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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灵均

在众多的岛屿之间， 我们几个人选
择一个背僻的小荒岛为下水点。 心想：
这里人迹罕至， 孟浪一点也不会有人看
见。 萌生这个意念时， 疑似被聪慧的月
亮识破， 已然有了几分女性的羞涩， 躲
藏在山坳坳里迟迟不肯出来。 几个爷们
就合计以裸泳的方式真真切切地放纵一
回， 给暮年生活留一份记忆。

还是儿时在汨罗江裸泳过， 那种天
真活泼、 无拘无束， 至今还铭刻于心。
而以裸泳的方式来重温童年的简单与快
乐， 起初， 大家都还显得难为情， 随后，
一个个笑弯了腰， 却又没有实际行动，
你望着我， 我望着你。 看来一时半刻，
大家还跨不过多年用文明伪装起来的壁
垒。 我是裸泳的始作俑者， 又是相思湖
管理所邀来的主宾， 理所当然成了同伴
眼中的半个东道主， 就这样半推半就地
率先下了水。 人一旦解除了世俗的武装，
跨过了这一步， 就很快超越了自己。 大
家见我直喊过瘾， 也就纷纷卸下了衣衫，
依次跳下了水。 这一跳， 与人类的进步
或退步都无关了。 反正， 我有了一种前
所未有的轻松。 水面， 大家如几片泡在
水中的茶叶很快舒展开来。 只有来自内
蒙古的东海兄还缩在岸边， 似乎感到某
种恐惧， 又夹带着几分兴奋。 我们几个
就催他快下来， 他就有些结巴了：“下、下
不来！”“怎么会呢？”“下来，我、我东、东海
就是、死海了……”

原来东海是个旱鸭子， 这完全出乎
我的意料。 来之前， 偏偏他喊得最凶，
谁会怀疑他不会游泳？ 现在， 东海说最
乐意欣赏我们的悠游， 以此掩饰他内心
对水的害怕。 其实， 这会儿看我们裸泳
的不止东海一个人， 还有那满天的星星，
好奇地眨着眼睛， 一闪一闪的。 而月亮
诡异地躲藏着， 不曾出来。 在湖水里泡
了半个多小时的光景， 陶哥便忍不住爬
上岸， 赤身裸体站在山包上打手机， 把
我们裸泳的事向老婆禀报。 顽皮的东海
挨过去偷听， 电话那头， 陶哥的老婆笑
得喘不过气来， 说这帮老大不小的男人
不怕丑哩！ 她还说明天借个高音喇叭，
向全市人民喊话， 广而告之。 把我们几
个人逗乐了， 大家纷纷爬上岸， 向各自
的老婆打电话。 廖哥的老婆是大学副教
授， 说立马开车前来观摩， 引得我们笑

得前仰后合了……
这些年来， 我们在城里为生计忙碌。

平日好朋友之间相聚机会也不是很多，
如此孟浪连想也没想过。 沉浸在相思湖
夏夜凉爽的湖水里， 忽然我的心有些酸
楚。 为避免这种莫名的情绪宣泄出来，
搅了大家的兴致， 我一个人爬上山尖，
单掌对着嘴唇： 喊月亮！

“喂──
月──亮──粑──粑──
快──出──来──哟──”
这一喊， 廖哥还以为我的诗人浪漫

情怀上来了呢？ 逗得他们几个也跟着我
喊， 觉得好玩。 喊声在山中回荡， 在水
面漂荡， 像瓦片打出的水漂漂一样跳跃
着……

太阳落山许久了， 也不见月亮出来
见我？ 其实， 我也知道， 月亮要爬上那
个高高的山冈， 才能照见相思湖。 我上
次来拍片， 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 见过
月迷相思湖的情境： 那月光奢华的挥洒，
明晃晃的银白， 人可以在月光下读书。
月亮还没有升上来之前， 湖水是幽邃的，
山的倒影叠在湖水里， 更有几分鬼魅。

