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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苑

就这样，与你擦肩而过
□史久爱

晚上九点半，又到高中下自习的时间了，我便习惯性地
走出家门，去迎接女儿的到来——丫头嘴很甜，常说每看到
路灯下我的守候，她就感到特别温暖。

当我边听歌边散步，走到熙来攘往的十字路口时，却还
未发现女儿的身影。看看手机，早过了放学的时间，路上已
有好几个我熟知的高中生从身边经过了，而女儿？是车子坏
了？是功课没完成被老师扣留了？还是因期中考试不理想
而背着大人偷偷抹眼泪呢？……就这样，我开始胡思乱想，
变得点忐忑不安起来。

正在这时，手机的铃声响起。
“妈妈，女儿已到家了。”是女儿打来的。
好困惑。从家到学校的路这可是必经的路口啊，难道女

儿从我头上飞过去了吗？不然，一个大姑娘怎么能毫无声息
地从我的眼皮子底下溜走呢？

回到家，迎接我的是脸上写满歉意的女儿。
当我调侃她是不是像孙大圣一样变成小蜜蜂飞过去了

时，她苦笑着摇了摇头说：“今天半路遇到上学期的同桌，这
次考试她考得也很差，由于我们心情都不好，就一路抱怨着
回来了。没想到，就这样与你擦肩而过了。”

女儿的话如一盏明灯，顿时照亮了我的心空！是啊，宽
阔的柏油马路，闹市区人来车往，灯火闪烁，一不留神，就会
有人与你擦肩而过的！

安慰女儿之际，又多了一份感慨。世事纷纷扰扰，不经
意间，有多少人和事，又有多少机遇良缘，在我们犹豫徘徊
时，在我们抱怨人生时，在我们嬉笑打闹、吃喝玩乐之际，悄
无声息地与我们擦肩而过啊。

以前，在生活陷入困境时，我也总是怨天尤人，抱怨运气
太差，一切美好与自己无缘。看来，最终让自己陷入困境的
多半源于自己，源于自己的短浅灰暗，忽视冷漠，抑或心胸狭
窄，不思进取，才导致自己的人生之路变得坎坷不平，风雨交
加的。

在女儿洗漱完毕，我和她谈及这些时，她点了点头，笑着
对我说：“妈妈，以后女儿会擦亮自己的双眼，把握好当下，努
力学习的，相信我，一定不会再让更多的美好和希望与自己
擦肩而过了。”

拥着女儿，我也笑了。

陈文杰兄最近出了一本书，叫《回望
民国安顺》，由他近两年所著中选辑而
成。我拿到成书，由衷感到高兴、感动，
高兴的是他的努力成果初显，以后还将
不断收获；感动的是他的坚守与执着，少
言而多行。

我和文杰兄认识，到这个月刚好一
年。按他的说法，他是个有“考据癖”的
人。这一年来，深刻感受到他的这个癖
好，另外，还领略了他豁达热情、温文尔
雅的人格魅力。他是做生意的人，开了
一家相馆，尤以修复老照片为专长，以此

安身立命、养家糊口，夫人贤惠漂亮，儿
子聪明健康，是极美满的一家。刚认识
的时候，偶尔约在一起喝酒，听他和张厚
林兄谈历史，他两人史实熟悉，掌故丰
富，每有惊人见解。暗自纳罕一个做生
意的人，腹藏如此丰厚，真真不简单。

后来渐渐熟了，才知道他是一个极勤
奋的人，尤为可贵的是能在热闹场中，定
得住一颗清净心。他在《贵州都市报》开
了文史专栏，每天早晨很早起床，写作两
个小时，到街市热闹时，开门做生意，还要
抽闲等空地跑档案馆查资料。后来受我

之累，又义务为《安顺日报》和《黔中早报》
组稿。40来岁的人，上有老下有小，方方
面面的家庭、社会事务需要处理，但他始
终坚持读书、写作。这种坚持，没有一副
清净心肠、没有一种“为脚下的土地做点
事”的责任意识，是不可能的。

