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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震

家乡这座小城之所以可爱，天赋异禀无疑是一
个极具决定性的因素，背山枕河，这种景致这种灵
动这种得天独厚的小环境小气候实在招人喜欢。

朋友浩莹高就省城快20年了， 想回来找个
窝，说家乡小城宜居，买套房子周末回来住，退
休后回来住。有人推荐山脚下一个楼盘，房子品
质好价格适中，说是山脚下，实际贴着山腰，小
区俯瞰河流穿城而过， 很有点香港太平山豪宅
的感觉呢。有人打岔：这里本就不该建住宅，站
在楼盘局部看外面确实是好， 从山城整体看东
南一隅，这大片房子便显得有碍观瞻。我和浩莹
深以为然。

比较来比较去，浩莹后来买了傍河南岸某楼盘
的一套公寓。他特别中意小区门前的湿地公园。

湿地公园的招牌似乎潮得稍稍有些过了，其实
就是河流城区核心段的风光带，体现城市建设品质
的栏杆木椅、亭台楼阁、花池草坪、卵石步道，拿捏
得恰到好处避免了灯光污染的亮化工程，高品位的
绿化，尤其是那一大片一直在原地长了好几十年的
古枫树，更有山岚设色，鸢飞鱼跃，流水潺潺，鸟语
啁啾，童叟嬉戏……

某个周末，浩莹又打电话来啧啧称赞小区门口
散步的感觉妙不可言。 我忍不住要扫他的兴了：你
没有发现美中不足吗？他问我是不是指风光带入口
处那块方正无棱、牛高马大的石头，我连连称是。他
说正要与你说这事：“怎么下得了手呢，简直是暴殄
天物！”

在我看来，修建沿河风光带时立一个“湿地公
园”的石头标识，就已经显得有点多余。让外地客人
在这里一睹名河的蜿蜒曼妙，还用得着告诉人家这
是我们造的湿地公园吗？现在好了，一个不嫌少，两
个不嫌多，再加上一块比湿地公园的标识体量大好
几倍的、没有半点生机趣味的丑石，上面用红色油
漆涂抹着异常醒目的电脑体大字： 法治文化广场。
公园也好，风光带也好，广场也好……建筑本是文
化，无需额外标榜，一标榜就让人想起暴发户腰带
上那只鼓鼓囊囊的大钱包。怎能不让人觉得大煞风
景痛感文化的缺失呢？

为了让“法治文化”的标识不至于被十分唯美
的自然环境虚化，你会发现这“湿地公园”里的步道
两旁随时可见“犯罪是带刺的玫瑰，美丽诱人，却让
人流血流泪”之类的宣传牌。这样的警示未免让象
征爱情的玫瑰连同河畔的无边风月都自觉羞愧不
已，似乎消受不起这种“法治文化”的生硬植入。更
让人觉得滑稽的是，曲径通幽的步道旁、草地上，原
先“随意”点缀的一些意趣盎然、个性活泼的观赏
石，忽然全被抹上了红油漆“法”字。一块石头一个
“法”字，“法”无定法，满目尽“法”，简直让人无法忍
受。难怪浩莹要斥之为“暴殄天物”“怎么下得了手”
了。

我曾建议有关方面清理一下这些尴尬刺眼的
“文化符号”。一位先生开导我：也不是说不能搞法
治文化广场，而是这个广场搞错了地方。一语中的。
这些东西放到公、检、法、司的任何一个院子里去都
无可非议，我还为市人民法院大厅正面墙上镌有端
庄大方的篆体“灋”字点过赞呢。我脑海里蹦出了
《明史》 范祖干传里的一句话：“使万物各得其所而
后可以言治。”

亚里士多德哲学里有“错置”一说，他认为，
每一事物都有它自然的位置，错置就是事务被放
到并不属于它们， 它们不应当所处的位置上。通
俗地理解天人合一，其实就是强调我们得让万物
各得其所，各安其分，各尽其性。城里近河山上那
片房子不是不好，而是它们“长”错了地方。我和
不少朋友对“法治文化广场”耿耿于怀，“也不是
说不能搞法治文化广场，而是这个广场搞错了地
方”。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类应该是生态平衡的一
分子，污染就是一种“错置”。城市建设管理中的败
笔是错置，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畸形是错置，生态环
境的恶化是错置……错置的根源应该在于人太任
性，或者说权太任性、钱太任性？敬畏天命、知止有
定是一种大智慧啊。