现在的人， 越来越缺乏交流。 我常
常不知别人想些什么？ 我甚至连与弟弟
的交流也越来越少了。 本想喊他一起来
放松一下， 可他忙他的去了， 即使闲了，
也和他那个圈子里的人玩。 这自然怨不
了他， 我不也是和与我志同道合的人在
一起吗？

这时候，陶哥、廖哥在喊：“月亮出来
了！ ”

我这才从记忆的思绪中醒过神来，
月亮朗朗地升上天空， 洒了一湖的碎银，
像我先前纷繁的思绪。 月光下， 他们几
个开始夜钓， 馒头大的夜光浮标， 落在
百米之外的湖水中， 清晰得像只发光的
湖鸟。 真的出现一只调皮的白色鸟， 站
在浮标上捣乱， 让人鞭长莫及， 又不能
拿什么去砸， 那不是存心把鱼也赶跑吗？
当然， 钓鱼的乐趣， 不在乎钓了多少鱼，
而在于钓的过程中的意趣。

这一夜， 我们没有了睡意， 守着湖
水聊天， 忆往事， 谈人生和剩下的光阴，
一夜未眠。 我不知道， 月下的相思湖为
什么也会失眠？ 是偷听我们几个的隐私，
还是在独立思考什么？ 而我们不再是陷
落月光下的几团黑影子， 而成了几片能
说话的月光光了。

曹旦昇

位于杭州市西湖灵隐路白乐桥的孟
庄， 是中国作家协会建在杭州的一个创
作基地， 名曰： 杭州创作之家。 那幢青
瓦粉墙的别墅静静的坐落在满目葱茏的
百亩龙井茶园之中， 与天下名刹灵隐寺
为邻， 耳聪者早晚可以听到灵隐寺的钟
声， 以及和尚念经时的浅吟低唱， 甚至
能闻到寺庙里香烛的烟火味。 中国作协
于1995年从一孟姓的富商手中以3900元
人民币买下这幢别墅， 创立基地， 于
1988年重建， 故名孟庄。 日前， 我有幸
到孟庄， 并在这里逍遥了十个阳光灿烂
的日子。

从那别具一格的门楼走进孟庄， 正
中是一幢两层的小楼。 小楼东面是一幢
平房， 厨房、 餐厅和一间宽敞的阅览室
就设在这里， 雅致而舒适。 小楼的北面
和西面， 是另外两幢房子， 是供作家们
居住的卧室， 天井里是一个四四方方的
鱼池， 二十几尾大小不一的鲤鱼、 鲫鱼
活跃池中， 给这宁静雅致的居室平添几
许灵动。 几幢平房与那二层的小楼， 既
是单立的， 又被回廊联系成群， 给人一
种烘云托月的印象。 在建筑群的后院，
几棵吊桶般粗的樟树枝繁叶茂， 洒下一
地浓荫， 几把藤椅围着一个茶几， 就摆
在那浓荫之下。

北面有一方草坪， 满目芳草， 青翠
之生命迎面扑来， 生机盎然， 幽静而雅
致。 在草坪的一侧， 几株翠竹掩映着一
块黄褐色的巨石， 那上面密密麻麻刻满
了曾经在此度假的作家们的签名。 巴金、
夏衍、 王蒙等大师的名字赫然在目， 宛
若夜空中布满的繁星， 那风格各异的字
体， 俨然一个个文曲星临凡。 但是， 在
我的想象中， 那是我当年在洞庭湖看湖
鸭时鸭棚外的那个鸭围子。 晚上关鸭的
鸭围子里铺着厚厚的一层稻草， 夜晚归
来时的鸭婆子湿漉漉的脚板在稻草上践
踏， 然后将鸭婆屎拉在上面， 那稻草就
紧了， 平实了。 半夜里， 鸭婆子将蛋生
了出来， 摆在那平实的草地上。 清晨鸭
群放出鸭围子， 朦胧的晨光之中， 黄褐
色的鸭围子里， 星罗棋布的摆满一个一
个的鸭蛋， 酷似那巨石上作家的签名。

