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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话

山间碧桃
慈恩寺东侧园林， 一处阜丘上有碧桃

六株。
春日正盛，它在紫荆与樱花的包围中，

红润灼灼。
俗语中言心上人“如花”。如的是哪一

种花呢？ 玉兰亭立，梅红梨白；桂花仙树，
木槿无穷？ 《周南》有句“桃之夭夭”，桃
花之“夭夭”，绚丽且令人舒悦。

我愿你是碧桃。有山间的清媚与稚秀。

德的小诗
我不愿意你是碧桃。
碧桃重瓣，时时艳丽。 杏花含蕾微红，

初绽而白。
我愿你是杏花。清愁携淡喜。采果之时

忆赏花。
“少年看见玫瑰花，原野里的小玫瑰；

那么鲜艳，那么美丽。 少年急忙跑上去，看
着玫瑰心欢喜。 ”

少年在暮色里。

薄暮
春末夏初，暮色清透。
滨海的傍晚六时，关中的日落七时。众

星微茫高邈，花香隐藏。
西方的暮色， 通消息于拂晓之时的海

面。 我停在蔷薇花丛的边上， 仰望水色的
天际。

天际。 天际不可久望。 不可悲心苦面。
不可折枝。 不可妄自相思。 不可顾影自怜。
不可暗吟小曲。 不可若有所思。 不可绕行
落花。

暮色低垂。像一个人的某一日，杳无音
讯。

海棠之期
海棠迎风，如春醉。
她喝酒。 “浅饮一杯，再一杯”。 春醉

又晚睡。
她走路像……坦克……牵着猫咪，和

老虎。 柔软的样子，像薄绸的裙摆。 裙摆上
织画着晓天明霞之下玫瑰花园的海。

她娇弱，无力。 演一部法国惊险影片，

兼做舞美；老虎有爱好，爱用
炸弹洒香水。

我在晋时的西府。 海棠之
色，胭脂点白莲。 且香且艳。

棠开之势，平展如海。

裁宣为册
有木尺，也有剪刀。
但她用心裁。一边说话。入夜抄经。从

《佛教念诵集》开始。 也许有默诵。
香赞。 净心真言与陀罗尼， 短篇的经

文。佛陀与菩萨。夜色融为灯下的水墨。宋
代的纸张，元朝的墨，明代册页里的人。

“不。 ”兰花簪发，断发似双鲤。 远方
有信，珍藏于宣纸的夹层。

她有慢的速度，写快的毛笔字。
画一个眉眼羞怯的女孩子。吃西瓜，说

粗话。

弦月
弦月识得西瓜。 潮汐牵动小风。
我在一本书的空白，记录瞬间的梦境。

吹过窗的绒毛。 去年的菩提树叶。 檐下等
雨收。和你一起在河边。渡轮过海。大学的
小宾馆。 沙滩上画一个圆。 梅花遍植的隋
代寺院。

圆的事物，是方的糖。 弦月之辉，如蜜
的卜辞。 预示明日的雨水充盈。

明月来临之前，忘记所有梦境，是如古
代沙漏之迅疾。 月色清浅，花萎入地，箭入
丛林。

“转告吃冰的人，我有河蚌的心。 ”

桐花与琴音
园中的新叶，去年也是这样吗？
我查阅“翠”字的组成，从羽，从卒。

卒是极致。 看得见新叶的鲜与嫩。 又说有
鸟如此， 筑巢海上， 孵卵之时能令波平浪
定。 可它是一只小小的翠鸟。

它秘密的发声方式， 和琴木有一样的
结构。 桐树的花吸纳自然的声音。

琴音与桐花。 新绿与翠鸟。 宇宙之间，
“魂有所牵，梦有所萦”。

我采松针。 针针在心。

听朋友讲， 如今我们家
乡农村的孩子， 长到十几岁
都没见过毛驴。

农村的孩子没见过毛
驴，乍一听有些新鲜，细想并

不意外。毛驴作为农村常用的生产工具，已
经退出生产领域好多年了， 只不过今天的
人都活得匆忙，没太注意到这个变化罢了。

农村不见了毛驴， 我为毛驴们松了口
气。在我的记忆中，毛驴从来就是承载苦难
的活物，又由于天性温顺，成为人人皆可欺
之虐之的对象。友人沈世杰《咏驴》诗中对
毛驴寄予了深刻的同情：“驯良妇孺皆跨
骑，耐苦腰肩屡溃穿。 ”前一句很明白，后
一句城里人可能不太懂。毛驴长期负重，背
部血液循环受阻，鞍鞯、背篼等物的摩擦很
容易造成软组织挫伤。伤口愈合后，疮面上
长出稀疏的白毛。 农村人把这叫做“驴疮
花”。 在农村，凡是成年驴，背上几乎都有
驴疮花。 一头毛驴从能够负重行走直至老
死，就是驴疮花反复挫伤和愈合的过程。

