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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梦。物是人非。又
一梦，物是人非。我不是感
叹一个生活过十二年的小
镇、小城有多么令人惊异的
变化，而是真的在梦境中奔
忙。我不记得梦见过什么，
一个半梦半醒的世界随着
车的行走而颠簸漂移。我
对一个朋友说，我到了最初
工作的地方，从二十岁到二
十九岁，整整九年，我最好
的时光。朋友说，你现在的
时光最好。觉悟的时光是
最好的时光。我随口说，把
自己吓一大跳。我觉悟过
吗？我应该是个执迷不悟
的人。套用佛家的说法，

“悟”即非“悟”，故名“悟”。
沿街建筑大多拆掉重

建，保留下来的房屋也和重
建的一起，按照统一风格作
了墙面装饰，称为“文化打
造”。“打造”，原意大约与铁
匠和木匠有关，如今外延扩
展，已经可以游刃有余地描
述一个地方无中生有的变
迁。当然，词语本身必将随
事物漫长或者猝然的变化而变
化，成为人类进化的成果之一。
一所中学紧闭校门。还是当年
的学校，只是建筑早已翻新，名
字也随景区命名的变化几经变
迁。五年半。二十岁到二十六
岁。曾经以为是一段横亘在我
与未来之间的时光，就那么轻易
消失，像一瓢水泼洒在干燥的土
地上，不留一点痕迹。

从学校往北走八、九百米，
是我离开学校之后新的工作单
位。靠山而建的小木楼，已经有
上百年的历史。地势突兀，罡风
激越，传说横生。又三年。希望
与厌倦反复把玩还算年轻的时
光，留下一张枝桠杂乱、字迹潦
草的生命草图。老街坊过来握
住我的手。还是十三、四年前的
样子。还在当年那个门市经营
百货。六年前，我从这里经过，
猛然想起一句话，“在家乡的大
地上卑微的行走”，后来作了一
组文章的标题。如今想起，心有
所动，但是已经丢掉了当年所有
感觉，只留下混沌的空。那种看
似一直都在的信息，就像几百米
外那条河的静水深流，在一种无
限接近安宁的状态下消失于无
形。我从睡梦中惊醒，黑暗已经
降临，车灯纤细寂寞。酒醒，车
行于小镇六十公里之外。

晨风清冽，阳光明亮，一地
“白头”霜。俗语往往沉淀了一
时一地人们最好的智识，那些穿
透人生的信息一直伴随生长在
那方水土的人。正是一方水土
的信息，构成人们最初的体格与
性格，成为无法摆脱的内在特
质。阳光细细密密进入“白头”
霜，一地灿烂。白霜成露，依旧
晶亮。站在寒冷的地方看阳光
奔跑，与在阳光里昏昏欲睡相
比，是希望之于满足，各有味
道。可是我说不出那种味道意
味着什么，只有一种茫然的欣
喜、心疼的快乐。

我们终将远离。我们不遗
余力地奔波，试图从那种远离感
之中逃脱，可是做到了吗？车子
慢慢前行。偏远乡村狭窄曲折
的水泥路正带着乡村快速逼近
现代化。当现实与虚拟的距离
都不再成为现代化的障碍的时
候，乡村社会必将脱离贫穷、愚
昧、悲哀、血腥、肮脏、疲惫、衰
老、道德失范的沉沦语境，以充
满生机的方式重建。这当然是
一个艰辛的过程。但是，乡村显
然不需要温情脉脉却于事无补
的道义救济，不需要充满幻想却
虚情假意的田园牧歌，只需要公
平的权力与善意的力量。

我 们 与 迎 亲 车 队 狭 路 相
逢。逼仄的空间，花枝招展的喜
庆，枯黄的叶子，煦暖的阳光，惊
飞的白鸟，让人心浮动。一个将
红色女性内衣套在外衣上的小
伙子下车指挥车辆，一个穿红大
衣戴红头花的姑娘下车站到他
身边，应该就是新郎新娘了。小
伙子奇特的装扮或许就是迎亲
时亲朋好友们搞怪的设计。婚

礼原本有严格的程序，从
礼记中流传下来的“六礼
告成”古老严肃，基于宗
教 的 西 式 婚 礼 庄 严 神
圣。然而，当固有程序因
为移风易俗而瓦解，以荒
诞的搞怪娱人娱己似乎
成为某种时尚。这样的
快乐，不是因为欢喜，而
是因为荒诞。因为荒诞
而发自内心的笑，无疑是
安全、空灵的笑，笑就笑