天人合一莫错置，最怕山高我为峰。

伍欣仪

我向来不待见父亲， 童年时候，
关于他的记忆总是断片的。长大后回
想起来，最美好的总角时光，言笑晏
晏，父亲的身影也常常无处可寻。

而我向来也鄙视他，作为一个高
级工程师，纯度饱和的工科男，他在
我妈和我面前向来是智商满格、情商
为零的存在。情人节从不会对我妈说
什么情话，我过生日也从未给我买过
什么礼物。于我而言，父亲早已成了
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每当看到别的
父亲舐犊情深， 我心里是又酸又恨，
伴随着这种“酸痛感”，我怅然若失地
度过了我的豆蔻年华。

直至那年仲夏———
徒步翻过一座沙丘，我和父亲到

了滑沙的场所。已至日暮，沙丘的表
面开始降温，但手放上去久了，仍能
感受滔滔热浪，烈火灼心。

一个滑沙板上坐两人，共同控制
方向。

父亲坐在我的后面，双手稳妥地
压在滑沙板两边，难得地多问了我一
句：“怕不怕？”我僵硬地点了点头，又
马上摇头。然而当导游将滑沙板往前

推的那一瞬，我却无法抑制地惊恐喊
叫。滑沙板顺着陡峭的沙丘猛地快速
俯冲，热风滚滚而来，我悄悄睁开眯
缝的眼，远处开阔的视野不禁让人眼
前一亮———辽阔浩淼的沙丘上，一队
骆驼正默默彳亍，悠然的铃铛声在风
中飘荡，渐渐沥沥，让人恍惚想起南
方古寺绯檐下的青铜小铃。

美中不足的是，热风中夹杂的微
小沙粒总会狠狠刮过我的手，是细密
的疼。突然，滑沙板猛地倾斜了一下，
我慌忙侧头，爸爸小声说：“没事”。接
着滑沙板又平稳地飞驰起来，恍若在
广袤大漠中扬鬃飞蹄的卢。

没多久， 我们便滑到了沙丘底
部。我拍拍腿上的沙粒，迅速站起，一
回头，却无意瞥见了他的双手———纵
横交错的刮痕狠狠嵌入每一道肌理，
血渗着沙粒从伤痕里汩汩流出。那双
手在烈日的烘烤下，通红肿胀。

而他却装成满不在乎的样子对
我笑，“没事，别担心。”

沙丘下的工作人员都被父亲的
手吓得不轻，急忙将父亲送去了附近
的医务室。

而我只是愣愣地站在原地，无法
动弹，我不知道自己该以怎样的姿态

再去面对父亲。父亲的手在飞速割过
的层层沙粒下忍受了怎样的苦楚，我
无从知晓。

父亲为我铺开了一片大漠风光，
我却从未在意他在我背后紧蹙的浓
眉；父亲为我的平安喜乐不知疲倦地
默默耕耘， 我却一直埋怨他从未陪
伴。可这么多年来，他累了，倦了，需
要孩子为他送上一杯温水的时候，我
从不在他的身边。

我一直都认为是父亲将我遗忘
在了时光的角落，殊不知，是自己将
父亲活成了一个过客。

我买了降温冰块，正准备进医务
室， 却无意听见了父亲和医生的对
话，“其实， 滑板的稳定性还是挺强
的，您不用把手放在两边……”

“孩子比大人还是要轻些，我们
一坐上去，我就觉得滑沙板有点往上
翘……我是怕她摔着……”

手中的冰块渐渐融成冷冽的雪
水，流进我的心里，却化作眼中滚烫
的泪水。

我轻轻推开门， 笑着喊道：“爸，
我来了。”

