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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 故乡
□张 强

固原，故园（组诗）

□马永珍

烽火台

用黑夜的黑，锻造了

一把独一无二的刀

许多世纪的夜晚

我都在磨刀

月亮是最好的磨刀石

银河就在旁边，可以随时舀水

月亮的腰直了又弯，弯了又直

我的宝刀准备出鞘

如果明朝霞光万道，那是我

初试锋芒，斩下了一颗太阳的头颅

沈家河水库

西山峁上挖了一个坑，把太阳葬了

南山坡上扯了两丈朝霞，把月亮远嫁了

只要心存敬畏，天天都是良辰吉日

在一朵荷花里，鸥鸟和沈家河水库

一同振翅

东岳山也是情窦初开，跃跃欲试

最后万物都飞走了

只留下我，和我的太阳，我们互相吊唁

他落他的峰线，我哭我的江山

古雁岭

无法阻拦蜻蜓，从石头里逃出来

背着自己的墓碑

拾级而上，风提着秋天来了

像个胜利者，炫耀万紫千红

在古雁岭，冰草的头上长出犄角和楼宇

松针和阳光大秀恩爱

静谧和色彩并辔而行

太阳马车紧随其后

马车上载着火，燃烧

地上地下满是金黄

有的已经腐烂

有的开始新生

东岳山

风在列队，号角四起

跃马提枪，空旷和我准备

最后一次冲杀

天地浩荡，有光

佛陀从羊皮卷里走过来

打着节拍

但你不知我，我也不知道

我，是谁

风把月亮都吹成一个谜

黄卯山

词语很瘦，皮包不住骨头

有半截悲凉裸露体外

还有半颗不死之心

有松鼠跳上树梢

他毛茸茸的尾巴

替寂静遮掩晃动

靖朔门

今夜，靖朔门的月亮又被我

摘下来

放在饮马河里浆洗

清风徐来，吹动摇曳，吹动中年

内心的一场战争

提醒自己，切勿贪婪，洗干净的月亮

必须放回天宇，她

轻微的啜泣声，已经覆盖了

满城静谧

（作者单位系北京市昌平区长陵学校，

宁夏固原人）

缘来一场风月
□邱忠劲

是细雨滴进时间的花园

是花园里蕊儿破苞的声息

是那声息惊醒司雀的轻啭

是轻啭时园子氤氲出淡淡的美

是我的过去和将来……

我是故乡土地与树木的儿子

我是故乡溪水与花朵的女儿

我和故乡在一个时间里相遇

却在另一个时间里和解

故乡是我放不下的素衣女子

站在远处，衣袂飘飘

渐行渐远侧身的一个笑魇

让我释怀

快过所有的思念

暖过所有的温情

是你，使我重生

从此，包围你的是我心的辽阔

日夜向你诉说，光的孤寂

（作者单位系广东省东莞市松山

湖第一小学，湖北孝感人）

为家乡写诗
□王继怀

特别策划·旧乡新城

我写《北京传》之前，准备了

20 多年的资料，都是关于这座城

市的。一开始并没有明确的想法，

只是觉得自己作为一个生活在这

座城市里的作家，理应对自己生活

的城市感兴趣。何况，北京是一座

伟大的城市。

后来，逐渐就有了写这座城

市的想法。我利用业余时间，写

了三四年，怀着一颗谦卑之心，去

面对我永远也写不尽的城市。实

际上我积累了20多年关于北京的

资料——从大学毕业来到北京以

后，我便开始有意识地收藏各种各

样的文史资料，起码有四五百种。

北京，是一所活得传奇、如地

衣般在大地上生长的城市。最早

它是蓟国的首都蓟城；到燕国时，

它是燕国的都城；到了汉代，它是

广阳郡的郡治，比地级城市大，比

省会城市小；到了唐代，它又是幽

州；是辽代和金代的五京之一；到

元大都，城市的位置、空间不断在

移动和改变。

北京，是一所活得细腻、在时

间的线索里极具空间感的城市。

特别是在当代，北京城市副中心、

京津冀一体化、大兴机场均可窥见

其空间感。1949 年后，各种历史

事件对北京旧城改动比较大，也比

较有争议。如今，北京已是世界十

大都市之一。

北京，是一所活得有特点、可

以无限书写的城市。金代最突出

是燕京八景；清末民国时期东交

民巷极具特色，它与世界紧密连

在一起；还有北京的野花、北京的

动物、北京的植物、北京的下水道

系统……无穷无尽，《北京传》可以

一直往下写。

为了写“北京”，我走进北京，

走进北京的建筑里，进到街巷里。

北京 2000 多万人，芸芸众生才是

城市的主体。为了写“北京”，我观

察过一个煎饼摊整个上午的运营，

我去看那卖煎饼的一天卖多少张

煎饼，每个时段多少张；为了写“北

京”，我去调查过北京捡垃圾的工

作网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地盘、

生活的空间，这种胡同里的生活是

有趣的。

北京，是一所活得神秘、充满

未来感但又极具识别度的未来城

市。在高度数字化的今天，北京人

塑造属于自己的地域文化。北京

这个地方干燥，北京人喜欢吃牛羊