了，乐就乐了。我们慢慢错开
车，我的想法与他们的喜庆背道
而驰。一条大路，阳光满满，明
亮得让人心醉。

我们常常来不及思考一件
事情的起因、过程和结局，没有
任何明显感受到的信息指引我
们走向哪里，该或者不该做某件
事情。阳光晃来晃去，各种影子
一闪而过，看不出有任何特定的
意义。发动机浅浅的轰鸣之外，
浸透阳光的风呼啸而来。颤
动。隐藏在大地深处或者丛林
远处的气息，悄然涌来，从懒散
的眼神、疲惫的血液、苍白的神
经进入内心，试图冲刷千万个阴
暗、朽坏、死气沉沉的角落，缓慢
却不容拒绝。现在我要去哪
里？在某个地方虚度时光的时
候，总是设想要去很多地方，那
些想象中的地方应该是什么样
子。现在突然不确定。

想要什么样的景致让内心
安宁？是半田菜花还是绮窗寒
梅？是一潭溪水还是裁柳春
风？是山山黄叶还是剪剪瓦
菲？是天蓝地白还是星垂月
涌？是夜静虫鸣还是晨露如
珠？我曾经多么奢侈地拥有这
些景致，但从未觉得拥有。那
么多奔走的人呢？交通工具高
速 运 行 ，并 不 缩 短 奔 走 的 距
离。我们离想象中一切应有事
物的距离一直在扩大，直到无
法传递任何信息。不会改变的
是，我们仍旧因为留恋而贪婪，
因为悲悯而软弱。大多数时
候，我们只想借助外在事物解
决内心问题，以为向内就是逃
避和放弃。我们总是徘徊于心
里心外那个“局”。

车过小县城。狭窄的街道
上挤满人和车，大家都在向自己
的目标缓慢移动。喇叭声毫无
忌惮，比浮在低空的尘土还喧
嚣。“霎时过往滔天，扑面打来
……”我没有想起往事，倒是想
起在一本杂志上读过的这句
话。我总觉得那是一句很矫情
的话。一个人真的可以被内心
涌出的往事击倒？我把头重重
地扔在靠枕上，试图找出某种疼
痛的感觉。我觉得应该酝酿一
种变化，一种前所未有的生长，
而不是空洞、虚怯和自恋。人头
涌动，很多熟悉的面孔一闪而
过，带着日渐衰老的痕迹。更多
的新鲜面孔、纷繁表情，像阳光
那样浮在低空，每张面孔都会有
自己坚决设定的去处。去处，人
真的是仅此而已。

我再次慢慢睡去。一个梦，
一件很模糊的事情。我知道我
醒着，随时都可以结束那个梦
境。可是，我又不忍如此，于是
放任那个梦继续发展。一件事
情，开始很仓促，过程很凌乱，结
局很惶恐。但我不知道是一件
什么事情。在路上，在缓慢行驶
的汽车里，在我患得患失的慌乱
中，我实实在在经历了一个没有
具体内容的事件。我在局中，也
在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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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浣花溪”题书：杨宗鸿

南方的春 赵建宇

正值春光满满，初到长沙
的母亲，没吃晚饭就睡了。我
在隔壁的书房，心愈发沉重，思
绪还停留在僻远孤独的老家。
几番纠结之后，我拨通了父亲
的电话。电话那头，父亲在看
电视，没有多话，只是简单问了
声母亲有没有晕车，并托我转
告她好好带好孙子，他会自己
照顾自己。是的，为了孩子有
个好的照顾，我周末驱车从长
沙回到老家，把母亲接了过来。

这个念头，妻子三年前就
有，那时孩子刚出生不久。我
一再推辞，因为，我看见母亲迅
速斑白的头发，受不住这般煎
熬。母亲是一个地道勤劳、善
良的农村妇女，自从外公外婆
过世之后，最亲最亲的，是她朝
夕相处的丈夫，是她日夜挂念
的儿女，还有那日日亲吻的泥
土。如果我把母亲硬生生从老
家拉到长沙，近了她与儿子孙
子的距离，却瞬间疏远了她和
丈夫，她和故乡泥土的距离。
我很理解母亲，一个文盲，加之
方言沟通不便，从农村到一个
叫做城市的异地来生活，是一
种煎熬。此外，从另一个角度
来考量，哥哥姐姐的四个孩子都是
母亲带到3岁多，甚至读完小学。我
真不想让母亲受这般苦累。

