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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东坡与肉
□吴越（杭州）

到缙云山上去（组诗）
□周瑟瑟（北京）

雨天
□张炬辉（成都）

杭州人怀念苏轼不在苏堤，
不在园林与书院，而在餐桌。

要赴了杭州人做主的饭局，
无论是山珍野味还是粗茶淡饭，
总少不了两样东西：一杯香气四
溢的西湖龙井，一碗热气腾腾的
东坡肉。茶如山泉清香回甘，肉
似琥珀香糯不腻，这人间的清欢
至味，萦绕客人全部的心头好。
杭州人颔首、拱袖：“吃茶！”自觉
那便是主人赏识你的全部征兆
——杭州人喜欢你，不必像风走
过八千里。

“东坡”不止是杭州人餐桌
上的半数礼仪。随便翻看一本
杭州餐厅的菜谱，东坡肉、东坡
肘子、东坡鱼、东坡羹、东坡豆
腐、东坡饼……同样开头的菜名
足足写了一页半，琳琅满目、五
味俱全，仿佛一股北宋遗风迎面
扑来，你以为够了，翻到最后，还
有半页东坡家的酒水。但凡杭
州城里叫得响的菜肴，除了“叫
花鸡”，要么冠名“西湖”，要么唤
作“东坡”，乍听上去，好一派锅
碗瓢盆里的山明水秀。千年之
后，只怕苏轼自己也没料到，他
的诨号竟然占领了他生平最爱
的西子湖畔，老饕们心目中的半
壁江山。

方才恍然大悟：杭州人喜不

喜欢你不尽然，但他们是真的喜
欢苏轼。

当然，似乎所有人都喜欢着
这位文笔与厨艺齐飞、妙语共段
子一色，大巧不工的糙汉子。

苏大文豪一生坎坷，几次遭
贬，却笑看云卷云舒。他不管处
于何种境界都能拿得起放得下，
照吃照睡照作诗，甚至把烹饪的
方法都写入诗，且写得有滋有
味。除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
辞长作岭南人”的名句，还有《猪
肉颂》《食雉》《春菜》《豆粥》这样
亦诗亦菜谱的打油诗，只是读诗
都能让人食指大动。古人云：

“食肉者鄙，未能远谋”。苏轼自
己也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
竹。”但事实证明，这些在吃货面
前，都是浮云，没有肉吃，他可以
从儋州峭立的礁石上刮下生蚝
来解馋，并一本正经的修家书告
诉儿子：“悄悄的，声张的不要，
我怕朝堂里的人知道了都来跟
我抢……”一副老顽童、老吃货
的形象跃出纸面，那样真实的站
在面前，让人忍俊不禁。

被苏轼发明、于苏轼扬名的
菜肴不胜枚举，当然在这其中最
负盛名的还是东坡肉。如今流
传下来的东坡肉正宗做法不甚
讲究，肉是上好的猪五花带皮，

佐以冰糖、姜葱、黄酒以及香料
若干，文火慢炖，如此这般，花
样、工序繁多，让人心生敬畏，我
不信这是苏轼当年的模样，却同
样不信《猪肉颂》里简单的记述：

“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它自
美。”这不就是白水煮肉吗？一
个顶级的老饕怎么会犯这样的
错误？思索再三，终于从全诗的
后半段找到了答案：“黄州好猪
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
贫者不解煮。每日起来打一碗，
饱得自家君莫管。”

苏轼贬谪之后，家产已经不
多，虽然在自家东坡开了菜园
子，但没有肉吃可如何是好，于
是千想万想，终于想到了这猪肉
的妙方，价又便宜又管饱，甚
好！话虽如此，和生蚝一样，让
那些有钱人家知道了，岂不是要
来跟我抢猪肉了？我还是写一
半，写一半的好。

可是，这个落魄的官员再一
次言不由衷了，当苏轼辗转来到
杭州，望着污塞淤堵、面目全非
的西湖，立即慷慨解囊，清理湖
底、修筑堤坝。

“人不够，就开动员会，反正
我苏轼人缘好；钱不够，就义卖
字画，还好我苏轼有一技之长；
再不济，我带头，反正抡起锄头，

我苏轼也是一把好手……”刚撸
起袖子热火朝天，不觉冷汗下来
了，这才想起，自己仍是戴罪之
身。“搞这么大的动静，不知道朝
中的小人又会怎么想呢？”他自
嘲一笑，随即想起年少的时候读

