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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读着孙女的日记，我在鲁西小城一隅，
又一次听到那个和她年龄相仿的男孩的呼
唤。

春节后，孙女从聊城返回上海。6岁的
她在日记中写道：春天的上海植物园太美了，
郁金香盛开了，它们有各种颜色，我最喜欢红
色的郁金香，它们像火一样。高大的广玉兰，
叶子又绿又厚，还很光滑，像涂了一层蜡。一
只小鸟在地上蹦蹦跳跳，我走近给它拍照，它
也不飞，我想到一句诗：人来鸟不惊。

儿子的家紧临上海植物园。黎明时分，
打开窗子就能听到植物园里的鸟鸣，声音或
徐急顿挫，或婉转悠扬，仿佛看到千万只鸟
慵懒、雀跃、惬意、自得的样子；浓浓淡淡的
花香纠缠着，推搡着，争先恐后地挤进窗口，
室内就氤氲着花香了。

【二】

四十年前，我们举家返回祖籍，在我心
里，那个男孩就寄养在了那个地方，他再也
没有长大，依旧生活在那段时光里。此时，
他蹲在辽河岸边一处沙坨子的阳坡，满目枯
黄，衰草遍地。耙子静静地卧在枯萎的荒草

丛中，一耙子一耙子的柴草把十多根筷子粗
细的钢齿打磨得铮亮，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着
幽幽的光。他搂的那堆柴草像只瘦瘦的绵
羊趴在低洼处，一股跑累了的北风跌跌撞撞
地打了个旋儿，钻进了草堆里。那堆草动了
动，好像长高了一些，发出一阵响动，男孩似
乎听到饥饿的绵羊低低的叫声。姐姐搂的
那堆草则像一头吃饱反刍的牛，静静地卧
着，随时会走回村子的样子。这两堆草，今
晚或明天就变成一缕缕炊烟了。

雪好似一夜间就融化了，在枯草软塌塌
的梗上还残留着浅浅的影子。拨开乱蓬蓬
的草丛，可以看见湿漉漉的地面，那淡淡的
土腥味，一定是雪呼出的气息。男孩在草丛
中发现一株株植物，茎叶刚离开地面，暗绿
色的卵形叶片密被绒毛，它们开始了新一轮
的生长。那是红根。直至近日，我才确认红
根学名丹参，也叫紫丹参。我只记得它春天
的模样，紫红的袍衣，香甜的肉身，它一直深
埋在我身体的某处，它的汁液养育着我，成
为我骨骼和肉身的一部分。

男孩用一根耙齿一点点剜去红根下的
硬土。他没有乐高积木，没有绘本，也不知
道乐器为何物，他有连绵起伏的沙坨子，沙
坨子外面辽阔的草甸子，还有沙坨子深处、
草甸子包围着的水泡子。他的时光是风沙，
是雪野，是没过肩头的无边无际的花草，是
蓝蓝的不见底的一片水域，伴着天空中不绝
于耳的鸟鸣。那荒茫、弥漫、寂寥的时光围
堵着他，追赶着他，让他肆意地挥霍。男孩
挖了拳头大的几抔黄土，拔起三四棵红根，
就是半晌的时光。吃了一冬天玉米饼子、咸
菜，味觉寡淡，他咀嚼红根，小口慢咽，一股
甜滋滋、凉丝丝的汁液滑过口腔、穿过肠胃，
如干旱的盐碱地沐浴了一场春雨。

【三】

春天的鸟鸣有些急切、高亢、杂乱，想
要把冬天积攒的阴郁、寒气以及濒临死亡
的恐惧一股脑倾泻出来，唤醒勃然的生
机。男孩躺在草坡上，望着蓝天，目光紧盯
着一只悬停的云雀，享受着快乐的时光。
天上的鸟那么高远，如果不是一串串鸟鸣，
没有人能注意到那个忽高忽低旋飞的黑
影。冬天的鸟可不是这个状态，他回忆起
白雪皑皑的日子。

一场鹅毛大雪过后，天依旧是阴沉沉

的，细碎的雪粒若有似无地飘着，偶尔打在
脸上，凉凉的，这场雪并没有结束，可能又蓄
势待发。我穿着母亲做的蓝色棉袄、黑色棉
裤，戴着黑条绒面的狗皮帽子，一手提着铁
锹，一手拿着笤帚，腰间扎着一根麻绳，绳子
上串着二十多个捕鸟的夹子，来到村北这片
坡地。一群鸟从村子上空飞来，像移动的云
层，比天空密布的云还黑。多年后，我读到
《百年孤独》中有关飞毯的叙述，便想起了在
那个遥远的坡地上看到的鸟群，正如一块巨
大的黑毯低低地飘过来。