那一日， 我和湖北省作协副主席刘益善
先生等几位作家坐在庭院里闲聊时， 一
位全国知名的大作家看着那块巨石对孟
庄的工作人员说： 什么时候把我等的名
字也刻上去……

孟庄， 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
这里一共有七个工作人员。 他们个

个都是热情大方， 和蔼可亲， 和他们在
一起的感觉真好， 就像和自己的家里人
在一起一样好！ 温暖温馨温存、 亲近亲
爱亲热。 真的是那种回到了家的感觉。

除了领导， 那三五个工作人员每天
一清早就起来， 就忙忙碌碌地为我们做
好吃的， 豆腐脑 、 稀饭 、 包子 、 馒头
都是自作。 大厨做的东坡肉堪称杭州
第一流 ， 特别是那类似如洞庭湖的麦
穗刁子鱼的海鱼， 也可堪称天下美食，
味道妙不可言。 来到孟庄的第一天， 我
就买了牛栏山美酒。 早餐的桌子上， 我
将酒杯倒满， 独自一人浅斟慢饮， 这就
让同来度假的作家们大跌眼镜， 一个个
瞠目结舌， 喟叹道： 怎么？ 这个洞庭湖
的湖匪一清早就喝上酒呐……第二天或
者第三天， 上海市作协的海军诗人田永
昌和武汉市作协的评论家王新民终于经
不住诱惑， 分别买来了五加皮酒和古井
贡酒， 在餐桌上喝得风生水起。 在孟庄
发展和壮大了酒徒的队伍， 让我很有成
就感。

在孟庄的十天， 每天都过得十分踏
实。 一大清早起来， 我漫步在白乐桥畔，
曙色裹着的孟庄， 那样美。 静静的， 淡
淡的， 青瓦粉墙， 那样端庄， 天生丽质
的淑女般端庄。 夜晚， 我醉卧孟庄， 四
周万籁俱寂。 孟庄的夜， 隔绝了尘世喧
嚣， 是深山寺庙的夜。 白天， 我们坐孟
庄的车去绍兴看鲁迅的故乡， 去乌镇看
茅盾的坟墓， 也去兰亭看王羲之的遗迹，
去看丰子恺纪念馆和西泠印社。 能去看
那些风景， 都是缘于孟庄。

我从灵魂深处深爱着孟庄。
离开孟庄时， 各位作家都要在留言

本上写几句话。 那一天， 我写道：
“写小说写了多年， 从来不敢妄称

自己为作家。 到了孟庄， 我才领悟到：
一个作家， 只有到孟庄来住上十天， 那
才叫： 终成正果。”

难忘
“百米相送”

杨匡宇

我最近才从网上猛然得知， 湖南省原副省
长刘亚南同志4年前逝世了！ 一个好人永远离开
我们了！ 40多年前的往事一幕一幕地在脑海中
浮现，让人难忘。

上世纪70年代初的一天， 益阳市客运汽车
南站司机张连科告诉我， 益阳地委书记刘亚南
同志要去省会长沙，托他买一张汽车票。 我听了
极为感动，但并不吃惊，因为在此之前，我已见
过刘亚南同志一面， 并留下了使我终生不能忘
怀的印象。

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要到刘亚南家会
他的一个亲眷。 益阳地委坐落在益阳市桃花仑
的一个小山丘上，里面树高叶茂，郁郁葱葱。 而
它附近的山丘杂草丛生，显得光秃秃的。 据说这
是由于大跃进年代把树都砍掉了， 砍树的农民
不敢进地委大院砍树， 因此地委院里的树木才
如此茂盛。