也许这声呼唤，他已经等了许多
年。

何启明

高铁是我的坐骑
此刻我又北上
南方的水田禾苗正绿
看得见田里闪亮的沧桑
穿过信阳， 穿越季节
北方正在收割
大片麦田金黄

麦子和谷子， 一生至爱
土地里长出的好兄弟
早晨面条， 或者馒头
午餐和晚餐总会有米饭
一日三餐， 每天南北通吃

一闪念的速度好快
人工智能更快
闪念之间便胜了九段棋手
闪念之后又成为新锐诗人
我写几行文字
快闪， 寄给我的童年

时间仓
我在那里
我是死亡的俘虏
那是一滴水
被风浪打到岩石上
然后消失了
它会回来
不知道， 是不是
在我脸上滚落的那一滴

水分子在身体里走动
脚步声穿过肺腑
在血管里回响
皮肤一点点老化
树皮坚硬而粗糙

童年的书写留在地球上
稚气雕刻的版画
挂在记忆的走廊
阅读从足底开始
沿躯体而上
知性在脑海中积淀
间或飘过流星雨

我是自己的羽毛
肌肉， 翅膀， 飞翔
风雨无阻， 剪影苍苍
山水画在心中
每一幅都十分神奇
日记里写满情诗
开花， 或者结果

我是死亡的俘虏
我活在时间的仓库里

欧雨濛

清晨
东方升起的胭脂红
偷偷跑进我的画板
渲染成村头盛开的朵朵睡莲

正午
故乡小屋前知了的低吟
引发一场百鸟的合唱
村落也在烈日里更加生机盎然

傍晚的炊烟
在小伙伴们跳水溅起的浪花里
在牧童和牛的背影里
在父亲吸着旱烟的沉默间
在母亲呼喊回家的声音里
袅袅升起

游宇明

看过这样一幅漫画， 年轻的母亲等在家
门前，四五岁的儿子甩开她的手，奔向月夜归
来的父亲， 图下有言：“人生有两个方向很重
要，一个是出门，一个是回家。 ”

这幅漫画有两个令人遐想的概念：出门、
回家。 人生需要“回家”。 家是生命的驿站、心
灵的港湾，是让我们休息、养伤、加油的地方，
充满着无比的温馨，但在“回家”之前，先要出
好“门”。 你是小孩儿，长到五六岁，该上学了，
是“出门”；你读完了高中、大学、研究生，具备
了一定的知识基础，走向社会寻一个职业，是

“出门”；你事业稳定了，希望找一份缠绵的
爱情 ，是“出门 ”；除了亲人、朋友，我们从

小到大，都要跟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同样是
“出门”……如果我们将回家看作是生命的抵
达，出门则是带着梦想的出发。

当然，一个人也不能为出门而出门。 你是
学生，一方面要锤炼好品质，另一方面还要装
点知识到肚子里；你是职场中人，应该做肯干
事、能干事的人，让每一个接触你的人心生敬
重；你正在恋爱，理当呵护、体贴自己所爱的
人，珍惜彼此的感情；你是社会的一分子，要
学会善待自己碰到的每一个人， 使别人知道
你对他们怀有善意……方向对了， 你的“出
门”才会快乐，也才可以让在家里等着你的人

放心。
最近读《曾国藩日记》，我发现一个事实：

进北京之初，曾国藩天天满足于跟人聊天、吃
饭，晚上睡得迟，白天起不来，待人也硬里硬
气，少有柔软。 后来，他的老师倭仁叮嘱他必
须学会“研几”（讲究细节），朋友陈岱云则提
醒他要戒慢。 曾国藩决定痛改前非，比如减少
应酬，尽量做到早睡早起，比如压制自己的好
利之心，比如主动跟与自己“有隙”的郑小珊
和解……正因为讲究“出门”的方向，曾国藩
后来才在事业上取得巨大成就， 成为晚清名
臣，将一个“家”回得漂漂亮亮。

在方向的选择上， 人生出门比一般的旅
行出门复杂得多。 旅行出门，向左还是向右，
向上还是向下，只需要简单的经验，自己不清
楚还可以问别人， 如今更是简单， 开启一下
“百度地图”，点击步行导航，一切OK；但人生
“出行”择定方向，除了需要判断力，还需要正
确的价值观、严格的自我要求。 不是吗？ 大家
都觉得荒废时间不应该， 但总有人不将时间
当回事的。 判断力只会使一个人明了某件事
的真相，正确的价值观、严格的自我要求才会
让我们朝着正面的方向去努力。 换句话说，旅
游出门，我们选择方向是本能意义上的；人生
出门， 选择方向， 则带着操守和智慧的血液
了。

出好“门”是生命的第一功课，做好了这
件事，我们的“回家”才是有意义的，我们的人
生才有留下印迹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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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一首）

夏

手心沙痕

天人合一：

万物各得其所

成娟

这个假期， 我与虎子结伴去九寨
沟， 出发前声明： 儿子， 这次是你带
妈妈去旅行。 18岁的虎子听着笑了
笑。

8月8日8时， 我们随成都集结的
散客团出发， 当晚9时到达九寨沟。
彼时九寨沟沟口， 酒店和商铺林立，
处处灯火通明、 歌舞升平。 孰料19分
钟后地震突袭， 数万人的大撤退和恶
劣考验拉开序幕……

