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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夜空上写字
美文

MEIWENJINGXUAN

精选

■鲍尔吉·原野

夜里，登上汗乌拉山的山顶，风
吹石壁，仿佛已经把山推出了很远。
站在山上看远方的星空，如平视墙上
的一幅地图。夜空像百叶窗一样倾
泻而下，不用仰脖子。这样慢慢看就
可以了，先做的事情不是辨寻猎户座
在哪儿，以及牛郎织女星的位置，它
们跑不掉的。先看夜幕有多大，这像
一只蚂蚁探究沙漠有多大。大地之
上皆为夜空，眼前的不算，夜从头顶
包围到我身后。转过身，夜又从头顶
包围到我身后。这么大的夜，却不能
说是白天变黑了。我宁愿相信白天
和黑夜是两个地方，就像大海与森林
不一样。

流星划下，由天穹划入霍林河方
向。我以为它落地三四秒后会发生爆
炸，起火，照亮那一小片地方。但没
有，我在心里重新数了三个数，还是没
有。流星也不一定诚实，或者它掉进
沙漠里了。科尔沁的沙漠漫无边际。
在流星划下那一瞬，我觉得有一个高
大的神灵在夜幕上写字，刚才他只写
了一撇，他的石笔断了一个碴，化为流
星。为什么是撇呢？他可能想写人。
人没意思，神怎么会写人呢？ 他不
一定写汉文，天神写字最有可能写回
纥文。这是神奇的文字，催生了藏文
和蒙古文。它的字形更接近自然，像
木纹、冰纹或绳索的纹样。

面对这么一幅夜空，难免想在上
面写写画画。汗乌拉山顶的灌木如
一簌簌生铁的枝叶。风钻进衣服里，
衣服膨胀为灯笼。夜色最浓重的部
分由天空滑落并堆积在地平线，那里
黑重，堆着夜的裤子。夜在夜里裸露
身体，否则谁也看不到星星。夜只在
傍晚穿两件衣衫，入夜便脱掉了。没
有人能在夜里看清夜的身体。横卧
的银河是天河的身体，夜在澄明中隐

蔽。虽然有光，夜在光里交织了无数
层纱幔，黑丝编造，细到了纳米级，让
人的视力不管用了，兽眼管用但兽对
夜不起妄心。风吹到山顶后变得无
力，软软地瘫在石头后面，往下走几
步，便感觉不到风的气流。河流白得
不像河了，如一条蜿蜒的落雪地带，
雪花满满地堆积在河床。

天比地好，它不分省市县乡，我
眼前的夜空应该比两个县大，但它不
说自己属于哪个县，也不设天空的县
长。以后官不够当了，也许会在天上
设省和县，让后备干部先当天上的省
长和县长，慢慢过渡。夜空上面的群
星，我以为跟星座什么都无关系。把
星星拟分为星座，不过是人类的臆
想。星星是密码，是航标，是人所不
辨识的天的文字。人类从古到今所
看到的星空只在一个角度，是扁平的
对望。而进入夜空，譬如上升到一百
万公里之后看星星，看到的就不是什
么大熊星座、猎户座了，序列全变
了。星星像葡萄一样悬挂在眼前，在
运行中变换队伍，传达新的密码。星
星把地球人管它们叫大熊星座当成
一个笑话。近看，星星有粉色、蓝色
和地球人没见过的颜色。地球人离
星星太远，星星仿佛是白色，实际这
仅仅是光亮。正像灯光所发出的光，
与白无关。

群山在夜里隐藏得最好，巍峨陡
峭，这些外貌全被夜色藏了起来，山
的轮廓变矮，只是稍稍起伏一下作
罢。山坡的树终于变成跟山同样的
颜色。月亮照过来，树林的叶子竟白
成一片，像漂在树顶的河流。山石变
成灰色，山上的泥土变成黑色。枭鹰
的叫声如同恐惧于这样的寂静。风
再次吹来，仿佛我是麦子，把我一吹
再吹，让我成熟。我想如野兽一般从
风里嗅到五十里外其它野兽的气味，
但嗅不到，只嗅到苔藓的腥气。谁忍