肉；人的性格改不了，生活习惯也

改不了。另外，北京作为首都，它

的政治性也很突出。北京人携带

这所城市的地域性，在北京流动。

北京，是一所活得傲慢、但又

极具包容性的城市。我是个北方

人，对北京的违和感不太强烈。当

你在这座城市里有了固定的居所，

你的心态就会发生转变。在北京

买了房子的你，变成了城市的一个

细胞，你的主体感便增强了。它既

然是首都，便是所有中国人的首

都，它接纳从各个地方来的人。

在北京面前，我也变得无比谦

卑，作为作家的主体性自然会隐藏

在时空的变化里，变得渺小。在这

20 年里，我在许多地点观察过北

京的城市天际线，当属景山山顶的

观景亭所见之景最为动人。“城内

都是青灰色的胡同四合院，一眼看

上去平缓美丽，视线里没有多少高

楼和大烟囱，全是灰瓦的胡同民

居。天气好的话，西部和北部的一

抹远山，山体的黛色衬着天空之

蓝，绝对是一个好视角。那个时

候，北京 360 度扩展的城市景观，

波澜壮阔而又波澜不惊地展现在

你的面前”。

越写北京，我越爱北京。这就

是北京人最奇特的地方，一边数落

着城市庞大带来的不便，一边热爱

着这座城市。走过北京的大街小

巷，穿过北京的高楼大厦，翻过北

京的千秋万代，我读懂它的空间、

读懂它的细腻、读懂它的传奇、读

懂它几千年的文明积累。

2021 年，我盼望大家能更喜

欢读书，读自己生活的城市。为什

么还是有许多人更愿意正襟危坐

或惬意倚靠，手里卷着一本书，与

书里面那些低像素的字和词做心

智的博弈呢？美国学者哈罗德·布

鲁姆曾说过，阅读在其深层意义上

不是一种视觉经验，而是一种建立

在内在听觉和活力充沛的心灵之

上的认知和审美的经验。那么，这

样复杂的认知与审美过程，所带给

我们源源不断的惊异感，大概就是

今天还需要继续阅读与创作文学

作品的理由。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

书记，当代著名作家，著有《北京

传》等，生于新疆，祖籍河南西峡）

为城市立传
□邱华栋

学习鲁迅先生的《故乡》，读着

“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

也便成了路”，学生不理解。一番讨

论后，学生小宇的回答引发热议：

“农村很落后，我们将来一定要走出

破农村，创造新生活。”把“破”加在

“农村”前面，他觉得自然；能走出这

样的农村，似乎有几分豪壮。

的确，现在成年人大多这样教

育孩子：“好好学习，走出农村（小

城）。”学生的讨论仍在继续：麻木

的闰土、恣睢的杨二嫂都应该逃出

农村，寻求新生活。我没有着急评

论，童年恍惚间被掀开了口子。

准确地说，我逃出了养育我

的故乡，那时候人们争着逃离农

村，仿佛是一件荣耀的事。于是，

走出大山，逃离在农村度日的窘

境，成为幼小的我从父亲那里继

承来的最大“财富”。

如今，我已在一所农村学校

执教十载，已送走了三届毕业生，

无一不希求他们：走出农村，开创

新生活。但在这节课上，我内心

仿佛被什么东西牵绊着。课堂讨

论仍在继续，所有的声音汇集在

一起，像一个残缺的“二维码”，我

扫不出一个清晰的回答。

逃离了故乡，所驻留的城市只

似一个更大的农村——只是被生

存的圆心钉着，被生活的半径牵着，

我无所逃离罢了。每逢佳节倍思

亲，于是回家就成了身为过客的我

的又一次逃离。时间轴上，我一直

在奔跑，回家对我来说就好像钟表

回拨到某一刻。在故乡串门访友，

乡人从他的时间轴上剥离一小部

分共同记忆，而我却无法在乡人的

谈话里合并出一个完整的属于故

乡的时间轴，我缺席乡村太久了。

大伯家散养的鸡跑遍了半个

山坡，就在我儿时挖婆婆丁、白

蒿、苦菜的地方；哥哥开上了出租

车，儿时载我赶集的摩托卖给了

镇上修理铺……他们把时间熬成

了日子，大把的幸福生活让我羡

慕。如果我当年没有逃离农村，

应该也能过上如他们这般平静而

幸福的生活吧！

我的故乡依然美丽，而我却

感到那样的陌生。如果我没有逃

离，我现在会不会和这群孩子一

起品咂着《故乡》，会不会如同鲁

迅笔下“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

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

着一轮金黄的圆月”？

“二维码”似乎补全了，我已

经扫出清晰的答案。我看着小

宇，转头问同学们：闰土和杨二嫂

代表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生活贫

困，在“逃离农村”与“改变农村”

