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蛀虫的建议
蛀虫集体向大树建议： “大

树啊， 那可恶的啄木鸟不停地
用尖利的嘴啄你的身躯， 我们
都为你痛苦万分， 你自己一定
是痛苦不堪了。 我们诚恳地向
你提议： 赶快采取措施， 赶走
专搞破坏活动的啄木鸟。”

“谢谢你们的关心， 蛀虫。
不过， 我可知道你们美丽言辞
下包藏的祸心。 现在， 就请听
啄木鸟用它的尖嘴为你们敲响
的丧钟吧。” 大树回答。

蜗牛、蚂蚁的逻辑
动物界著名的龟兔赛跑之后， 乌龟门前

一时车水马龙 。 蜗牛 、 蚂蚁也登门拜访了 ，
它们可不是前来祝贺的， 它们是来向乌龟挑
战的。

乌龟感到疑惑：“你们干吗非要和我赛跑
呢？ 我本来就跑得慢， 是骄傲的兔子轻敌半
路睡觉我才侥幸赢得比赛的呀。”

“正因为如此， 我才来找你比赛的。” 蜗
牛 、 蚂蚁异口同声地回答说 ， “你跑得慢 ，
我们才有把握赢你； 而你战胜过兔子， 我们
赢了你， 不就等于赢了长跑冠军兔子吗？ 这
可是我们慢速家族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春属木。 地性生草。
大地生草木， 世上有乾坤。
草不管， 小孩儿般， 睡醒了， 揉揉

眼， 伸了个懒腰， 探出了头。 一夜之间，
发芽， 冒尖， 露了青， 疯了长。 风一吹，
草就动， 雨洗春来， 大地生动了， 一片，
一片， 又一片。

田野里、 山坡上、 菜园子、 路边、
田埂、 沟壑旁……甚至墙角、 石缝间、
瓦楞上， 小草随处可见。 草色青青， 春
光皎皎， 野草遍地。 伸手摘下一两茎青
草， 淡淡的草的清香， 扑面而来。 不经
意间， 把嫩白的草茎含在嘴里咀嚼， 丝
丝的甜味立马在口里蔓延开来， 溶化一
片。

有月光的夜晚， 草垛是我们的好去
处。 爬上高高的草垛， 双手叉腰， 俯瞰
一切， 幸福和威武教我们立马长高， 霎
时真实。 从草垛上时不时跳下来， 向着
大地飞翔， 一次又一次， 无比踏实。 我
们一个个， 像一粒粒滚落一地的果实，
饱满而又欢畅。 向下的飞翔， 向上的生
长， 是我们一生真实和坚定的生活方式。
所以， 我们尽管也进入到这个浮泛的尘
世， 却一直不会迷失自己的方向和目标。

在故乡， 我和伙伴们， 常爱靠在草
垛上数着天上的星星。 一颗星、 两颗星、
三颗星……星星向我们眨着眼， 把我们
美好的愿望带到了天上。 很多的时候，
我们把自己埋在草垛里， 撒手叉脚， 呼
呼大睡， 做着我们的美梦。 半夜了， 鸡
叫了， 狗咬了， 我们还是一个个不愿离
去。 我想， 我们是不是早已把天地当家、
草垛当房， 把温暖的软绵绵的干草堆当
作母亲宽阔的怀抱了？

草垛高高， 幸福的草垛高高在上，
谁都想把它高高地垛起来。 也许， 只有
在垛草的过程中， 只有在草的密集里，
只有在童年深处的秘密中， 才能让人瞬
间明白： 没有那来自低处的一根根的青
草， 高处的幸福不会从天而降， 温暖的
怀抱只会没有着落。

稍大一些， 农家的孩子就要挑起生
活的重担。 我记得， 清晨起来割青草是
我们一班“小把戏” 每天必须的功课。
一个个脚上沾了泥泞， 眼睛里跑进露水，
但我们却是那样的欢快， 吹着口哨， 脚

步轻快， 脸上灿烂如花。 在弯曲的山路
上迅跑如飞， 眼睛发亮， 挑着草色青青
的地方， 忽上忽下， 忽左忽右， 唰唰地
挥起镰刀， 一刀接一刀， 一刀快似一刀。

那时， 我有一个秘密， 喜欢跟在草
玉姐屁股后面去割青草。 草玉姐含着叶
笛， 梳一根大辫子甩在脑后。 上了山，
极随意地挽成一个蓬松的蝴蝶状， 顺手
摘一朵山茶花， 插在头发上， 又嫩又润，
绰约多姿。 一件红花布上衣， 又短， 又
窄， 显得有些年月了， 但红花鲜艳如初，
白底洁净似新。 就是这件短瘦的红花布
上衣， 把个草玉姐的宽肩、 丰胸、 蜂腰
和肥臀大大方方地显山露水。 更妙处在
草玉姐弯下身去， 如狐般随镰刀挥舞，
一步步地沿着绿色的斜坡往上边割去，
往下边割来， 推剪子一般。 草玉姐的腰