牲口是农民的生产伙伴， 一般人都以
为农民会很爱惜它们。其实不然。人对牲畜
的爱惜是有明确边界的。 这个边界由施爱
者所处的时间、地点和心情所决定。比如春
节时， 有些农民会用好草好料甚至馒头等
物犒劳牛马驴骡等家畜，以答谢这些“哑

巴朋友”一年来给自己的帮助。 但这种情
况极少，更多的情况下，在需要这些“哑巴
朋友”出死力的时候，爱心顿灭，主人毫不
克制手里的鞭子。

多少个世纪以来， 秋翻和春耕是在皮
鞭的伴奏中完成的。 把坚硬的田野一寸一
寸地翻耕一遍，耕牛会累得骨骼毕现。碾场
打麦则多是毛驴的事情。 拖着石碌碡转上
一天，毛驴们体力明显不支，汗光闪闪的身
躯摇摇摆摆，步履也慢了下来。主人一鞭子
抽上去，随着毛驴皮肤痛苦的痉挛，它们会
立即快走几步，但很快又会慢下来，随即又
是一鞭子……

麦子终于碾好了， 卸下了绳套的毛驴
们虚弱得头都抬不起来。 它们嗅闻着麦场
边上的虚土，哆嗦着柔软的嘴唇，开始小口
吞食。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牲口吃土，是因
为流汗太多，带走大量盐分，肌体发软，吃
土是为了补充点盐分。这是一种本能。然而
有着几千年家畜饲养经验的农民， 竟然没
发现其中的道理， 竟不知道只消往饲料里
撒一点点咸盐就可以解决问题； 或者早已
发现却满不在乎，就因为它们仅仅是工具，
没有被当做生命。

我为毛驴退出生产领域欢呼， 它们的
罪该受到头了。但作为一个物种，我不希望
它们灭绝， 我希望它们从此只出现在公园

里，轻松地拉着装饰漂亮的小马车，供小朋
友消遣。

几年前有一天， 我带着 4 岁的外孙女
去西宁市野生动物园。 远远地看到动物园
门口停着一辆双排座汽车， 车厢里载着两
头小毛驴。 旁边围着一堆人。 凭经验，我一
眼看出这是两头刚刚成年的毛驴， 头颅的
轮廓还带点童稚气，毛色灰褐，眼圈和嘴巴
却是白色，样子很可爱。看来野生动物园想
适当增加一点家畜，以丰富花色品种，也好
也好。

待我凑近人堆扫视一眼，愣住了，有人
在此屠驴卖肉。在那两头毛驴脚下，一张新
鲜湿润的、血丝密布的驴皮上，堆放着大块
驴肉，顾客们指指点点挑肥拣瘦，卖肉者的
刀子比来划去。

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用手掌遮住孩子
的眼睛，带着她迅速离开。 但已经晚了，在
公园入口处，孩子推开我的手掌，哭着说：
“爷爷，那些叔叔为什么那么坏？ ”

这个发问既简单，又尖锐，叫人难以回
答。 “坏”与“好”的标准是人类单方面确
定的，不是人类与其他物种协商确定的。但
是，刀锋割开喉管造成的疼痛，人与动物的
感觉肯定一样，这一点人类很清楚，但从来
不去面对这个问题， 所以心肠变得日益冷
硬。

我想起小时候在农村， 人们宰杀大家
畜时，也从来不在乎孩子们的围观。幼小的
心灵被血腥的场面一次次冲击， 逐渐结出
茧子。 难怪西方人不理解中国儿童为何喜
欢虐待小动物， 孩子们的行为中其实包含
着祖先们的心理基因。

但人毕竟是人，在冷硬的外壳底下，仍
然存在着温软的东西， 否则人间早就没有
美好了。冷硬和温软同时存在，但也有随时
转换的可能。

比如， 宰驴卖肉的人如果念及自己的
行为会给儿童心理造成伤害， 自觉避开公
园门口，这很容易做到；或者想起自己的祖
先们就是靠毛驴的帮助才存活下来， 一念
之间决意放过毛驴，另找赚钱的门路，这样
他就点燃了心中的一盏灯。 从此，说到“感
恩”这个词汇，他会有更深一层的理解。 还
有那些等着买驴肉尝鲜的顾客们， 如果想
到自己的祖先们没吃驴肉也照样生儿育
女，自己不去领略“天上的龙肉地上的驴
肉”，照样可以活得很健康；即使吃到了天
上的龙肉，味道也不一定怎么样，反而会使
自己陷于无法餍足的追求之中。