就算这么想，我还是决定把
母亲接了过来，因为给我带了三
年多孩子的岳母准备要给她第
二的女儿带崽。母亲也清楚这
一次推不掉了，也在提前做一些
准备——连续几天把父亲的衣
物整理清洗一遍，把玉米种了，
把红薯种了，把种西瓜的坑挖好
了，把父亲喜欢吃的零食准备好
了……很显然，母亲不是不想给
我带孩子，是放心不下父亲——
在老家时候，母亲反复给我说，
父亲只负责在外面干农活，一直
以来就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生
活方面不善于自我照顾，有时候
自己的衣服都找不到；还有，几
十年的相处，她知晓父亲有一些
毛病，如果她不在身边，一旦有
个毛病也没个照应。母亲这么
想，是情有可原的——登记在册
有百余人口的村落，现在留守的
不到 10 人，大多是老人和小
孩。年纪最长的是我祖父，今年
已经九十。听说我要把母亲接
到长沙去，祖父反复给我做工
作，要我把孩子放到老家给母亲
带，他还可以帮着照看，大可放
心。祖父此番言语，是舍不得儿
媳妇离开，因为作为儿媳妇，我

母亲对祖父是孝顺的，好吃都会留
给他一份。

我静静地看着，没有言语。看

着看着，看出了村落的孤独，特别是
春节热闹过后的巨大孤独。冒出新
绿的田野上，稀稀落落有几头耕牛，
田埂上，一老者戴着斗笠，坐在随身
携带的椅子上，身上挂着一个收音
机，音量开得很大，传出来的都是熟
悉的旋律，在山坳里回想。后来听
父亲说，那东西是个伴，是用来消除
孤独的，并托我下次从长沙回来的
时候也捎上一个。这样的场景，我
不敢多想。这个村落的孤独，似乎
只能由父辈们这一代守候。得知母
亲要去长沙，母亲的好邻居一个个
反反复复来找了她好几回，说着说
着几度落泪。因为母亲不在的时
候，平时有个什么委屈或者事，没个
去处，更重要的是，少了一个真心拉
家常的地方……

不论如何挽留和解说，我还是
拖着母亲和行李背向故乡，义无反
顾。当看着母亲早早地睡，父亲电话
言语不多，祖父没有出门送我，我深
深地感觉自己的不妥，甚至是不孝。
因为在他们最需要陪伴的时候，我却
将他们的陪伴，一锤击碎。突然，隔
壁房间睡觉的母亲咳嗽了一声，我的
心重重疼了一下。很多时候，我们这
一代，为了孩子，却委屈了父母。既
然暂时不能改变，那就尽量做好当
前——我当前能做的，就是多打电
话回孤独村落，争取将母亲，父亲这
最重要的陪伴，归还。

你是游子从故乡的耳
朵里听见的母亲的呼唤。
无论多远多远总能引发共
鸣，振动心弦。

你从故乡的泥土里喷
涌而出，带着母亲的体香，
父亲的臂力，潺潺缓缓，奔
向远方。

滴溅梦语之上，惊醒
了眼泪，又被眼泪催眠。
摊开满天星光，归家的路
越发迷惘。

流淌在游子的血液，滚
落在挣扎的脚印。你是另一
种母语，另一种乡音，另一种
根须。只需要几个词语，几
个音符，几声小名的呼唤就
能扣动扳机，击中心房。

还有一根细细的线，中间串着牵
挂，两头系着思念。一头苦一头咸，一
头泪流一头心酸，一头梦魇一头失眠，
一头盼望一头期待。

撑开一把伞，明知无望还在等待，明知
不可能还要远远地眺望，划出一道彩虹的
抛物线，笑成一抹含盐度极高的夕阳，然后
在黑夜的掩饰下，泪成一团，星光四溅。

你喜欢与那些擅唱民谣的歌手聊天。
你对爱尔兰的叶芝说，当我们老了，你就会
嵌入年迈的皱纹里流进故乡的水渠或者燃
烧在老家的炉堂；你对意大利的夸西莫多
说，你是故乡最重、最疼那个音符，每个游
子可以寻着那些音符找到回家的路；你对
印度的泰戈尔说，你的光亮比萤火还要微
弱，却比太阳更加暖心；你又对智利的聂鲁
达说，你站在地铁口，躲藏在一把破破烂烂
的吉它里，湿漉漉的音响不是天空的眼泪，
而是游子汹涌的心潮……