身起伏摇曳， 我停下镰刀， 一动不动地
凝望着草玉姐。 有一回， 不料草玉姐恰
恰返过身来， 我一怔， 瞬即满脸绯红，
慌慌地躬下身腰， 一跳一跳地， 跳出了
草玉姐的视野。

草玉姐的美好， 我一直定格在她割
草的瞬间。 后来， 十六岁的草玉姐被爹
硬逼着嫁进了城里， 是给一个瘫痪的呷
“公家粮” 的老男人做填房。 自从草玉姐
进城以后， 再也没见她回来过。 只听说
草玉姐和自己的丈夫、 公公婆婆并不和
好， 只听说草玉姐还惹了些风流事， 只
听说草玉姐在城里头见了村里的人总是
躲着……村里很多人就很是惋惜地说：
是草命的人儿， 不是金命、 玉命的主儿。
可惜了， 玉碎了， 心也碎了……尽管如
此， 我还是常常记起草玉姐割草的美好
时刻和满山疯长着的野草。

风吹草低见牛羊， 我一生都无法走
出我的村庄。 牛羊在青草的饲养中， 喂
得壮壮实实， 敦敦厚厚。 小草默默， 牛
羊默默， 村庄也默默。 村子里一辈一辈
的人， 冬去春来， 默默地忙日忙夜， 总
是离不开草的怀抱。 草民， 是对他们最
贴切的称呼， 也是他们最本质的特征，
融合了他们最朴素的感情： 春天， 你好！
小草， 你早！ 草草草， 宝宝宝； 草草草，
好好好。 草民一生勤劳艰辛， 草民的劲
儿使也使不完， 草民的力量无比强大，
内心无比宽广和美好。 小草是卑微的，
也是坚韧的。 小草常被人践踏， 它却总
是向上地生长。 小草不计得失， 朴实无
华， 真实简单， 快乐幸福。

草根深深， 草绳长长， 人生路漫漫。
搓得紧些再紧些， 拴在村口的桃树上，
拴在老宅的门环上， 拴住善良无私的心，
一辈子才不会走失人生。 草绳似的黄土
路， 牵引着我们一回回回到故乡， 回到
我们的童年， 回到我们的本真。

当我们像草籽一样四处飘散的时候，
当我们像草灰一样成堆的时候， 我不知
道我还记得什么。 也许， 我只能沃土；
也许， 我还会生长。 不过， 这一切， 都
不要紧， 要紧的是我们像小草一般来过
这个世界， 深深扎进泥土里， 贴土沾泥
在大地上生长一遭， 草一般地生活一生。

草色青青， 春风声声， 心曲款款。

歌者
□衣寒君

因观赏湖南卫视今年开播的
“我是歌手” 节目， 深有所感， 故作
组诗“歌者”。

1.歌声

走在你的声音里
春暖花开， 天阔地远
想象生命的晨霞暮霭
渲染灵魂的每一处角落

翅膀， 原来
可以是声音的质料
你激昂中， 我腾飞
你深情处， 我低旋

柔软的心地， 歌声
撒播记忆的种子
流年岁月， 蓦然而见
曾经的忧伤已满树风动

2.歌情

望着你， 目光幽深
仿佛看到
灵魂， 如蛇般飞舞
化作片片丝絮铺满我心

歌声， 暗沉似雾
紧紧裹挟我的伤情
拖向生命的泥沼
留下， 步步颤抖的脚印

不再犹豫彷徨
只要， 奉祭我灵魂
在你歌声的殿堂
如水深情， 显映纤纤落花

3.歌心

你听， 心碎
原来有声音
歌声， 碎心如瓷
在记忆中清亮鸣响

若干年后
在黄昏的街角
无人知晓， 我
与这心碎声， 不期再遇

尘封， 所有想象的你
扫起一地的碎心
我知道， 从此
这歌声， 埋入爱的坟丘

4.歌魂

知道么， 真的歌声
都有灵魂———会飞
不要试图靠近它
因为， 你永远无法逃脱

每一次的歌声
都是， 放飞灵魂
去肆意捕获， 那些
为爱而游走的孤独者

在惨痛的呻吟中
歌声贪婪精神的餍足
吞噬， 柔软之心
让自己的灵魂， 拼命膨胀

5.歌者

在生命的流亡中
痛恨一切歌者， 因为
孤寂的心之城
一次次， 被攻破、 践踏

我若是君主
必将驱逐所有歌者
冰藏歌声， 在万丈的峰巅
从此， 不惧怕被征服

没有歌者
不再恐慌， 但
也无法触摸忧伤
黑夜， 居然渴念———歌声

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来 ， 莫言成了
热门人物。 盛名之下， 莫言的平和、 理性、
幽默， 更展现了大家之 “大”。