《范滂传》时问母亲：“妈，日后儿
子要做个这样舍生取义的人，你
看如何？”是啊，会怎样呢，最不
济也就是死吧。想到这里，苏轼
已经释然：“乌台以后，死也死过
了，往后活着的每一天，都要对
得起儿时的自己。”

哪怕早已活得满腹段子，吊
儿郎当。就当我，老夫聊发少年
狂罢。

多年以后，站在西湖岸边，
人到中年的东坡居士终于把自
己活成了一块儿敦实的东坡肉，
肥而不腻，温润如玉。

杭州人的偶像里，一个是他们
的知州苏轼，一个是城隍爷周新。

少时喜欢周新，直来直往的
一生，快意恩仇，舍生取义，是孔
孟之道里最正统的读书人。年
稍长，才知道能够舍生取义那都
是多大的福气。更多的时候，我
们只能在一边深陷泥泞，一边奋
勇前进；一手掂着肚子，一手提
着裤子。这时，方才惦记着东坡
的好。

敲钟的人
谁能将敲钟的人哄睡
他隐匿在山中的那一个地方
或离天三尺，或距水一丈
不露光阴的首尾
他缭绕的情色是我们无法预知
的昼夜
令我们闲散的瞭望百感交织

敲钟的人，如何在大山的
身体里轻轻惊叫
他流徙的音色擦拭着时间表面
的灰尘
而他与命里峰回路转的山水
似乎已无关痛痒

风说：他是光的前生
因为活得悠远且离尘逸世
且经久不息
让我们的聆听盈满忧伤
让我们至死都醒在人间烟火的深处

百年之后
水岸辽阔，野鸭子姓氏不明
芦花们举着一野霜灯
继续亮在别处
那些暧昧的微澜似曾相识
而月光很幽远地追随一个陌路人

这些错综复杂的穿越

都不能阻止我渴望继续遇见你
我担心的是，你会不会在意
我的贸然出现
除了那些狭路相逢的恩宠
我还想问问你
我是不是百年前
时光寄给你的迟到的快递

奢侈
如果走在昨天的路上，还是我
我不需要被指认。
仿若一片轻佻无知的落叶，回头
看你时
青春漠视了你，理想欺骗了你

时间是一座用来浪费的小房子
里面储藏着一些不能告人的过
期的隐私
疼痛是锁，快乐是钥匙
拿不出来的是一只活着的手
花开在坟头上，草长在流水里
鸟飞在虚空中
而你，只是不经意地经过了我梦
的栅栏

如果走出昨天的路口，还是我
我不需要被指认。仿若一句游
手好闲的台词
我只是如此奢侈地把前世
重复了一次，把来生预演了一次

北碚
古代嘉陵江倾斜插入大地
就这样滔滔江水插入大地
我摸到一块白石
就是一块白石
伸进嘉陵江
一只白色鸽子
就是一只白色鸽子
从嘉陵江飞起
湿漉漉的翅膀扇动
我腹腔里咕咕咕咕的叫声
那是巴山夜雨
那是嘉陵江的心跳
白色鸽子赤色眼睑
那是我熟悉的一个人
一个白色仙人

缙云山
它浮在重庆北碚
一座固体的海
向我漂来
轩辕黄帝藏在山中
满天霞光喷射
看来不只轩辕黄帝一人
在此炼丹修道
死去的其他人都去了哪里
他们都在做什么
活着时他们在缙云山写作
喝茶、聊天、论战
编写小学教材
和妻儿在一起泡温泉
回家捉老鼠
死了的这些年
他们仿佛消失了
当我看到满天霞光喷射时
才一一想起他们
年轻水手一样的模样

李商隐
一团白雾
在缙云山中游荡
一匹白马低头跟随他
赤色马鞍深山里的火焰
仙鹤缠绕四周
一袭白袍呼唤巴山夜雨
他在此写下《夜雨寄北》时
远在长安的妻子
已经在他的诗之前死了
而他置身大雨中还不知道