我在积雪较薄的坡地，铲出相距一两米
远的七八块灶台大小的裸地，每块地面支起
两三个打鸟的夹子，夹销上勒住两个谷码。
南来的鸟群不知从哪里飞来，也不知想飞哪
里去，一望无际的雪野鸟们有容身之地，无
觅食之处。秋天，这片坡地收获了金灿灿籽
粒饱满的谷物，鸟们也度过了一个饕餮之
秋。我不知道这些鸟是不是秋季盘桓于这
片坡地的鸟，但我知道这些飞来的鸟们会有
一些葬身此地。

飞来的鸟群像被施了魔法，瞬间撕裂成
一块块厚厚的布料，翻卷着落在了裸露的地
块。我蹲靠在高坡上一棵歪脖子老榆树下，
目睹了众鸟争食的场面。鸟飞起落下，激起
一阵阵骚乱，我知道那是夹子夹住了鸟的脖
颈，鸟挣扎着，惊吓了同伴儿。饥饿的鸟把
这裸露之地当作了粮仓，很快会发现秋天遗
留下来的谷物和草籽，它们快速平静下来。
饥饿的鸟们已不避死亡。

每个夹子都打住了鸟，有的竟打住了两
只。我拣拾这一块裸地上的夹子和鸟，换上
新的谷码。鸟依依不舍地飞起，又落在临近
的一块裸地上。两天后，我冒着又一场雪，
蹲在城里的百货商店门口兜售了这些猎
物。70多只鸟，大的3分钱，小的2分钱，这
些钱可以买几块饼干、几本连环画、几支铅
笔、几本作业本，仍有剩余。那时候，有的年
份，我们村子社员日分值才5、6分钱。

冬日，纷飞的大雪和鸟群覆盖了我的童
年。

【四】

春去春来，人间沧桑巨变。漫步在徒骇
河畔，天水一色，鸟语花香——“人来鸟不
惊”。我和孙女相距千里，在这句古诗里共
享这美好的季节。

人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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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桂
林

炎炎夏日用风的指尖一一打开了乡
村最为抒情的部分。火红的石榴、浓艳的
月季、迎着太阳怒放的牵牛花、深不见底
的小巷和拥着一轮夕阳的青砖黛瓦，在蛐
蛐蟋蟀奏响的古典乐中，争先恐后地展开
此起彼伏的抒情。

菜园和乡下含蓄的母亲一样，总是把
它的抒情静静地圈在村庄一角。

茄子是菜园里的白面书生、谦谦君子，
总是用鸟鸣把眼睛擦得锃亮，每日熟读汗
水和勤劳写就的乡土大书，时不时用阳光
一样的声音，为母亲朗读《诗经》里像露珠
一样清澈透明的诗句。

西红柿和辣椒在母亲“礼之用，和为
贵”的教诲下，友好相处，互为搀扶，刚刚携
手送走一场偷袭的倒春寒，又把一段五月
肥美的阳光在枝上彼此礼让。

韮菜深得母亲的宠爱，割了一茬又生
一茬，被母亲立为菜园的劳动模范，时不
时得到母亲一把廉价草木灰的嘉奖和表
彰，伏在地上感激涕零。

丝瓜和葫芦顺着墙角倔强地攀爬，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
成江海。”这些母亲教给它们的至理名言，
它们熟稔在心。

多情的豆角被一只花蝴蝶迷住了，偷
偷地开始打情骂俏，被母亲用“勿以善小
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的警句及时喊
停。

小白菜一脸的风轻云淡、与世无争，
静静地把生命安放在岁月的低处，紧紧抱

紧一团发自泥土深处的节气。
在菜园，所有事物都按着母亲的计划，

顺着节气演绎有序进行，用一段段质朴无
华的抒情喂饱我们的村居生活。

蛙鸣
古老的乡村并不贫瘠，这里盛产纯净

如洗的空气、会说话的溪水、诚实可靠的
鸟鸣、金子般的阳光和宛如天籁的蛙鸣。

蛙鸣是乡村开春的农谚里落下的一枚
张力十足的种子，具有天生独到的灵性。
每年的五月，都和农人们在稻田里播下的
谷种们一起生根发芽，一起茂密成长。

白天，蛙总是把自己埋藏在丛林深处、
溪岸旁边，听一段清风，饮一段晨露，看农
人们用亮晶晶的汗水、闪亮的犁铧、老牛的
哞鸣，把一个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
打磨出“芝麻开花节节高”的美丽容颜。偶
尔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一两声零零碎碎、
断断续续的蛙鸣，是开在坐在田埂上栖息
农人们心上的花，轻轻地取走身上的劳顿。

夕阳的最后一丝恋恋不舍被夜的大
幕悄悄收藏。蛙正式登场，一场乡村大
戏开幕。先是零星几声，几束麦苗扭着娉
婷的身子从麦田深处走出来，轻言细语地
报幕。接着是一小团、一小撮的声响，从
溪边，从柳林，从麦田，从天边涌了出来。
这并不是正剧，仅仅是乡村大戏的彩排。