平和莫言 ， 心态淡定从容 。 接受央视
专访谈及幸福时， 莫言微微一笑 ： “幸福
就是什么都不想， 精神没有任何压力才幸
福。 我现在压力很大， 能幸福吗 ？ 但要说
我不幸福， 你就会说太装了吧 ， 刚得了诺
贝尔奖还不幸福。” 又有记者诗意地问得奖
后的 “烦恼” 和 “喜悦”， 莫言吟诗回应 ：
“心如巨石， 风吹不动。” 在瑞典举行的颁
奖仪式上， 与其他领奖人坐着豪华汽车不
同 ， 莫言步行到了会场 。 对 此 ， 他 说 ：
“我父亲讲 ‘莫言是农民的儿子， 得奖之后
仍然是农民的儿子’， 说得特别好。” 在主
题演讲中， 莫言一直给大家讲自己的故事，

没有激昂的文字， 像老百姓话家常 ， 始终
保持着平和低调。

理性莫言 ， 沉淀升华人生 。 莫言是清
醒的 ， “包括赞誉 ， 也包括嘲讽和挖苦 ，
都在媒体上展现。 后者尽管让我感觉不舒
服， 但我想还是有它的道理 。 我看到的只
是一个叫 ‘莫言 ’ 的写作者 ， 而我自己 ，
反倒变成了旁观者， 这样的机会千载难逢，
我将受益终身 。 ” 面对各类采访 ， 他说 ：

“人老是说话就没有精力写小说了。 既然选
择了作家的职业， 就应该把嘴说的话用笔
写出来。 我现在最希望回到书桌前坐下写
小说。 有人说一个作家获得诺奖后再也写不
出好作品了。 但也有很多优秀的作家打破了
这个魔咒。 我要努力加入这个优秀作家的行
列”。 同时，他理智地告诉大家：“希望把对我
的关注变成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热情。 ”

幽默莫言 ， 尽显自信之美 。 记得白岩

松连线采访时问 ： “获奖对你意味着什
么？” 莫言幽默地回答： “意味着我这段时
间要接待你们。 我现在只希望快点从热闹
喧嚣中解脱出来， 记者们都回家 ， 我好继
续创作。” 后来， 又有人问这样的问题， 莫
言轻松地表示： “最大的变化是我过去骑
着自行车没人理我。 前几天我骑车在北京
街头 ， 好几个年轻姑娘追着我照相 。 哦 ！
我成名人了。” 面对外国记者， 莫言也不忘
轻松一把： “你们第一次见面就称亲爱的
朋友。 我认识一个意大利女孩 ， 第一次给
我写信就 ‘亲爱的莫言’， 令我心潮澎湃 ，
以为她对我有意思呢。 后来才搞明白这是
人家的礼貌习惯。”

相伴平和 、 理性 、 幽默 ， 莫言赢得了
更多的尊重。

井冈山上， 最动人的是云雾。 五百里峻岭
峡谷云气磅礴， 雾岚缥缈； 人在天上走， 水在
云中流。 伫立山头， 看不清山的蔚蓝， 瞧不出
山的阴绿， 山景人声、 翠竹碧流被云雾裹藏得
朦朦胧胧， 却听得见溪水的湍流声从山间林中
传来。 如果不是因为峥嵘岁月那挥之不去的烽
火硝烟， 我还真以为是置身于仙界。

我穿过浓雾， 登上了神往已久的黄洋界。
站在“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 的雄关上， 如腾
云驾雾一般。 脚下的峡谷是一望无际的云海，
峰峦刺破云层， 成为孤浮在云海上的岛屿。 山
风吹过， 云翻雾涌， 如万马奔腾， 气势雄浑壮
阔。 因此， 老表们亦把这里称作汪洋界。

因为雾气的遮障， 双目所及之处， 不过十
几米远近。 大团大团的雾气如涌似潮地翻卷着，
似雨非雨的重露， 垂挂在大小山峦。 山是鲜活
的， 当年黄洋界上屯兵的营房， 静静地掩埋在
雾气之中。 它与其他民房相比， 并无两样， 但
在那枪林弹雨的岁月中， 却肩负着屯兵瞭哨的
重任。 房外的右前方， 是一架迫击炮， 傲然地
俯瞰着井冈山峦。 那暗绿色的炮身没有一丝锈
斑， 锃明瓦亮， 是岁月的磨蚀还是后人的爱抚，
使得它如此光鲜明亮？