缙云山传奇
马车摇晃
山路崎岖
她坐在车上唱一首歌
多年以后他回头看见她
朴素的格子衬衫
马尾辫鹅蛋脸
他扬起鞭子
抽打了一下马臀
歌声停止
她开始低泣
爱情深埋在心底
马车上的两个人
他们的命运如一团雾
马车在雾中摇晃
消失在缙云山

最后的祖鹿
地球上
站着一只最后的祖鹿
它回头与我对视
金色的绒毛在黑暗里发光
我们都没有说话
它的鼻息轻轻呼到了我脸上
我们踩着一滩青草
闭眼享受远古的告别

金刚碑
释迦牟尼大弟子迦叶尊者
到缙云山建寺时
留下的一块巨石
抗战时三千名流聚集在这里
他们都走了
现在只有吕进和蒋登科
饭后来此散步

巨石插入嘉陵江
发出天地合一的轰响

锦瑟
到缙云山上去
到白雾深处去
仲秋时节
我端坐箱形山脊
仿如坐在仙鹤平缓的背部
我细数锦瑟无端五十弦
此山两翼的植被完全不同
西翼的植物忧郁
东翼的显得欢乐
一座山
生活着性格迥异的仙鹤
它们竖耳倾听
我弹拨的锦瑟

假如恐龙没有灭绝
假如恐龙没有灭绝
它的模样
会越来越像人类
我偶尔会见到
眼球圆鼓鼓的
长在脑门上的人
脖子伸得长长的
像直立的蜥蜴
假如恐龙没有灭绝
它就生活在我们中间
与我们一起站在博物馆
看它们的祖先
如何演变为鸟
或许演变成了少数人
我听到恐龙开口说话
世界必将再改变
你们正处于另一次
大规模的灭绝事件中

鸟的祖先
庞大的恐龙渐渐缩小
一个物种进化为另一个物种
它们的心脏悬在空中
鸟带着恐龙沉重的心脏飞行
恐龙长出翅膀是哪一年
恐龙的牙齿完全脱落的那一年
它们飞向蓝天
在树上弹跳
啊恐龙在树上交配
生下了满世界快乐的鸟

炼丹
呼哧呼哧
莽莽群山吐出舌头
是谁在缙云山炼丹
是轩辕黄帝
他代表上天
在此炼丹修道
我有幸观摩学习
等到天边出现一堆
非红非紫的祥云
我知道丹炼成了
当即祝贺轩辕黄帝
我舔了舔云霞
是丹丸的味道
他累得大汗淋漓
呼哧呼哧
向我吐出绛色的
发麻的舌头

机器人史记
机器人小封写诗多年
很多人不屑一顾
并且断言小封写的不是诗
鲁班削竹成鹊
在天上飞了三天
不落下来
没有人认为他制造的是
会飞的机器人
诸葛亮北伐时
发明了木牛流马
载400斤粮草
日行数十里
那是最早的机器人
所有的发明
均是未曾认识的诗

雨天很美，坐在 3 楼的咖啡
厅，透过窗户，看着裸露的街道
湿漉漉的长发。

钟年习惯性地点了一杯美式，
据研究这是可以抑制血糖的饮品，
也是钟年每天例行公事的饮品。
纯美式无糖无奶，很符合40岁的季
节。没有谁会给你加糖，自己还得
心甘情愿地喝着，每天缺一不可。

今天又得给总公司交方案，一
个地级市的通讯设备安装项目。简
简单单几棵信号树，图画了一次，改
了11次。预算做了一次，改了20
次，这20次修改中，因为某个标点
符号的改动，被总公司打回了8次。

钟年看着似曾相识的预算方
案想骂人，就是一个逗号换成句号
的事，总公司那群高级文秘难道不
能直接处理了吗？他们打回来时
还振振有词：你们分公司做的方案
我们不敢随便乱动！听到这样的
理由，钟年就想把咖啡杯通过一个
超长的抛物线砸到他们脸上。

雨不大，很密。从3楼望去，一
把把花伞像一群群蚂蚁在穿梭着，
只是不知道，哪把雨伞撑着欢笑，哪
把雨伞遮着哭泣。疾驰的汽车把一
段段时间快速载走，从一个观景台
奔向另一个观景台，偶尔再站好姿
势，成为别人的一道景致。