等月亮女神高高地升在舞台的中央，
给了这些蛙力量，乡村大戏的正剧才正式
登台，蛙铆足了劲，扯开嗓子放声歌唱。
一声高过一声，一波高过一波。村庄、田
野、溪渠……全部打开了音乐的匣门，一
大团一大团的蛙鸣，从四面八方漫了上
来，相互问候又相互交流，最终不分彼此
抱成一团，汇成一片蓝色古典音乐的海，
把古老的乡村紧紧拥入怀中。

有蛙鸣的夜晚，乡下的父亲最喜欢把
自己禅坐成一截沉默的树桩，沉浸在清凉
的月色之中。风温柔成一只柔顺的羔羊，
伏在父亲的脚背上，和他一起感受生命的
辽阔，在苍茫的大地上书写出“力量”和

“高远”。
此时的我独坐在城市的高楼之上，却

并不孤单。故乡的风总会给我捎来装满蛙
鸣的土特产，把我牵引到魂牵梦绕的故乡，
和一起长大的蛙鸣打着招呼，在故乡的脊
背上肆意驰骋。

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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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
晓
波

今天晚上我想写诗
于是我就把我写进诗里
我想
我最喜欢两样事物
一是天，一是水

我喜欢看天
晴天 阴天 黑天 白天
我喜欢看漫天彩霞 像大鹏的翼
我喜欢看漫天星斗 像孩子的眼
我喜欢看白云像翻卷的雪浪
我更喜欢看一无所有空空的天
它那么高
高得让我想长出翅膀

我羡慕有翅膀的鸟
他们是飞翔着的灵魂
我羡慕有大翅膀的鸟
他们那样高高地翱翔
并不需要快速地扇动翅膀
他们可以向上飞
再向上飞
向上是多么广阔的天空

我也喜欢水
喜欢清澈的溪流
浩淼的湖泊 奔腾的大河 蔚蓝的大海
我喜欢看门前的大河染上落日的霞彩
大地的血管突然静穆
我常想 每一条路都是河流
每一棵树都是河流
汽车 电车 自行车 还有我
都是穿行在河流里的鱼
我羡慕每一条鱼的自由
我的身体中记忆着一条河流
它在乡下升起炊烟
在春天开遍海棠
在夜里闪着流光 在梦中泛着荷香

我有时会坐在一片流光里
泛舟吟诗
天光水影
不觉就行过了昨日的码头

今
天
晚
上
我
想
写
诗

■
念
眉

说起东阿县境内的山，我是情有独钟，
我家在苫山山上住，每天的生活都和石头打
交道。

说起每座山上的石头质地，不熟悉点还
真讲不好。

位山位于东阿县的正南边，她张开无私
的胸膛，怀抱着引黄济津工程、南水北调穿
涵工程。现在，位山夯实的山基上又建起了
一座宏伟的黄河大桥。

位山多产几公分厚的房檐石、料石等，
颜色为青色，属于优质建筑石料。如今已不
见位山的身影，取而代之的是南水北调工程
的标志性建筑物，耸立在黄河北岸。

沿着黄河大堤向东一公里就是关山。
二十几年前，这里是关山乡驻地，又是黄河
河务局五局在位山建设南水北调工程项目
的驻地。现在的山顶上，依然满满当当地居
住着勤勤恳恳、朴实无华的人们。关山的山
脚延伸到黄河大堤下，也就是现在的石围子
里南边，当地居住的几户人家院子里就有山
脚过去开采过的痕迹，给朴实的小院落增加
了不少依山傍水的韵味。

关山多产建房的优质料石、渣石，山顶
部及周边的石层风化后形成的黏土石为青
色。如今的关山，依然保留着高高在上的样
子，以前高耸入云的航空坐标点，现在也不
复存在了！

苫山是我的家乡。在这里，苫山八大

景观、李学诗故居依然伫立，儒家、道家、
佛教文化依然光彩夺目，刘氏一门三进
士的传说依然鲜活……

苫山多产优质的石灰石，可作为修桥建
房的料石、黄河防汛用的抛石等，石质坚硬、
不易风化、抗盐碱，烧出来的石灰白色程度
高、硬度高，不起碱，颇受使用者欢迎，口碑
很好，慕名而来的购买者络绎不绝。这里的
石头还可生产建筑用的优质预制石料等，具
有独特的石质品性。现在的苫山中间开采
成了几十亩的大坑，禁采后的大坑水质清
澈、鱼虾成群，成为了十里八乡垂钓者的乐
园。