“山下旌旗在望， 山头鼓角相闻……黄洋
界上炮声隆， 报道敌军宵遁。” 不朽的诗句， 应
和着隆隆炮声在身边轰响。 我仿佛看到云海中
有十万雄兵在冲锋厮杀， 升腾的云雾化作漫天
的杀气， 潺潺的水声化作当年的鼓角争鸣。 我
听到了红军哨口的那一声炮响， 看到一张张鲜
活的面容， 从云层中冉冉升起： 彭德怀、 陈毅、
滕代远、 王佐、 萧克、 袁文才……一代战神披
着硝烟， 矫健地向我走来。 而手握百万雄兵的
蒋介石和他的将领们， 想用铁血拨开井冈山的
云雾， 却被云雾迷得晕头转向。 他们不明白，
这弹丸之地为何如铜墙铁壁？ 当他们被这群吃
红米饭、 喝南瓜汤的红军赶到孤岛的时候， 蒙
在他们心中的那一层迷雾， 大概也如同今日弥
漫在我眼前的云雾一样， 是驱之不散的。 只有
毛泽东、 朱德心里最亮堂， 是井冈的云山雾海
淹没了蒋家王朝。

那株见证了烽火岁月的大槲树， 仍孜孜不
倦地向游人讲述着逝去的往事。 据说当年的黄
洋界寸草不长， 只有这棵大槲树长在路上方的
山坡上， 在井冈云雾的滋润下， 格外挺拔茂盛。
树干从根部分成二杈， 远看似一对姐妹树。 当
地人把二杈枝干比作“朱毛”， 称之为“朱毛
树”。

毛泽东站在树下时， 目光是深远的。 这位
“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者”， 当年挑粮在树下
休息时， 指着茫茫云海问战士： “站在这里看
得见什么地方？” 战士回答： “看得见江西和湖
南。” 毛泽东豪迈地说： “还可以看见全中国、
全世界！” 这就是伟人的胸怀， 他透过浓密的云
雾， 看到了玉宇澄清的大好河山。 不久， 他亲
手点燃的星星之火， 映红了整个中国。

“俱往矣， 数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 当年
的雄关漫道已成了旅游胜地， 当年光秃秃的山
坡已林木茂盛。 “过了黄洋界， 险处不须看”，
在林荫山道上漫步， 我怎么也感觉不到它的险
峻。 山路被雾气浸润得湿漉漉的， 空气湿润清
甜， 心灵也被浓翠洗净了， 一切都是那样的宁
静平和。 井冈山人已经远离了战争的硝烟， 在
如诗如画的风景中静静地享受着和平。 他们会
永远记住那段如火如荼的岁月， 记住那些为井
冈山创造了辉煌的先人们。

鸽子在挹翠湖畔自由地飞翔， 云海中飘来了
山妹仔动人的歌谣： “一送(里格)红军,(介支个)下
了山,�秋雨(里格)绵绵,(介支个)秋风寒……” 歌声
悠扬缠绵， 在深山空谷中回荡。 唱歌的人已不
是当年送别红军的心境， 但黄洋界的云雾却永
远是一道震撼人心的风景。

盛名之下看莫言
□姜炳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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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洋界的云雾
□肖功勋

动物众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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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见集

公鸡和狐狸
饥饿的狐狸碰上了在野外散步的公鸡。 可是， 它们之

间隔着一条又深又宽的壕沟， 狐狸过不去。 眼看着公鸡就
要悠闲地走远了， 饥饿的狐狸情急生智， 它冲公鸡大嚷 ：
“公鸡， 公鸡， 你别那么神气。 我看你的本领根本比不上别
的公鸡。 昨天， 就是在这里， 一只公鸡一展翅就飞过了这
条壕沟， 这事搁你身上， 八成不行。”

傲气的公鸡听了狐狸的话， 肺都快气炸了。 同类面前，
自己何曾认过输？ 它憋足劲头， 扇动翅膀， 用尽全力向狐
狸这边飞过来。

飞过了壕沟的这只呆公鸡还没来得及炫耀一番， 就成
了狐狸的一顿美餐。

虚荣给自己带来的是灾难， 给骗子带来的是可乘之机。

家猫和它的理想
一只家猫一心想变成大名

鼎鼎的大熊猫。 为此， 家猫亲
往某大熊猫保护区考察， 得知
大熊猫之所以成为大熊猫， 是
因为它们吃的是竹枝竹叶。 回
到家中， 这只家猫立即戒绝了
荤腥， 不再吃鱼和肉， 而是强
迫自己按照大熊猫的食谱进
餐， 大把大把地吞吃着竹枝竹
叶。

然而， 几天过后， 家猫不
仅没有变成大熊猫， 反而因食
竹不化而悲惨地死去了。 一同
死去的还有家猫不切实际的理
想。

世界上的事物都有其自身
规律和特殊性 ， 不问客观实
际， 一味盲目教条， 这样的悲
剧岂止发生在家猫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