心和这么大一片星空道别？星星眨
眼、荡漾、飘忽、航行。在无人的夜
里，在山顶对星星打什么手势都被允
许，与它们对话却显得徒劳，太远
了。看一会儿，我大体的想法是星星
散布得不够均匀。一是头顶少、四外
多。二是东南少、西北多，窜一窜不
行吗？远方的河水只白不流，如果走
近，见到月光拦腰横在河面上，不让
流。我知道狐狸、獾子、狍子在树林
里活动，那里很热闹。又有流星一头
栽到地面，太快，没看清这只流星多
大个，也看不清它落到了哪个旗县。
天上又有人写字了，折断的石笔头落
在人间，他写的字在哪儿呢？

曙色
曙色是未放叶的杨树皮的颜色，

白里含着青。冻土化了，水分慢慢爬
上树枝，但春天还没有到来，还要等
两个节气。

日落时，西天兴高采烈，特朗斯
特罗姆说像“狐狸点燃了天边的荒
草”。日之将出，天际却如此空寂，比
出牧的羊圈还冷清。

天空微明之际，仿佛跟日出无关，
只是夜色淡了。大地、树林和山峦都没
醒来，微弱的曦光在天空蹑手蹑脚地打
一点底色，不妨碍星星明亮，也不碍山
峦包裹在浓黑的毯子里。这时候，曙色
只是比蚌壳还暗淡的一些白的底色，天
还称不起亮。杨树和白桦树最早接收
了这些光，它们的树干比夜里白净，也
像是第一批醒来的植物。在似有若无
的微明里，约略看得到河流的水纹。河
流在夜里也在流动，而且不会流错方
向。河水在不知不觉中白了起来，虽然
岸边的草丛仍然黑黝黝的。这时，河水
还映照不出云彩，天空看不到有云彩游
荡，就像看不清洒在白布上的牛奶的流
淌。星星遗憾地黯淡下来，仿佛退离，
又像躺在山峦的背后。露珠开始眨眼，
风的扫帚经过草叶时，露珠眨一眨眼

睛，落入黑暗的土壤里。鸟儿在树林里
飞蹿，摇动的树枝露出轮廓，但大树还
笼罩在未化的夜色中。鸟儿在天空飞
不出影子，它们洒下透明的啁啾。受到
鸟的吵闹，曙色亮了一大块，似乎猛地
抬起了身子。

我没听到过关于天亮的计量术
语，它不能叫度，不叫勒克司（lx）与
流明 （lumen）。大地仍然幽暗之际，
天空已出现明确的白，是刚刚洗过脸
那种干净的白，是一天还没有初度的
白。它在万物背后竖起了确切的白
背景，山峰与天空分割开来。天的刀
子在山峰上割出了锯齿形状。天光
让树丛变成直立的树，圆圆的树冠缀
满叶子，如散乱的首饰。河水开始运
送云朵，这像是河上的帆。最后退场
的星星如礼花陨灭于空中，它陨灭的
地方出现了整齐的地平线。

这时候，如果谁说“天亮了”，他
并没有说谎。人可以看清自己的白
手。夜半解手时，人看不见自己的
手，只能摸索着解开裤子。

我在贝加尔湖左岸跑步，天的白
光渐渐从树林里升到空中。湖水是
庞大的黑，如挤满海豹的脊背，而天
色的白是怯生生的，似蒙了一层轻
纱。好像说天亮还是不亮是定不下
来的事情。天未亮，但树林慢慢亮
了，高大的松树露出它们粗壮的枝
桠，如同强壮的胳膊。树从一团团剪
影似的黑影里流露苍绿。转眼看，湖
水变白，比天空还要白一些，类似于
鱼肚白，好像刚才那些海豹翻过身晾
肚子。站住脚看，这地方真是简洁，
只有湖水和天空两样东西。而且，湖
水比天空面积大得多。以人的身高
看贝加尔湖，肯定是湖大天小，这跟
上帝在天上俯瞰不相同。