有一天非常惊奇的事情发生了。
你在异乡耳朵里听见了故乡歌，在故乡
的信笺里开出来异乡的光。

啊！民谣啊民谣，原来你不是故乡
的特产，你是生命的核，走到哪里都是
歌，停在哪里都开花，滴在哪里都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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琅勃拉邦——一个充满神
秘色彩、充满浪漫气息、仿佛
来自遥远国度的名字，其实它
是距离我国最近、一个还很贫
穷、一个以农产品为主的老挝
的第二大城市。虽然这个城
市的现状还不及我国现在的
县城的规模和建设，但是它可
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的古城，是值得去旅游、去品
读的地方。

琅勃拉邦是个佛教之国，
城市沿着美丽的湄公河左岸蜿
蜒延伸，一座座金碧辉煌的庙
宇点缀在城市的大街小巷，30
多座庙堂在这个10平方公里的
土地上，传播着佛教的哲理和
信仰。古朴的街道上，随处可
见一个个身披金黄色袈裟、打
着赤脚、身材高挑的不同年纪
的和尚。因为那里的气温高，
太阳大，常常在街上可出现一
幅幅中国式俗语“和尚打伞——无
法无天”的画面。

到琅勃拉邦旅游，最大的一个
看点应是“布施”了。“布施”在信仰
佛教的国家都有，但是琅勃拉邦是
最宏大、最隆重的，不然怎么会就这
一项内容被评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
产呢。

幸运的是，我们在 2016 年元旦
节那天的清晨安排参加“布施”活
动。前一天，就是 2015 年的最后一
天，导游就告知我们参加“布施”的
注意事项，穿着要整洁、严肃，上不
露胸，下不露腿，不能为了拍照，在
和尚的队伍中穿行，在布施的过程
中，不能讲话，不能站起来比和尚高
等等。怀着好奇、神秘、向往的心
情，我们急切盼望着凌晨的到来。

2016 年元月 1 日清晨 50 分，我
们乘车来到了“布施”的地点洋人
街。天还未亮，街道还笼罩在白灰
色的晨雾之中，只有路边的街灯和
酒吧的灯光闪闪烁烁，映照着道路
两旁的街沿上已等候在这里布施的
长长人群。我们随导游来到我们等
候的地段，只见街沿上铺着编制着
美丽图案的草席，草席上依次放着
小凳，小凳前摆着竹编的有盖的小

桶，小桶内装满了煮好的白花花
的糯米饭。在小桶的盖上，放着
塑料勺子和一张方格的帕。我
们兴奋地按照导游的指导，将帕
在胸前搭好，脱掉鞋子，坐在小
凳上静静地等候布施活动开始。

在我们焦急的盼望中，天色
渐渐的泛出白色的光彩，等候布
施的外国人、中国人都急切地往
街头看去。又过了十来分钟，一
片金灿灿的队伍披着晨曦的曙
光走过来了，领头的是一位七十
多岁，带着眼镜的老和尚，后面
紧跟的是老年中年和少年，甚至
还有才七八岁的儿童，他们全部
身披金黄色的袈裟，打着赤脚，
肩上背着一个黄色香袋，里面装
着一个圆形的大钵盆。当他们
走到每个施主的面前，施主就舀
上一瓢糯米饭到他们的钵盆内。

一路走来，僧侣们化斋的实
物装满了钵盆，僧侣们就把钵里

的一些米饭拿出来放在路旁的框
内，给那些需要的人食用，留下够自
己一天的伙食。导游说，琅勃拉邦
的寺庙是不开火的，所有的僧人全
靠布施的东西作为一天的伙食。我
们虔诚地跪在草席上，紧张而又愉
悦的为走到跟前的僧人舀饭。此
时，我们的心为信仰征服，这一队队
沉浸在浩大精深佛海里的僧侣，他
们对世界、对事物的理解是另有一
番解释，也许他们的心灵装着的最
高境界就是立地成佛，脑海里萦绕
的是空灵的梵音，这滚滚的红尘终
将归结在美妙的天堂，在他们看来，
清晨的这一道仪式，就是他们步入
佛门的开始。我们在给他们布施，
也是接受一种心灵的契约，感应佛
教的教义，双方达成一种默契。我
旁边有一位来布施的小伙子，身边
放着两个大纸箱，里面装满了包装
好的点心及糖果，每个僧人都接受
到他布施的点心，但是我看到大多
数僧人都将这些好吃的东西放到了
旁边的大框里。