苫山的主山在村子北边。而间隔村子
的最南边足有五百米，也就是前苫山村的南
头，还有一座鲜为人知的小山包。据老人们
讲，这个小山包叫做小黄山子，除了当地人
知道，很少人见过小黄山子的真实面目。工
业学大寨那些年，小黄山子也被开采得面目
全非，一个几亩地的小山坑变成了蓄水养鱼
池。最近几年，政府又在小黄山子的地方钻
井三百多米深，经化验水质优良，便成了附
近几个村子的饮用水。

贾山位于小金堤的北侧，黄河泛滥的年
代，也为十里八乡的百姓作出了贡献。这座
山上的石料石质也不错，部分顶部及夹缝钟
乳石较多，石质偏硬。石头颜色多种多样，
有些乳白色或粉红色的钟乳石样式奇特，特
别漂亮，我还收藏了一块金猴献瑞的钟乳
石。现在，远远看去，依然能够看到贾山的
形状。

沿着黄河大堤再向东北行七公里，就是
闻名遐迩的鱼山。这里是东阿王曹植的汉
墓，在相关部门及爱心人士的保护下，及时禁
止开采，保存比较完整，目前已经成为国家级
文物保护单位，并且建设得越来越好。近年
来，全国各地的旅游观光团纷至沓来，聆听梵
呗圆音、回顾“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
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七步诗韵。

鱼山的石质也非常好，可作综合使用性
石材，石头颜色为灰白色。

向北迂回就到了香山，香山金堤段，是
迄今为止黄河的第二道防线小金堤的最东
端起源地，最西端应该是现在的阳谷县张秋
镇的“一溜营子”。

听老人们讲，现在的第二道防线金堤，
在过去被称为大金堤，而现在的香山以南到

“一溜营子”之内的黄河大堤被称为小堤，就
是把东阿黄河险段境内的十几座小山圈在
了其内，足见其重要性。可想而知，解放前
黄河水泛滥时，这十几座山护佑过多少周边
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曲山，又称兴隆山，位于鱼山镇铜鱼路
东侧，距离镇政府两公里左右，最高的山头
约52米，方圆面积五六百亩，被当地村子划
为南山和北山。没开采以前，山上有郁郁葱
葱的翠柏、古松，这里的石质和贾山的石质
差不多，可作筑桥建坝之用，也可作为黄河
防汛抛石等。现在的曲山，高高在上地围观
着曾经开采出的大山坑，讲述着曲山禅寺，
汉墓石棺、于阁老题碑、乾隆歇脚赐名兴隆
山、陈宗妫植千柏的故事。

艾山海拔75米，与对岸的山体紧紧簇
拥成了黄河天险，形成了天下奇观的艾山卡
口。黄河的这个位置有“鲤鱼跳卡口，禹王
锁蛟龙”的美誉。如今，在艾山的“怀抱”里，
还建起了艾山卡口地理标志文化园，弘扬特
色东阿黄河文化。政府建立了牡丹芍药观
光旅游基地，当地群众发展了旅游产业，把
这里建设成黄河文化展示的基地。每当春
暖花开时，蜂蝶随香至，仙客踏云来。置身
花事内，迟迟不肯归。

艾山和鱼山、位山一样，耸立在黄河西
岸最贴近黄河心脏的泰山余脉，为抗洪抢险
立下不可磨灭的汗马功劳。

凌山又叫凤凰山，听起来就有神圣的感
觉。此山主峰向西北200多米处也有一座
小山包，连接整个山体，加上山顶上的庙宇，
形状酷似一只展翅的凤凰，故得名凤凰山。
这座山还有诸多传奇故事，有凤凰饮水胭脂
湖、百鸟朝凤凤凰台、凤凰大战恶蛇的传说
等，这里也是人杰地灵、人才辈出的好地方。

小张山属于大桥镇，位于聊滑路最东端
黄河西岸，虽然身形瘦小，却承载着黄河故
道的历史沧桑，并且距离黄河大桥很近，与
大桥相互映衬。这里山明水秀，花团锦簇，
人杰地灵。

东阿的山皆是泰山余脉，现在虽然没有
了以前的高大巍峨，但是她们为鲁西大地的
高楼大厦、河流湖泊、桥涵路基作出了积极
的贡献。

回想四十年以前，我站在苫山山顶观看
雄伟壮阔的黄河玉带，站在位山山南侧的外
曾祖母家门口看黄河里一米长的黄河大鲤
鱼游动的影子。晴日里放眼望去，对面子路
山、银山、腊山等等沿着黄河南岸延绵起伏
的壮阔尽收眼底。

“黄河放水两分头”，引黄济津工程是黄
河母亲的两条分支动脉，源源不断地把玉液
琼浆输送到大地的每一个角落，滋润着大地
的每一寸肌肤。

这里有山有水有沃土，滋养着鲁西大
地。好山好水好黄土，描绘出一张美丽富饶
的祥和家园大蓝图。

东
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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