在山野观曙色是另外一样。
我曾在太行山顶上住过一宿。

那里天黑得早，亮得晚。我有早起习

惯，出门刚走几步，被一个东西拉住
衣袖。我用左手慢慢摸过去，原来是
枣树的枝条，它隐藏在浓密的夜色
里。抬眼看，看不见早已看惯的天，
好像天被山峰挡住了。而我头一天
入睡前，特意看了看，天分明还在那
儿，还有星星，尽管不多，但此时竟一
点天光都没有。我退回屋里，看表，
天应该亮了。五点了，这个村的天却
迟迟不亮。我甚至想———是不是
这里的天不亮了？这么一想挺害怕，
那就下不了山了。过了15分钟，窗外
有白影。我出门，看到地上起白雾，
天还没亮 （其实亮了，不然哪有照见
白雾的光？），往前走，又有树枝扯住
右边衣袖，仍然是看不清树。此时，
我明白一个浅显的小道理。平原上
的光由地平线漫射而来，它从四周冲
过来包围大地。这里四外都是山峰，
光悭吝。再走，我看到脚下的青石
板，踩上走。雾越发浓，比舞台的干
冰效果还浓烈。雾里如有狗有狼咬
住你的腿，那是一点办法也没有。这
么想着，我左腿肚子抽筋了，觉得亮
牙的狗正在雾里瞄准我的腿肚子。
雾大，看不到头顶的高山，当然也看
不到所谓曙色。其实曙色已经藏在
雾里，是一团团棉纱。

说话间，山谷传来松涛的呼喊，雨
滴如洪水那样斜着打过来，湿了左边
衣裤，右边还是干的。一瞬间，雾跑
了。雨或者风过来赶走雾。可爱的天
空在头顶出现，白得如煮熟的蛋壳，山
峰骄傲地站在昨天的地方。最陡峭的
地方树木孤独，大团的雾从它们身边
沉落在山谷里。这时候，天空飘来了
彩霞。它们细长成绺，身上藏着四五
种颜色，以红黄色调为主。如果你愿
意，把这些彩霞看成是金鱼也可以。
太阳正藏在东方峰峦后面，把强烈的
彩光打到云彩上，之后打在山峰上，一
片金红。

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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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韩振远

古村落的屋舍瓦楞上长满绿
茸茸的青苔，与发黑的梁柱、砖雕
的墀头、脱落的墙壁和狭窄的街巷
一起站立在历史深处，用幽寂而孤
独的神情，自顾自地讲述长长短短
的故事，语速宁静缓慢，娓娓道来，
不管有没有听众。

真正古老的村落是自然选择
的结果，由大地、山川、河流塑造。
苍茫的天空下，古村落蜷缩在山凹
间、沟坡上，与村旁淙淙流淌的小
河相映成趣。没有流水陪伴，老屋
也许苍然，古树也许虬劲，历史都
不能算悠久，至少没有神秘而原始
的气息。河流为人类提供了水源，
也给人类带来万千气象。大到一
国之都，小到一家之舍，人类最初
选择聚集地时，都会尽量傍着一条
河流。