天色越来越亮，太阳出来了，金
色的霞光中一队队僧侣悄声的来，
悄声的去，他们送来对施主的祝福，
带走施主的希望，虽然在这个布施

的过程中，整条街没有一点声音，非
常静谧，但是这里充满人类慈爱的
交流，存在着心与心的相通。

布施结束后，我们去了市内几
座寺庙，这里的僧侣们有的在打扫
卫生，有的在庙堂诵经，有的在学
习功课。我们在一座精美的寺庙
里，见到一个小和尚，身裹袈裟，一
双赤脚，眼睛如清澈的泉水，那么
的宁静和单纯，清瘦的面容中露出

“慈善”的笑容。他见到我们立即
双手合十在胸前，用英语欢迎我们
入庙参观。这座庙宇建立在湄公
河边，殿堂精致，鲜花遍地，地面干
净无尘，佛像前供奉着黄花串和水
果，庙内没有游客，只见几个少年
僧人在学习。小僧侣带着我们去
到湄公河边看一尊竖立在河边的
大金佛像，佛像四周是天蓝色的扶
梯和石桌石凳，依栏而望，眼前是
宽阔平静的湄公河，河中心有一小
舟，舟中一位打鱼人正在撒网，抬
头透过婆娑的树叶，蓝天染上一层
艳丽的红霞，霞光飞洒在河面、飞
洒在树林、飞洒在庙顶，飞洒在佛
身，天地间一片辉煌，一片柔美、一
片和谐、一片宁静。

佛教之都，让你在这里住得放
心，玩得放心。在这里没有偷盗、
没有乞丐，虽有贫穷，但有帮扶。
如果你家庭困难，每天可到布施的
地方去拿回食物；如果你是残疾，
无法工作，你周围会有很多行善的
人来帮助你，不会让您对生活绝望
和对生命失去勇气。因为在这个
以佛教为信仰的国度里，信仰的是
慈悲为怀。

离开琅勃拉邦，我心里一直存
在一种感动，我感动那里的男女老
少的友善、众多僧人对教义的坚
定、也感动那里美丽的山山水水，
特别感动那里普遍的人民还没有
享受到丰富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
活，他们依然保持着自然、淳朴的
心情，感动他们不因贫穷而要高
价，而是以很低的价格出卖他们亲
手织成的各种手工艺品。在挥手
离开这座小寺庙样式的机场时，我
感觉到这座小城在佛光的照耀中，
是多么的美好。

【
际
遇
】

琅
勃
拉
邦
过
新
年

□

万
郁
文

伫立于风雨中，我显
得是一身瘦骨。

无意于美丽，尽管身
旁万紫千红；无意于伟岸，
尽管身旁翠柏苍松；无意于
赞美，尽管身旁桃李争春。
我只是一枝青青的瘦竹
啊！从萌生于冻土就坚定
地向上，向上的信念在白云
舒卷的蓝天上，向上的坚定
在寸寸拔节的骨节间。

我是一枝竹，没有花
开花落的季节，没有蜂来
蝶往的喧闹，只有窄窄的

叶子像剑，只有长长的骨干似枪。
所以，画我的人像我一样清瘦，写

我的人如我一般简约。
因为我要笔直地挺立，就注定成不

了盆中的风景。我穷尽一生的等待是
那双灵巧的手，将我一层层地剥成蔑
片，做成席子，压在身下；做成筐子，为
人们盛装什物；做成竹简，铭记英雄垂
青史。无论身成何物，我都无怨无悔。

我默然伫立于风雨中，纵然我枯黄
而倒下。若让我开口，就是笛，就是箫；
若要唱，就唱春风吟秋雨，唱天地人生
守节向上的歌。

【
唯
美
】

竹
之
语

□

唐
雪
元

你的影子远去了，
就像风将我抛弃在路口
沙土的声音是安静的
也听不到水流在说些

什么
但是，还是告诉你我

的故事
那些在村庄里发生的

故事
那个菜园里留下的脚印
那个篱笆上悬挂的记忆
那些我用野花串起来

的歌
在每一个小镇
在每一个城市
但凡没有冷落过我的

地方
都留下过我的心动
我要把所有的心动全

部告诉你
我的纸和笔都是不值

钱的
但我的爱却是如此沉重
就像夜 就像太空

【
浣
花
诗
签
】

你
的
影
子
远
去
了

□

川
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