文杰是青山文学社的秘书长。青山
文学社是个民间文学社团，成员很多，但
平时各忙各的，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办公
地点。因为文杰的铺子在城中心，地利
之便，成了文学社的联络处、办公点，他
和夫人便兼任联络员、接待处长。有一
次我去他的铺子里，他和夫人都不在，是
他10来岁的儿子接待我，竟也落落大方，
礼数周全，令我十分感慨。因为铺子里
来闲谈喝茶的人多，又都喜欢高谈阔论，
竟然有顾客误将他的相馆当成茶馆，殊
为趣谈。

这两年来，文杰的考据癖大约是放
在安顺民国史方面，这可以体现在他的
作品中。《回望民国安顺》所辑，为民国时
期的安顺十八将军、名商大贾、文化遗
迹、市井逸闻。我虽然生长于安顺，但于
这些历史知之甚少，读这本书，算是开了
眼界。在此插一句，文杰和他的夫人都
是黔西南贞丰人。以一个外乡人来帮助
我们认识脚下的土地，仅此一点，真要好
好感谢他。这本书还有一个极大的看
点，那就是书中大量的老照片。文杰因
修复老照片的工作之便，得以接触、修
复、收集了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这于安
顺文化是一个极大的功德。我 2013、
2014年收集政协文史资料《镜像安顺》的
照片时，其中便有文杰提供的大量老照

片，但那时我尚不认识他，他提供的照
片，都是由潘玉陶老师带来的。《回望民
国安顺》书中，每个人物、每篇文章都附
有照片，这些隔了年月的光影，为本书平
添了浓郁的、挥之不去的沧桑感。

每个地方、每个时代的风云人物乃
至贩夫走卒、文化创造乃至市井逸趣，形
成了其特有的历史画卷。僻居一隅的小
城安顺，亦有它独特的精彩。斗转星移，
这些残存的过往从故去的时空中重被拾
掇，其间的意义，不仅仅是供人怀古唏
嘘，更是抢救历史信息、修补文化碎片的
重要工作。使我们回顾历史时，不因史
料缺失而如暗夜盲行。构建地方文化知
识谱系，提振地方文化自信，离不开这样
的考据和拾掇。

一座城市如果缺乏对它的书写，将
是莫大的悲哀。钢筋水泥构筑的繁荣背
后，城市需要默默的文化积累，后者形成
了它的灵魂和特征，让它更加值得品味、
更富悠长缠绵的吸引力。正是有了这样
一个文化群体，他们孤独而多情的、谦卑
而自信的文化创造，一代代的传承积累，
成就了一个地域的文化氤氲气象，使得
它那样的深沉悠远。

冬日的安顺，细雨迷蒙，寒风沁骨，
最宜拥炉读书。“满架有书供我读，半生
无事为花忙。”这是文杰书中民国商人邓
子英先生的书斋对联，这样的意象，令人
神往。当年的风起云涌、风流聚会，皆已
不可现、不可寻，那字里行间的民国安
顺，一如旧照片上发黄的光影，有些模
糊，却又如此亲切，令人久久摩挲，不忍
释手。

麻山“幽兰”
□吴茹烈

在麻山支教快要结束的那年，朋友老瞿从广州赶来陪我
度过一段日子，在近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几乎走遍了小
镇麻山周边的山山岭岭。

麻山上盛产一种物种，当地人叫“飞机草”，说是飞机播
种时带来的。这种草繁殖力极强，它蚕食着本就石漠化贫瘠
的土地养分，使许多植物因它而失去生命力。但它却有一个
好听的正名——“紫茎泽兰”。