这几年，我每次踏进一个真正
的古村落时，都要先跨过这样一条
河流。

中国人选住宅讲究风水，其
实所有真正的古村落都有好风
水。远古时代的先民崇尚自然，
没有风水概念，却更需要阳光、水
源，要避开寒风得到阳光照耀，就
必须选一个背靠高埠面向太阳的
地方；要方便地使用水，就要找一
个依傍河流、溪水的地方。所谓
的青龙白虎、负阴抱阳，都是占卜
师对人类自然抉择的附会。我生
活在一个有数十户人家的小村
落，上一辈老人口中的村子庙宇
巍然，屋宇俨然，本以为是个古老
的村落了，看过真正的古村落后
才明白，那种建在平原、身边无河
流的村子，尚缺少历史的厚重，虽
然也有不少年代，却还没有古老
到皱纹纵横、银髯飘飘。洪荒时
代的人类，不会在这里聚族以居，
所以能形成村落，是很久以后的
无奈选择。

古村落的历史往往与现代社
会隔着遥远的时空，像传说一样神
秘而又朦胧，距离喧嚣的生活却很
近，有时候，在大山里行走，村落仿
佛藏在山的皱褶间，一不小心就撞
见了，若遇到了一位一脸慈祥与和
善的老翁，由不得停下脚步，与他
攀谈。有时候，古村落就像一位世
外高人，让我们这些被生活撞得浑

身伤痕的人慕名去拜访，以图从他
那里获得心灵的慰藉。

偶遇邂逅与专程造访的感觉
绝然不同，我更看重的是满怀憧憬
的造访，并不期待突然而来的邂
逅。也许我有古村落情节，外出旅
行，每听到周围某个地方有古村
落，就会被吸引得魂不守舍。一
天，参加某刊笔会，主办方将会场
选在太行山深处，一座四面环山的
星级宾馆，舒适的设施将一行人侍
奉得娇慵散漫，然而，当得知附近
有一个古村落后，我立刻兴奋起
来。清晨，趁众人尚未起床，与朋
友一路小跑，去拜访那个村子。在
村前，我们与古村落必备的小河不
期而遇，一座不长的木板桥晃晃悠
悠悬在空中，下面细流潺潺，等小
心翼翼走过去，仿佛穿越了时空，
感觉历史与现实原来离得很近，就
隔着一条河流。

村庄刚刚苏醒，空气清新，雾
霭飘拂，氤氲出农家生活气息。几
位老者可能是一天中头一次走出
家门，睡眠后的惬意流露在迟缓的
动作上，平静地望着两个外来者，
弄清了我们的来意后，老人、老屋
仿佛都在呵呵笑，挤出一脸的皱
纹。穿过古雅的门楼走进去，蹦跳
的小狗和惊恐的母鸡还在叫，烟火
味还笼罩着院落，老屋的沧桑却渐
渐占据了空间。

如果说河流是老村子的标志，
老屋、老巷是村落的躯体，飘拂在
屋舍街巷之间的古朴气息则是老
村落的灵魂。在这样的村落中行
走，连粗糙的砖缝、四脚八叉的石
磨、碾盘都好像在讲述着过去的故
事，若再看门楼上的匾额、砖雕，堂
屋上的斗拱、梁架，就有一位儒雅
的乡绅站在面前了。用他古奥而
直接的方式，告诉你什么才是古村
落，什么才是农耕文化的沉静、淡
定与精致。

喧嚣的现代社会已经将古村
落风干成标本，我和朋友所看到的
古村落，已经没有了鲜活的表情，
只是一具空壳，文化再悠久也只是
新时代的点缀。中国的土地上原
本老村子很多，现在要找这样一个
村子，只能到这样的山区里。老村
子本来很平静，像一潭清澈的水，
我和朋友是投进潭水的石子，击起
一波涟漪，很快又复归平静。

古村落

■查干

白玉非玉，是一只鸟。
白玉这个美称，是我给它起的。我的白

玉，体积比蜂鸟大一些。它的羽毛，比玉石还
要纯净，比草原上十二月的雪，还要白。她的
腿细而长，美若金竹惹人眼，且发浅黄色，与
她的羽毛相配极佳。喙，长而不尖，如她娴雅
的性格，一眼看去便惹人疼爱。她的叫声那
么柔和，那么清脆，空空的，像是空中的哨
音。时而又像泉水滴尽石窝里一般，一点不
刺耳。假使你闭目聆听，会引你进入似梦非
梦的境界。我总疑心，它是观音菩萨赐给人
间的催眠曲。