之间，你认为作者更倾向于哪一

种？你又倾向于哪一种？

诚然，与十五六岁的孩子谈

乡土、乡情有些困难，但血气方刚

的学生骨子里也有强烈的自尊、

自强意识：农村是我们的家，如果

我们都逃离，那故乡就人去“村”

空。于是，我追问：故乡谁来建

设？农村谁来振兴？学生七嘴八

舌：我们要建设自己的新农村，倡

导纯真、直率的乡规民约，与农民

一起建设新生活……学生争着讲

述自己美丽的乡村梦。

多少年以后，他们回到故乡，

或许和我一样，来到别的乡村，把

美丽的梦种下，呵护它开花。

是的，这不是我的故乡，但我

却要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扎根农

村，与这里的孩子一起成长，建设

这一片农村。远在几百公里外的

故乡山村里，想必也一定有这样

一堂课，师生一起“建设”着乡村。

哦，远去的《故乡》！哦，我们

的故乡！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淄博市

临淄区齐陵二中，山东淄博人）

走不出的城
回不去的乡

有人为城市立传，探寻地
域文明之传奇；有人为家乡写
诗，捡拾乡土文化之情韵。

在故园的流连里留下对
生命的感悟，在城市的生活
中悦纳生活给予的充实。携
着这城乡的温情，找寻未来
的踪迹。

我曾为家乡梅兰村写过一

首小诗——《梅兰，我的家乡》，

老友看后为其谱了曲，后来竟在

村子里传唱起来。

有人说，这是怀着乡愁去寻

觅家园，我写这首歌大抵也是如

此。歌词里“我常常想起我的家

乡梅兰，那里有我童年美好的记

忆……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

木，常常在我的梦里回放”，这是

在外工作生活的游子对养育过

自己的土地一种深深的眷念、一

种浓浓的乡愁。

美不美，故乡水；亲不亲，故

乡人。不管在梦里还是在现实

生活中，我始终割舍不下这段家

乡时光，那里的每条河、每座山，

驼背的大爷、穿裤衩的小伙伴，

以及在山上吃草的老黄牛、家中

的小花猫……这种烙在心灵深

处的“DNA”，一辈子附在身上。

来到广州工作后，在外点

餐时，脑子里总想着家乡的特

色美食：梅兰豆腐、山羊腊肉、

长滩小河鱼、向阳坪土鸡，甚至

还想来点三江米酒；在外游玩

时，我会不自觉地想起家乡的

山羊揽胜、塘鱼石、红岩山、七

星伴月、木兰茶园等山水风光；

穿行在城市的高楼大厦间，我

也会想起老家油亮的能闻出桐

油淡香的木板屋。

在羊城每次听到粤语时，我

脑海里会浮现那特别亲切的乡

音。我的老家位于湖南省怀化、益

阳、娄底三个地市的交界处，这里

乡音颇具韵味，可谓既南腔又北

调，既有溆浦腔，也有安化腔，还有

新化腔。家乡的方言不好懂也不

好学，但我很喜欢。大千世界之所

以美丽，乃因其包罗万象、异彩纷

呈。倘若所有的地方都千篇一律，

而没了各自的乡音、历史、风情和

韵致，那么这个世界美在何处、美

从何来？因此，不管普通话怎么普

及，各地颇具特色的乡音永远不会

消失。

我想起在万米高空与一位

华侨的谈话。他居住在华人较

多的意大利普拉托。他说，走在

普拉托的街头随处可见中餐厅，

在来来往往的行人中也常能碰

到华人，如若不是两旁欧式建筑

衬托着，仿佛置身于国内。他说

他来到普拉托已经30多年了，潜

意识里也已把那里当成了自己

的第二故乡，但在内心深处却始

终认为那里不是他真正的家，他

说他的根在中国，他退休后一定

要回到家乡，回到生他养他的故

土……

自上大学开始，我就离开

了大山深处的老家，在不同的

城市学习、工作、生活。但不管

在哪个城市，特别是夜深人静

时，浓浓的乡愁就会一股股地

涌上心头。我常常想起家乡，

想起邻里乡亲的欢歌笑语；想

起大山里的泉水长流不尽，四

季花果一派生机；想起牧童吹

奏的田园之歌，穿越田野山岗，

穿越天际……

（作者系广东省作协会员，

湖南怀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