如果想到这一点， 他们也点燃了心中
的一盏灯。 这盏灯进而会点亮孩子们心中
的灯。

一
阿尔顿曲克， 是柴达木

盆地中南部的一个草原。
如果不是那些年少的梦

想， 在时光的涤荡中似乎显
得破旧不堪， 我不会再想起

这个消失多年的名字。
假如有一面镜子能照进梦想， 我

或许能看清阿尔顿曲克草原千年不朽
的胡杨,以及那些哈萨克牧民迁徙的背
影。 可是在繁华的都市， 最初的梦想
已经成为梦中策马扬鞭的惆怅,如今忆
起的只是惆怅之余的一丝欣慰， 一种
对最初单纯和执著的释怀。

前不久， 年幼的表妹从遥远的北
方打来电话问我： “哥哥， 你的梦想
是什么？” 那一刻站在南方繁花似锦的
季节里， 妹妹的话语如同空气一般潮
湿。 我努力给年幼的心灵一个满意的
回答， 可是最初的梦想， 已经被肤浅
的舒适与繁荣遮蔽， 面对孩子的好奇，
我找不到任何合适的口吻去诉说梦想。

那年， 头枕着那仁郭勒河抚摸青
藏高原突起的脊背， 我梦想有一天能
从阿尔顿曲克出发， 沿着昆仑山脉绵
延的痕迹穿越可可西里， 走到西藏那
曲草原的尽头。 再继续向北， 细数着
塔克拉玛干的流沙找到那拉提草原，
在那里寻找哈萨克牧民从阿尔顿曲克
迁徙远走的记忆。

我想， 如果不是时间从眉宇间走
得太快， 妹妹也许能想起那个梦想。
对于她， 以及我， 草原的生活只是影
子。 在现实的阳光里， 时而清晰 ，
时而模糊 。 就想起妹妹所说 ： 在我
的记忆中， 草原上有河流 ， 有洁白
的蒙古包， 有你和我骑马在雨中追逐
羊群的影子， 只是我已经想不起草原
在哪里……

我们， 已经将记忆和梦想沦陷在
透不见阳光的楼宇缝隙里， 习惯了城
市的味道。 以至于在祖国的南端和北
岸， 同时忘却了梦想， 忘却了熟悉而

又陌生的阿尔顿曲克草原， 只有在寒
流袭击时， 才会贪婪地想起草原的温
暖。

二
阿依努尔， 一位如天鹅一般从遥

远的那拉提草原飞来， 暂栖在江南温
润里的哈萨克族姑娘， 2010 年一次偶
然的机会与她在南昌结缘。

或许因为梦想的种子在江南遇见
那拉提草原的雨露， 让我在有限的时
光里， 穿越时空在那拉提落脚， 一点
点触及哈萨克民族的心脏。 在相遇的
日子里， 我总是以一种好奇的口吻，
向阿依努尔询问各种哈萨克牧民的故
事。 我不得不承认， 她是我第一个相
识的哈萨克朋友。 她告诉我哈萨克意
为“勇敢的自由人”， 那拉提草原因成
吉思汗西征的一支军队途经而得名，
意为“有太阳的地方”。

可是对于那些尘封在阿尔顿曲克
的记忆， 如同一座沉重的堡垒， 依旧
占据着远方的心脏。 记得巴特尔老人
曾经讲述过一件事， 上世纪 40 年代
初， 哈萨克人从遥远的新疆来到阿尔
顿曲克草原， 并定居于此。 1953 年，
政府为了安置流散的哈萨克民族便成
立“阿尔顿曲克哈萨克自治区”。

对于历史， 我不敢追踪太多的脉
络。 只是从阿依努尔眼眸里的 “有太
阳的地方”， 再到丽江纳西民族口中流
传的“阿营肠”， 我并未看到一个民族
的血液， 像一条舒缓小溪流经我的心
脏， 更多的只是铁骑遗留的蹄印， 在
历史的光线里翻滚成泥， 模糊了寻找
自我姓氏源头的视线。

后来我背着很多人的目光， 离开
了除了蔚蓝还有史诗一般蓝天的阿尔
顿曲克。 在烟雨江南将梦想暂时隐秘，
从最纯洁的地方出发， 一点点习惯霓
虹的颜色， 习惯车流浓烟的味道， 慢
慢地寻找城市的生活节奏。 对于阿尔
顿曲克， 有些人走了就不会再回来。

点亮你心中的那盏灯（一）
王文泸

碧桃信笺

阿尔顿曲克，我的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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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春鹏

周公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