地委传达室周记册老伯是我家多年的隔壁
邻居，向他问明住址后，我来到刘亚南的家。 屋
里没人，我走到屋后，看见左侧一个小厨房里有
一个男人坐在矮凳上吃饭。 走过去一交谈，才知
道他就是刘亚南同志。 一个小方凳（当饭桌）上
摆着两碟菜，一碟是豆腐乳，一碟是青菜。 我怎
么也难以相信，这就是一个地委书记的中餐。 然
而这确是眼见为实的事实。

回到客厅后，他先问了我们厂的生产情况，
接着又谈了一些益阳的建设。 我担心耽误领导
休息，于是告辞，刚走出房门，他也走了出来，我
赶紧要他回房休息，但他坚持要送我，我忐忑不
安、一声不响地与一个地委书记并排走着。 这样
大概走了100米，他停了下来，叮咛我出大门后
如何转向，就站在那里看着我走远。

现在刘亚南同志永远离开我们了， 悲痛之
余，我要把我知道的刘亚南的事迹告诉给大家。

诗人李白用七言绝句《赠汪伦》感谢汪伦踏
歌相送的情谊，我如今也要效仿李白，把“百米
相送”的场景用诗记录下来。 李白是天下名士，
而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老百姓、 一个普通的工
厂职工。 如此，“百米相送”才有特别的意义———

百米送行懿范行，人民公仆暖人心。 桃花仑
景妖娆意，怎及亚南送我情。

“低头族”，
别让精神被技术化
跃兴

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最新公布的第十三次全国国民阅
读调查数据显示，2015年成年国民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率达
到64.0%；其中，成年国民手机阅读接触率达到60.0%，较2014
年的51.8%上升了8.2个百分点，日均手机阅读时长首次超过一
小时。 有评论用“增长迅速”来形容这一变化。

“增长迅速”，这一方面说明了“数字化”阅读的风潮已经
覆盖我们的阅读文化生活，另一方面也说明“手机阅读”已成
为一种主要的阅读方式。 换句话说，也就是阅读的“低头一族”
越来越多，我们每一个人或许都是其中的一员。

4月19日北京青年报刊登一篇报道说：北京地铁官方微博
转载了一组广告插画师曹军兴的地铁低头族漫画作品 《拿什
么拯救你，都市地铁低头族》。 这组漫画通过描绘进站、安检以
及乘车等地铁出行的各个环节， 表现了不少乘客在此期间只
低头关注手机的画面，无论进站刷卡还是在拥挤的车厢内，总
是掏出手机、紧盯着屏幕，而屏幕内容多是微博、微信等社交
媒体。 曹军兴说，创作这组漫画并非讽刺低头族，只是觉得低
头看手机占据主流的现象值得分析，希望引起大家反思。

如何看待碎片化阅读？ 著名作家张抗抗说：“碎片化阅读，
当然是目前不可忽视、或可能在今后愈发普及的现象。 不仅是
年轻人，中年人也开始‘低头’。 我本人有时候也不得不 ‘低
头’。 人们习惯从微信微博中获取碎片信息，而不是完整地深
入地阅读好书。 这种情况当然是令人担忧的。 ”

去年5月份，著名作家梁晓声新作《国人辩论的表情》出版
发行。 梁晓声从来不使用智能手机，但他却将自己的新书《国
人辩论的表情》卖到了中国移动电子阅读客户端“和阅读”上。
梁晓声说，“我从没想过，我写的一本如此严肃的书，竟也能在
手机上阅读”，尽管表示不欣赏“用手机看书的人 ”且很讨厌
“手机控”，但还是允许把自己的书弄成电子版售卖。 这种对待
手机以及今天的生活技术化的态度， 表现了梁晓声的矛盾困
惑之处。

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技术的时代。 这个技术的时代，不
仅影响到我们的文化， 我们的生活方式， 更影响到我们的精
神，乃至我们的情感。这是一个高科技、低人文的时代。科技方
面，越来越发达，可我们常常容易陷于生命的困惑、情感的迷
惘之中。