有一年的阳春三月，她突然闯进一户芳
邻的客厅里，就在人家刚刚开窗透气的那当
儿。她飞翔的速度极快，又灵敏。落到人家
的书桌上，没有惊恐，像是回到了自家一样
地随意。还东张西望，清脆可人地叫个不
停。那家主人是一名医生，有一副救死扶伤
的好心肠。就给她喂米喂水，她大大方方地
食用，也不见生。主人没有养鸟经验，就来
送我。因为她时常听到我家传出去的鸟叫
声，在黎明时分。我把它留了下来，起名
——白玉。阳台上自由飞翔的另外三对鸟，
也很兴奋，叫声不断，表示欢迎的意思。我
怕它孤独，就去鸟市找一只男性同类配她，
然而遗憾，找遍鸟市，就是没有同类鸟。从
此，它就独身过日子，显得形单影只。其他
六只成双成对地飞，欢快地叫，唯她落在长
长的竹竿上，低声地，空空地自语。见此情
景，我就离开电脑，推门出去，与她说话，她
在高处，我在低处。她就歪着头倾听，有时
飞起，又飞回来，与我对视，拍打双翅，这便
是我们感情交流的形式。这样的时候，其他
三对，不飞也不叫，仿佛在分析，我与白玉，
相互在说一些什么？

白玉显得格外文静，像个吟诗抚琴的淑
女。与之相比，其他六只却有些粗糙，尤其
那一对虎皮鹦鹉，不但爱吵闹，也搞一些破
坏活动。譬如，钻空飞进写作室，啃墙皮撕
纸张，气得我满屋子追打。它们却嘻嘻哈
哈，与我兜圈子玩。它们知道我不会真的下
狠手惩罚它们。每遇这种情景，白玉小姐却
躲在高处角落，看都不看一眼，想她自己的
心事。

是啊，她究竟是家养的，还是一只野
鸟？为什么闯进人家来？是猛禽追她？还
是淘气着跑出来之后，找不回主人家了？每
天清晨，她是第一个清清脆脆地叫，把我从
梦境中唤醒。于是我匆匆披衣去阳台，与她
说话。一边给它们换新水、放谷子或者小
米，再把洗净的油菜叶，吊在笼子里适当的
位置。而后，为它们打扫卫生。每当此时，
它们唧唧喳喳来回飞翔，显得很是快乐。花
盆里刚刚喷洒的水，冒着水气，溅得它们浑
身是水珠。它们乐意如斯，所以有时候，我
用小型喷壶喷它们水，造成一种娱乐气氛，
让鸟儿们开心。

在夏天炎热时，一般七至八天，给它们
洗一次澡。而后用干毛巾擦拭，放在阳台
上，不过半小时，羽毛便干了。在冬季，一般
二十余天洗一次澡，并用毛巾擦拭羽毛，再
用吹风机吹热风，把羽毛吹干为止。其他六
只，经常不怎么配合，我就用网兜网住它
们。唯白玉，安安静静地等着洗澡。因此她
有特殊待遇，每洗完澡，在靠近暖气的地方
让它卧着，并吃一些菜叶之类。这时候，她
轻轻地啄我手指，表示亲昵。它极有灵性，
讨人喜欢。

