纸、砚，都有名品，如宣纸、徽墨、湖

笔、 端砚。 笔筒好像没有这样的出身标记，因
此，能算得上文玩的笔筒，一是质地好，如黄花
梨木所制，二是用家有名，如宫廷造办，如名士
所用。这样的东西存量极少，是小众所玩，其价
格炒起来容易，掉下来也容易，造假容易，被人
识破更容易。 这是另话。

现在有谁还用笔筒？ 现在用笔的都不多，
笔筒有何用？

我算是还用过笔筒的人，只是笔筒在我的
经历中，已经变味了。

我最早用的不是笔筒，是文具盒。 笔筒是
摆在桌上的物件， 文具盒是可以随身携带的
用具。 小小儿郎背起书包上学堂，这是一个活
动的场景和流动的形态。 现在的读书郎还用
文具盒，因为现在读书以及读书后的形态，仍
然是流动的，比方说叫“北漂”。 我有了第一张
桌子， 是我从插队的农村招到了部队的军马
场。 我那时在延安的李家渠插队当农民，离开
农村有三条路，头一条是当兵，我们村里的知
识青年，最早离开农村的就是“当兵”走的，这
些孩子的父母都在部队当官，“上阵父子兵”，
自古这个道理。 第二条是上大学，“文革”中上
大学不考试，只考查父母的资格。 第三条是招
工。 我在“文革”中够不上前两条，只有等招
工。 在生产队的“驻队干部”有天兴奋地告诉

我：“这一批是总后勤部招工，我们推荐你！ ”
总后勤部是多大的单位啊，能不去吗？ 后来，
一直等到招工领人的单位， 把我们塞进一辆
辆卡车， 我才知道这个招工的单位全称是：
“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丹军马场局富县延安军
马场”，距离插队的地方不算远，从延安向南
到富县， 然后向西钻进一条更深的大山沟再
跑六十里。 这里原来叫“任家台林场”，把我们
招进来后换成了“军马场”的牌子。 我在军马
场的甘沟二连劳动三个月，伐木盖房，开荒放
马。 机缘巧合， 被场部供应科的周科长看上
了，调到场部供应科当仓库保管员。 当时我的
成就感和幸福指数高极了， 在几百个新招马
场农工中，我是五个提拔到场部的工人之一，
不用下地干活了， 有办公室了， 有一张桌子
了，桌面上还有一个笔筒。

虽然每月只有 27 元工资，但属于“以工代
干”，享受干部待遇，标志就是找我的人不叫我
的名字，叫“叶保管”了！ 后来我才明白，我和另
两名知识青年有机会调到供应科，是场部对原
林场的人员不放心，因为他们在当地亲朋好友
太多。所以，我到岗后，所有重要的物资：全场人
员的服装以及几十辆汽车拖拉机的零配件，全
都由我管理。 仓库里的服装是部队换下来的，
有新有旧，几十辆汽车大多数也是从一线部队

淘汰的，破旧老车，于是，几个仓库保管员也就
数我最忙。 军马场是个讲规矩的地方，比方说，
如果电话响过五声还没有人接，那么，可以上告
到场首长处，全场警告！ 再比方说，牧马工爱喝
酒打老婆，于是规定，打一次罚款五元，于是马
场流行语：“看老子发了工资再收拾你！”下面连
队的人还有司机来找我办事，总先要递一支烟，
不接不行，不接表示“你的事不能办”，接了对方
就放心了。 接下一支又一支烟， 摆在桌上不好
看，于是便丢进笔筒里，笔筒装烟是个好物件，
又方便又不显眼。到了临下班的时间，我把一笔
筒的香烟倒出来，孝敬老会计，分给其他两个保
管员，笑脸相迎，其乐融融。

在十七年以后，我戒了烟。
这也许是我个人的经历，然而这也许是个

象征，笔筒在我的人生中改变了它的用场。 虽
然以后在我的桌子上还有笔筒，但只是个装杂
物的用具，不再有文气了。 我如实向你报告我
桌上这个笔筒里的东西： 园珠笔、 签字笔、铅
笔、水彩笔、直尺、剪刀……一看就是码字工匠
的用具。

另有一个朋友送我的黄杨木雕笔筒， 因
为雕工精美， 好像从来也不曾装过笔， 算不
算文玩， 我不知道， 只好放在书架上， 好像
是个文化人……

文玩笔筒
◆ 叶延滨

刘畅的诗
展厅

年轻如同刚开始的句子
增加动词、形容词，
画下苹果、橘子
中年运用减法，
树叶越落越少
词语精简，
她写得越来越好
直至最后，剩下骨头
一只爪子将血肉剔除
不腐不化在博物馆里
举办巡回展

治疗

用爱情掩埋爱情
让绝症之人拒绝安乐死
当镜中人更换手术刀，
说这不仁道，
可以不治而亡，
或者无爱而欢
用一个夜晚审判另一个夜晚
用词语使用旧嘴唇
审判者和被审者还在黑暗里
嘘，别管他们
让我们坐着，等天明