梁晓声不反对通过手机获取最新信息， 也不反对用手机
看新闻， 但他反对成天拿着手机看肥皂剧、 看文学糟粕的东
西，他忠告年轻“低头族”，“大多数人都在看些没有营养的节
目、没有价值的影片、没有深度的文章”，“你有个手机，不是用
来消磨时间的。 你有多少青春、多少时间可以被手机消磨？ 年
轻人不能被娱乐文化的泥沼吞陷，否则你就完了，你可以偶尔
娱乐一下，但不能每天都在娱乐。 ”这就是梁晓声的拒绝，梁晓
声反对的是我们的文化技术化、 娱乐技术化、 精神世界技术
化。

布谷在左 蛙鼓在右
你的每滴汗水 都应和着春的节律

———刘怀彧

衔一枚勤劳的金质奖章
就有秋果五谷在太阳底下飘香

———袁劲松

当农耕的牛远去 我只好在心里
默默开犁 为了不辜负新的春天

———文凤

在泥土里染一身翠绿，
用真情向整个世界说话。

———欧阳芝兰

蚯蚓趁春雨，翻动一粒种籽，
我发现父亲的脚印，深陷于泥土中。

———侯春梅

生锈的犁头，蒙尘的竹鞭，
能否记起，原野往日的喧哗？

———聂志

你似待嫁的大家闺秀
梳理新装准备香火的传承

———郑建华

阳光把犁铧捂热
在泥土中与季节的恋情正热烈

———文国旺

历史在翻来覆去中
行进了几千年，还将继续

———廖中科

各种农具，粉刷土地华屋
让种子居住，快乐健康过一生

———绿人

煤炭与矿工
肖功勋

乌黑发光的煤
在深深井巷，对煤的敬重，出自每个矿工的

内心世界。
乌黑的煤、凝重的煤打开地层，像打开一扇

灵魂的门，打开矿工的意志。
优秀的煤！幽深的光芒，让思想发光，让深藏

的目光磨砺。
优秀的煤，深藏地底，亿万年的酝酿，在矿工

手中孕育而生。
一切在优秀的煤中消失、复生……煤啊！ 深

深井巷乌黑发光的煤！
像在生与死之间拼命点燃心中的灯；像热切

的愿望、空前的绝唱，使经典的颂词失去吟者。
发光发热的煤，点燃黑暗的煤。 营养精神的

煤，我们热爱的煤，矿工的一生，就是一块活生生
的煤———优秀的煤！

燃烧的目光
从层峦叠嶂的峻岭深山，从生长光、生长热

的丰蕴热土，一群铁骨铮铮的汉子，以普罗米修
斯一样的理想，播种心中的梦，用艰辛用汗水滋
润，用拼搏用热血浇灌。终于，梦的萌芽拔节成一
座伟岸的井架。 终于，矿山汉子的恋歌开始旋响
于黎明黄昏，旋响于春夏秋冬……

头顶旋亮执著的追求，在黝黑的巷道深处编
织闪光的经纬，开采光与热的处女地，将远古埋
藏的七彩主题公开发表，闪烁着满天星光般的文
字，丰富了人间一个个欢愉的情节。

终于， 默默的开垦被写成报告文学的亮点。
自己品味着自己的故事，那双攥过风钻的大手竟
颤抖起来，那双穿透地层的眼睛竟湿润起来。

于是，矿工燃烧的目光，把矿山浇铸成一颗
金灿灿的太阳，将天宇吻亮成璀璨和辉煌……

比喻
光明，与煤炭形成对比，与矿工构成比喻，煤炭与矿工

却能够互为比喻。
一时间，我不知道到底是要为深邃的矿山而惊叹，还是

要为矿山的英雄而喝彩？在矿山蔚蓝而抒
情的天空里， 读透矿工烈火般闪耀的英
姿； 在矿工精致而动人的身
躯里， 深悟光明使者矫健的
步履。 或许这才是矿
工、煤炭与光明串联起
来赋予诗人创作灵感
的神圣要义。

喊月亮

孟庄

汉诗新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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