这使我想起，那只老死的大黄。大黄是
一只大鸟，浅黄色羽毛，红腿。大黄，是女儿
赐它的爱称。有一天，楼下物业从小花园捡
到它时，它不能飞。以前的喂养人，把它的
翅膀用胶水粘住了。我把它带回来，用温水
泡它的翅膀，兑着一些肥皂水。而后用刀片
轻轻轻轻地刮，再泡再刮。用了将近四个小
时，终于大功告成，并用吹风机吹干了羽
毛。它终于恢复了飞翔的功能。以后的两
年里，它和我最亲近。一叫它大黄，它便拍
打翅膀，愉快地叫。当我伏案写作时，它经
常飞进来，卧在近旁的空调机上，或卧在我
右手旁，看我写字或打电脑。显得很安静、
也持重。似乎知道，我在思考问题，只是来
陪伴我而已。有时候我轻轻地击打桌面，以
示招呼。但不用手去摸它，手上有汗渍，怕
影响它的嗅觉。更不去摸它的头，鸟不喜欢
如斯。后来它老死了，我们为它举行了隆重
的葬礼。那些日子，我无法进行创作，心里
空空的，很是伤悲，梦里都是它。有时梦见
它，带着一群大大小小的鸟飞进来，满屋落
着。然后又飞走，消失得无影无踪。再后
来，我的小白玉，也老死了。它的翅膀展开
在花叶上，像飞翔的样子。一如生前安详之
态，优雅地去了，我禁不住老泪纵横。在一
个精致的纸盒里，铺一些花瓣和青草，米和
捣烂的松子儿，一起埋在了花园里的塔松之
下，好去天天看望它。

如今，白玉走了七年，其他几只也都老
死了。阳台上空了，没有了它们飞翔的身影
和鸣叫。我是安静了，安静得孤寂，安静得
像驾一叶舢板，在大海上漂游。然而，幻听
却总是追随着我。在静谧的夜里，总能幻听
到白玉清脆的叫声，唧唧唧，像流泉淌过我
寂寞的心田。今日夜半，在睡梦中又一次听
到了白玉空空的鸣叫声。一骨碌爬起来，到
阳台上寻找，而无结果。只有一轮似圆非圆
的月亮，横在西南天空，显得有些苍白，衬我
心绪，空静一片。

梦中的白玉

刀记
右手执刀，最容易受伤的
是左手，是左手的五指。因为
它握过右手，也爱怜过
雪天里，他们混在一起
搓着，互相取暖。
或者在夜里，右手前探
左手扶墙，脚步才觉得一点稳当。
刀成为一种命，右手扔不得
也舍不得，左手要么藏在身后
在存在中扮演虚无
要么，像右手当年那样，自己前探
让刀跟在后面

花记
我把种子交给四方
云南、江苏，湖南或者黑龙江

那里有四种阳光，四种土壤
那里生长四朵不同的花

四种不同的风，轻裹美艳
在山冈上伫望

我骑着崭新的自行车，在福州街头寻访
那四种香，那四个方向

我也在北京巷子进出
下午，城砖变老，道路弯曲

季节模糊，钟声清晰
深处是一滴一滴的痛，和呼喊

或者，我应该把自己留在故乡
水仙生长，冬天恢复忆念

我把旅途挂在墙上
四个方向、四种方式的消失和呈现

我守着黄昏，守着花瓶
灯亮了，那里将出现什么笑靥

树记
有的人，喜欢树和风调情
每一片叶子，哗哗地响，似乎
要带着树飞翔，那最深最细的
根须，也跟着抖动——

月光纷乱，碎碎撒了一地

有的人，喜欢树的沉思
好多年，站在原处，想一个问题
喜欢树的执着，冬天夜里
静静望着星空，似乎
两三声寒鸦，就是全部答案

有的人，喜欢开花的树
有的人，喜欢结果的树
他们更多关注花和果
满树的鲜艳，正像
一场盛大宴会，没人记得本意

有的人，喜欢树的枯萎
苍黄中，只剩下一小截树干
钉在地上，没有鸟，没有季节
连虫子，也不爱理它
只有影子，忠实陪伴
喜欢树的人，用镜头记录了这一幕

我喜欢写树的诗
喜欢对树的小秘密的呈现

我应该把自己留在故乡
■徐南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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