然而在这疯长着“紫茎泽兰”的山涧、丛林中，生长着一
种兰草，它开在山尖上，悬崖边，每到花开的季节，那幽郁的
馨香，在山边小路上空飘游，直让人心神悠荡。

我们在麻山的山涧小路边行走，常常会在山涧、丛林、或
悬崖边看到兰草，最普通的是春兰，蕙兰，还有白绿相间的兜
兰等，总之麻山尚有我叫不出名的十余种兰草。

当地的乡民告诉我，五六十年代，几乎山山都盛长兰草，到
了八九十年代，被一些外地人常来挖采，现已所剩不多了。

古人以“竹有节无花，梅有花无叶，松有叶无香，唯兰独
併有之”，而倍加推崇。

兰有气节，生于山谷，不因无人不香；兰有贞操，长于悬
崖，不群居，独傲孤芳，为我独尊，不与其它植物争夺土地；兰
有特香，幽香，阵香，随风留香，其香浓烈醇正悠长……

一位喜欢养兰的朋友说：“兰花为花之胜，兰香为香之
顶”百卉不及。

在麻山，但凡出外见过一点世面的人，都会在家里种上
一些兰草，当外面的朋友而至，总会送上那么一、两株给朋友
带走。久而久之，那山野的兰便进入到无数个天南地北人家
的花园里、阳台边、书桌上。

我在格凸河河畔认识了一位十六七岁的苗家姑娘，她长
得清丽俊秀，能歌善舞，常为游客表演苗家舞蹈，舞姿自然优
雅。我还为她拍摄过几张照片。她就像一株生长在大山深
处的幽兰，因一技之长，听说她早早就离开校园随队去云南
某景区为游客表演舞蹈……

她就像一只生长在山野里的凤凰，早早飞出了大山，也
因此荒废了学业，如今，十多年过去了，不知道她现在怎样，
是否还在当业余表演队员、是否曾想过回校读书、是否曾想
过回到生她养她的那片土地…… 若干年后她还会因过早离
开大山和学校感到后悔或幸运呢？当然，她就像那株麻山上
的幽兰一样，曾为贫瘠的土地留下过芬芳。

我还在被誉为“亚洲最后一穴居部落”的中洞小学结识
一位女孩，她是从师范毕业到中洞支教的。因理想而放弃了
外面优越的生活环境走进了贫瘠的大山。

一次我带朋友上中洞，那天刚好是周末，学生没来上课，她
孤零零一人守在没有屋顶的篱笆教室里改学生作业。见到我
们的到来，便从老乡的地坎上摘了些棒豆招待我们，记得我们
当时是用清水煮了就着一碟加了点盐的辣椒水下的饭。

那天，不知是爬山累了还是本来就有食欲，我与朋友吃
了几大碗饭，半脸盆的豆一扫而光。至今，朋友还说这是他
此生吃得最香的一顿饭。

后来听说她与一位同在中洞教书的当地男代课教师结
了婚。我想，她也该就此扎下根了吧？可不久却因耐不住大
山的寂寞去广东打工了，走时路过贵阳不知怎么想起临上车
时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我问她：“怎么书教得好好的却要再去打工呢？”她说：
“还是趁年轻，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吧……”

离开麻山十多年了，常想起那些生长于山涧的“幽兰”，
当然，更多的是想起那些生活在麻山的人和事。他们就像那
山尖的云和雾一样，虽飘散了，却定格于我的脑海。

我想，有一天，长在麻山深处的幽兰，她的芳香会飘出大
山的。

难得的一个冬天的晴日，西风，猎猎
地吹着。大地空旷得如一颗荒凉的心。

冬阳，惨淡而恍惚。
我一个人，在田野中行走，享受这份

冬野的寂寞和苍凉。
行走的山坡上，散落着苍黑色的砾

石。每一块砾石，都如一只黑色的眼睛，
每颗黝黑的眸子里，仿佛，都深藏了不为
人知的秘密。这些秘密，是属于时间的，
在时间中生成，在时间中堆积。

人，尽管拥有丰富的思想，却也很难
猜透这些砾石的秘密。

砾石间，是枯草，更多的则是布满针
刺的荆棘。一丛丛，一蓬蓬，肆意、夸张、
霸道，纵横地绵延着，只是没有了夏日的
那些葱郁的绿。但却，另有了一份萧疏
和明净；仿佛铅华洗尽一般，只剩下一份
生命的洗练。这些“洗练的生命”，正在
经历一场严冬的洗礼。要么新生，要么
死亡，在洗礼的过程中，也在经历一场生
命的抉择。