在藏民家遇上地震
瘦小个头的小马哥是我们所乘旅

游大巴川A0092M的导游， 30多岁，
幽默风趣， 口才很好。

到达九寨沟时已是晚上9时， 我
们首先从停车场步行约10分钟去藏民
家做客。 这是旅游团的第一个行程。

彼时， 藏民家人声鼎沸， 哈达和
歌声飞扬。 全团分为男女两队， 之间
隔着一盆红旺旺的炭火。 一位中年藏
族妇女一一给我们戴上哈达， 正在此
时， 天昏地暗， 一股强风旋来， 顿时
脚下大地上下起伏， 刹那间电全停
了， 周遭坠入茫茫黑暗里。 我站立不
稳， 头顶的门框像魔方一样扭曲， 随
时欲砸下来， 旁边的炭火乱喷， 火蛇
般迅疾灼伤了一些人。 大家懵在那
里， 3秒内， 率先跑向门外的是藏族
小伙。 随即小马哥大声说： “是地
震， 大家跟着我马上撤， 都不要慌。”

队伍紧跟着小马哥迅速撤到民居
之间的小空地， 簇拥在一起。 跑路
时， 河北的先生掉了钱包、 山东的母
子丢了手机， 都不管不顾了。 小马哥
用手机照明， 一个个数人， 大家眼神
虽惊恐， 35人一个都不少， 哭泣的小

孩也被搂在家长怀里。
黑暗中小马哥清点完人数， 就着

手机的亮光大声喊： “不要怕， 我
在， 大家就在； 我平安， 大家就平
安。 等会我带大家回停车坪， 那里最
安全， 走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走在路中
间， 以防两边房屋落下东西砸伤。”
大家使劲点头， 跟着导游往停车坪
撤。 沿途一路提心吊胆。

漫长的地震之夜
距地震半小时左右， 我们一行人

跌跌撞撞回到了容纳有数百辆旅游大
巴的停车场， 爬上车时发现司机彭师
傅地震时右腿小腿处骨折， 膝盖也鲜
血淋漓， 彭师傅脸疼得惨白， 但他说
不碍事， 先不要打120， 震中还有更
危急的伤者等着救助。

回到车上， 断绝信号的手机连上
了车内wifi， 我们赶紧联系亲友报平
安。 儿子发现手机上新闻报道说凌晨
三时还可能有强震， 马上告诉我， 他
今晚不睡， 值班。 我使劲点头。 车上
35名游客， 多是女人和孩子， 仅有寥
寥几个成年男子， 18岁的虎子已在大
学校园督察队历练过一年， 擒拿格斗
样样熟悉， 他不时和小马哥一起在车
前车后巡视周遭。

我坐在车座最后一排， 望着无际
的黑夜， 发现停车场不时有手电筒的
强光。 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已经在巡
视、 组织、 救助。 席地而坐的人们陆
续披上了被子或毛巾被， 原本乱入心
扉的哭喊声渐次平静， 取而代之的是
高原上的寒冷和寂静。 不时地， 有呼
啸而过的救护车和施工车的声音。 温
度降至10摄氏度以下， 认识不认识的
人都依偎着抱团取暖， 宛如一家人。

强震没有发生， 上百次余震不

断， 好在有惊无险。

壮观的大撤退
次日凌晨5时左右， 九寨沟的天

开始蒙蒙发亮， 安置疏散工作开始
了。 陆续有车驶出停车坪， 上千辆车
井然有序撤退。 轮到我们已是上午八
时多。 没有吵闹没有拥挤。 我看到的
大多数游客面容虽然疲惫但却很淡
定， 孩子们在那种环境下也很安静。

离开沟口时， 整晚未合眼的虎子
说， 妈妈， 你看九寨沟出太阳了， 好
美。

那一刹那， 车上的35个人不约而
同都看着太阳， 透过尘土飞扬的上
空， 那一轮红日如此磅礴壮观。

漫长的车队缓慢地前移， 走走停
停近两个小时后， 车驶出九寨沟4公
里， 进入相对安全的地带， 彭师傅靠
边停下车， 告诉我们： “对不起大
家， 要请大家分散到其他大巴车上
了， 我的腿实在不能坚持了。” 我们
围上去看着他破损的膝盖和淤紫的小
腿， 默默无语地点头应允。 是怎样的
毅力和意志， 让彭师傅坚持一夜， 硬
是撑着送大家出了九寨沟。

回成都的路上， 可以看到不少私
家车顶着残破的车顶奔走。 沿路可
见， 只要有空位， 过往的大巴车都会
停下来接在路边招手等待转移的人
们。 大巴车上， 大家整整一天一晚没
有下车吃过饭， 就着一点水一点干粮
支撑回到了成都。 但大家都精神饱
满， 没有任何怨言和沮丧。 整整39个
小时没有休息的虎子， 回成都后问彭
师傅会不会得救。 我说， 一定会的。
那么多人的大撤退都井然有序， 强大
的国家和政府， 不会漏下有爱的彭师
傅的。

地震九寨沟
亲历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