我曾见过一片红色山脉

我曾见过一片红色山脉
没有鸟儿栖息
没有液体流淌
山坳 神秘又狰狞
游客如同乌鸦
有人走进山中不见踪影
有人手中攥着一块石头
沙石上浮现苍白烟雾
无声无息空旷回响
即便如此 一道阴凉
不可思议的
哦 支撑在炎热后面
一点绿
浮现在干涸河道旁
一个出口
万物于返回处重新开始

每天上班, 有事没事我都要往领导的办公室
跑上几趟。 有事办事，没事的情况下，就给他献献
殷勤，揣摩他的心思，探知他的喜好，当然了，这都
是我有意而为之，其目的不言而喻。因为心思放在
了这种事上，我心爱的书法艺术就丝毫没有长进，
几支狼毫简直成了一种附庸风雅的摆设。

其中有一件事是我每天必做的， 那就是侍弄
领导办公室里的两盆叫满天星的花，给它浇水，剪
摘败叶，就像照料自己的孩子一样尽心。因为领导
非常喜欢这两盆花。而这两盆花是我最先发现，并
把它们举荐给了领导。

那是四年前的一个春天，领导带我们去野游，
来到了大山深处， 我老远看见在一片绿茵茵的草
坪上闪耀着一块夺目的金黄，走近一看，原来是一
种花，花的形状酷似一把打开的伞，伞盖是由几十
朵铜钱一般大的小花朵连缀而成的大花朵， 层叠
有致的半圆形花瓣浮动着金子的光泽， 花蕊是鲜
艳的大红色，像一团火在那里熊熊燃烧。它们一丛
连着一丛，开满了好大一块地方，散发着缕缕不绝
的芳香。它们营造出的那种高贵、美丽和热烈的氛
围让我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审美体验。 我赶紧跑过
去请领导观赏。领导一见，就禁不住叹为观止，说：
“这可真是深山窝窝里藏凤凰啊，你知道这花的名
字叫什么？”我说我孤陋寡闻，不知道它的芳名，还
请领导赐教。 领导说：“说实话，我也不知道。 ”我

说：“那就请领导命名吧。 ”领导想了一下说：“那就
叫它满天星吧。 ”很显然，领导套用了一种花的名
字，但他对这个名字颇为得意。我当然不能揭穿事
实，还奉承说这名字太好了，富有诗意，意境深远，
领导真是一语中的。我最后向领导献言，要是把这
种花移植几株回去，作为盆景放在办公室里，那可
真是锦上添花呀。 领导说：“正合我意。 ”我太高兴
了，作为下属，这句话对我何其重要，使我感到了
一种成就感，似乎看到了我的美好前程。

就这样, 从草坪上挖了两株所谓的满天星,小
心翼翼地带了回去。 领导又叫我买了两个价格不
菲的漂亮花盆，两株花就栽到了花盆里。 自此，它
们就在这间富丽堂皇的办公室里安家落户了，看
着领导对它们百般珍爱，我就对两盆花羡慕不已。
随后，为了讨得领导的欢心，我大胆建议把满天星
这个名字改一改。我给领导陈述了我的理由：满天
星这个名字固然好， 但它们从野外来到这里成了
领导的心爱之物，那它们存在的意义就不一样了，
在它们身上， 领导肯定赋予了自己的一种思想和
感情；满天星虽然美丽，可它们毕竟太过于遥远，
可望而不可及，作为以追求利益为目的的企业，这
个名字显然不符合我们的愿望，因此，我觉得叫它
满地金更合适，更贴切，寓意深远，具有现实意义。
你看它， 活脱脱就是用偌多的金币聚起来的一堆
金子啊,它就是我们的吉祥物，是财源滚滚的好兆

头……领导听后喜形于色，对我大加赞赏，然后就
采纳了我的建议。

但是，满地金在花盆里开了两天就开始枯萎、
凋谢，最后落地成泥。 更为扫兴的是，在我的精心
呵护下，到第二年它居然没有开花！一个花苞都没
有，仅仅是活着而已，没有一点精气神。 对领导的
宠爱和我的殷勤伺候， 它总报以一种宠辱不惊的
态度。我就对它的不识抬举感到痛惜和不解。直到
第三年、第四年，它们始终没有打花苞。我发觉，它
们不但宠辱不惊， 而且对施宠是排斥的。 它们的
固执、 倔强、 孤傲、 迂腐和抵制行为使我无可奈
何， 百思不得其解。 看来， 我应该重新认识它们
的生存观念了。

今年春天， 我特意到两盆花的故地去重游。
呈现在眼前的景象使我讶然。 我怎么也没有想
到， 在这短短的三四年里， 那些花繁衍扩展得如
此迅速， 那广阔的山谷， 连着偌大一面山坡， 都
成了它们绽放的天地， 灿如霞蔚， 波澜壮阔。 在
蓝天白云下， 在丽日和风中， 它们生机勃勃， 恣
意绽放着生命的美丽和自由， 心无旁骛， 别无它
求。