荆棘，叶片凋尽，只剩下光秃的枝
条。每一根枝条，都倔强地挺立着，彰显

着它特有的生命硬度。枝条上的根根针
刺，在冬阳下，闪烁着明亮的光，仿佛决
意要以它的锋利，刺破这冬日的寒冷。

在一蓬荆棘前，我蹲下身，细细地端
详着。

我看到了叶梗脱落后，留下的梗蒂，
每一个梗蒂都如一个刚刚结痂的伤口。
我知道，每一个“伤口”都保留了一份对
荆棘的记忆。记忆了春天里，芽的萌发；
记忆了夏天里，花的绽放和叶的葱绿；也
记忆了秋天里，生命的枯萎和凋零。甚
至，还记忆了一片云的飘逸，一场雨的滋
润，一缕阳光的跳跃；一只鸟的清唱，一
条虫的攀爬，一个过路人的忧郁。静心
观察荆棘的每一根枝条，每一根枝条，又
都是明亮的，滋滋润润的；冬日的严寒和
风吹，并没有使它变得干枯或僵硬。那
份枝条的滋润，让人感受到一种皮肤般
润滑的温存感。我知道，它生命的河流，
依旧在枝条的脉管中流淌；这种流淌，是
一种力量的积蓄，它在积蓄中等待，等待
明年春天里，生命的又一次萌发，生长，
和壮大。

荆棘的几根枝条上，还结了几枚白
色的茧，圆圆滚滚地，踞在那儿。那里
面定然是收藏了生命——一颗颗的蛹。
它们，依靠在荆棘上，度过冬天，等待春
天。待到春天到来时，那些蛹，就会破
茧而出。变成多彩的蛾，或者美丽的
蝶，在棘丛间翩翩起舞，以自己的美丽，
装饰一丛荆棘的美丽。它们，会成为荆
棘的天使。

荆棘的根部，堆积了干枯的叶；风，
将它们旋成一团团，一簇簇。它们凋落
了，却依然对荆棘不离不弃。固执的守
护，是落叶对根的奉献。荆棘下，还倒伏
着杂乱的枯草；风，将它们吹得支离破
碎。仿佛，是在有意形成一种反衬，反衬
着冬日里荆棘的那份挺拔和倔强，那份
不屈不挠的抗击精神。

我起身，离开那一篷荆棘。我，依然
站在荆棘丛中；周围，是大片的荆棘。

一位牧羊人赶着一群羊，从荆棘丛
中走过。面对大片的荆棘，他连看也不
看一眼。荆棘本就贱，冬日叶片凋尽的
荆棘，就更贱了。一个牧羊人，一群羊，
大概，只懂得欣赏荆棘夏日的绿，哪里
会懂得去欣赏冬日里荆棘的那份生命
意义？

我环视四周，又看到了那些散落着
的黑色砾石。此时，砾石成为了荆棘的
背景，每一棵荆棘，仿佛也有了苍然深厚
的味道。

一阵急风吹来，大片的荆棘，发出尖
锐的鸣声。我知道，这应该是生命在困
境中的呐喊，是生命，对未来的呼唤……

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远行（外一章）

□徐长顺

笋，一旦钻出泥土，就有一片新竹。
我，一步、一步，走近太阳，身后

的影子，还很长、很长。
回头，古朴典雅的小巷，牵出无

数往事。奶奶的泪，流着，流……
妈妈的眼神，浮动在我的想象的

空间。
——只有妈妈，能感受我的快乐！
生活告诉我，一旦走出小小的天

地，就有一片新竹，摇着嫩绿的春。

距离
激流，隔开两岸。永恒的距离，

夜色越深越朦胧。在这岸，专注地望
那岸，灯，光太淡，冷漠，逗不起我的
情。

出航，走向成熟的旅行，在夜
里。接受海上的劲
风 ，我 相 信 恶 魔 似
的 暗 礁 并 不 可 怕 ，
航 标 灯 ，有 一 颗 真
诚的心。

我只怕，太长太
长的距离，会笼上一
层灰暗的感觉。

文杰先生的民国安顺
——有感于《回望民国安顺》

龙宫漩塘龙宫漩塘
□□焦玉卿焦玉卿

坚硬的荆棘
□钟读花

□胡一平

□□陈明陈明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