“草木有本心， 何求美人折”， 这时， 我突然
想起了这两句诗， 这是我曾经多少遍在宣纸上书
写过， 却又久已忘却的两句诗啊！ 在这些自由、
高贵的花容面前， 我显得多么媚俗， 甚至污浊！

有一次学校放电影《霍比特人》。 在这个交织
着离奇、血腥、残暴、幻想、夸张、丑恶的故事中，最
怡人的画面， 是跟小动物们一起住在森林中的霍
比特人冒着被巨人发现的危险给小动物疗伤，又
在梅花鹿的帮助下乘雪橇逃走的一幕。

那里森林覆盖着大地， 人与动物互爱互助，
绿色的植被， 在初阳照耀下， 浅绿中会泛出一层
金光……我当时觉得， 好像在什么地方真见过这
样的绿， 以及这样的树林的顶端的浅绿上泛着金
光的景象……

我后来想起来，是在宾州的山林。
有一年， 我在马里兰回美国中部时开车经过

宾州的山林。那一条连接 70 号州际公路的 270 号
公路， 把人从马里兰喧闹的卫星郊区住宅引向了
宾州一望无际的崇山峻岭。

从熙攘而沉闷的东岸的教室， 一下子来到这
样绿着的森林，那种舒畅从心底里蔓延开来。

那里的森林，在州际公路两旁，展示着深重的
绿色，一层又一层的，如大海厚重的浪花，在驶过
的车窗两翼翻滚。而在这浓重的绿色的顶上，有时
会覆盖着一层嫩绿，在和煦的阳光下，泛出一阵又
一阵丝绒般的金光。 这种绿意，不知怎的，让我在
人声喧哗， 车水马龙的马里兰卫星城里一直萦绕
于脑际间的头疼，突然消失殆尽，尽管车窗紧闭。

仅仅是这样的叠嶂层峦，已经使人忘忧了。
这样的丝绒般的浅绿中泛出的、在一路的飞

驰中不时闪耀着的光，让我在离开了宾州的山林
之后，也久久难以忘怀，以致于在《霍比特人》的
电影的开头，那种住着各种小动物的森林中所出
现的泛着金光的浅绿，把我又带回宾州的崇山峻
岭。

就在这样上坡又下坡的路上行驶过一段之
后，70 号公路上出现了木马和提醒前面有修路工
程的字牌，在路标的指引下，我开进了另一条路，
以绕开修整的路段， 最后再回到来时的 70 号公
路。 可是，这一条岔道又有很多分岔，在目不暇接
的路牌的指引下，不久，我就绕到狭窄而不知名的
路上去了。这时夕阳已经沉到墨绿的树影的后面，
而我的车却还在窄路上迟疑。

幸好，路的左边是排列着的一间一间的民居，
是那种我也想拥有一间的森林中的独立的小木
屋。有一间木屋前有一位男士在一辆汽车旁忙着，
隔壁一间屋前一位胖姨在跟一个小姑娘说什么。
我把车停在那辆车旁边，问那位男士，去 70 号公
路怎么走？ 他就说了一大堆， 到最后我都弄迷糊
了。 这时，胖姨的声音在我旁边响起了，原来她已
经不知什么时候走到我身边，“这是我的太太”，那
位男士说。 “我带她吧！ ”胖姨对她先生说，然后交

代了一下，就进了刚才她先生还忙活着的那辆车。
她把车倒出来， 然后开到我的车前边不远处

停下。 那车好像就在说：“等你呢。 ”于是我赶快钻
进我的车，打着火，踩住刹车，搬动油门，松开刹
车，转动方向盘，把车开往她后面，然后，她的车又
缓缓驶动了。

我跟在她后面，七拐八弯，不知经过了多少农
舍和小路的交叉口，有时，有车拐进我和她之间的
空间。 一段时间后，当我前头的车消失后，我看见
她的车在我前面保持着距离，不离不弃。 就这样，
她把我带上了一条高速公路。这时已是夜色初见。
突然，我看见她的车左边的车窗中伸出了她的手，
向着旁边的一个出口的一个方向挥着。 我马上打
着了那个方向的边灯，刹时，她的车已过了那个出
口，而我却转进那个出口，顺利地进入了 70 号公
路，我们就此分手了。

夜色，终于和重现墨绿的层林重逢。我的车已
经完全浸没在清凉的黑夜中，但是我却不再惊慌，
反而对这荒野有着一种留恋。这样的迷路，虽然耽
误了我的时间，引起我的不快，却也让人体验到人
类互助的情谊……

车窗外晚风习习 ， 清凉怡人 。 70 号公路 ，
那条将带我回家的路， 一望无际， 此刻， 又圆又
大的月亮， 金黄色的， 悬挂在前方……

草木有本心 ◆ 祁之来

人在路上 ◆ 梁慧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