钟年习惯性地端起中药一样
的咖啡，眉头一皱，呷了一口，含着

苦味缓缓咽下。苦，总是需要品味
的，唯有品味过才知道苦前的芳香、
苦后的余香。自从检查出得了糖尿
病，钟年毅然将所有习惯性饮品全
部换成苦味的美式咖啡。他心里淡
淡觉得，40岁以前喝得太甜，日子总
是在腻味的蜜中混过，现在应该尝
尝苦的滋味，这样才算平衡。

电脑上，钟年对着总部无数人
指手画脚指导过的预算方案，实在
无从下笔，觉得改动数字，财务会
不高兴，影响今后分公司拨款；改
动设备，工程部会不高兴，影响今
后工程进度；改动工程周期，后勤
部会不高兴，影响今后分公司的福
利；不改动，总经办会不高兴，觉得
一个分公司老总，堂堂中文系毕业
的才子居然改不了一份预算报告。

今天的雨有些绵，密集的节
奏跟着咖啡厅缓缓的钢琴声应
和。服务员穿梭于明暗的光影
里。对面座上独坐一位长发披
肩的美女，双手把玩着手机，面
前的咖啡冒着白色泡沫，久久未
动，青春的脸上写满等待。

钟年喝完一杯接着续了一杯，
仿似不苦点，就把自己满腹才华逼
不出来。大学4年，喝不起咖啡，但
每天一瓶可乐却拼凑了整个日子。
那时的生活费很少，但窗外的美女
却很多，都是些素颜感动天地的楚
楚动人；那时的学业很重，但雨天的

教室却能给自己最好的学习的理
由，听着雨声便能平复躁动的情
绪。于是，4年就这样看着雨，喝着
可乐，不知不觉塞满知识，毕业！

想到这些，钟年微微一笑，
重新打开文件，指尖敲动。首先
把开篇第一段“工程目标”由冷
冰冰的公式化句式，改成了感性
的散文体。接着把里面的所有
主语改成“敬语”，如：你，改成
您；某公司，改成尊敬的贵公司；
其他的，数字一个未变，工程周
期，一天未动，设备一件不少。

对面卡座的美女，还是一个人
安静地把自己装进手机里，浑然不
觉远处一个中年男人投递的目
光。钟年暗自摇摇头，微微一笑。
人生就是这样，当你在痴迷于自己
的某个片段时，你也是别人眼中的
一道风景，或美、或丑、或苦、或
甜。观赏的人不用了解景致的内
心，却可以天马行空地肆意想象。

雨似乎有停歇的痕迹，从窗
外的伞就看了出来。钟年有些时
候很喜欢这种天气，可以给自己
一个狠狠的理由，窝在想窝的地
方，用这道天幕隔绝掉生活中的
杂音，让自己的世界自成一体。

这是咖啡厅里一个中年男
人最真实的想法。在这种想法
里，一个呆滞的男人，窝在沙发
上，盯着窗外，一动不动。

周瑟瑟，著有诗集《松树下》《栗山》《暴雨将至》《鱼的身材有多好》
《苔藓》《世界尽头》《犀牛》《向杜甫致敬》（英、西、日、韩、瑞、蒙、越多语
种）等，诗歌评论集《中国诗歌田野调查》，长篇小说《暧昧大街》《苹果》

《中关村的乌鸦》《中国兄弟连》（三十集电视连续剧小说创作）等20多
部，以及《诗书画：周瑟瑟》。曾参加哥伦比亚第27届麦德林国际诗歌
节、第七届墨西哥城国际诗歌节、第三届（越南）亚太地区诗歌节。

|名家简介|

“一重山，两重山。山远天高
烟水寒，相思枫叶丹。”南唐后主
李煜将秋景写得很美。秋日高
爽，自然天高云淡，在秋的大氛
围中，枫叶如火，它一下就点燃
了整个季节，释放了人们内心的
重重情绪。“相思”二字，用在秋
之枫叶身上，真是太恰当不过
了。一年为期，春光明媚时，树
叶萌芽，新绿初绽；夏日炎炎时，
浓荫蔽地，枝繁叶茂；冬雪飘飘
时，叶辞枝头，晃摇曳地。只有
秋天啊，秋天简直是枫树绝佳的
季节，它美得无拘无束，无边无
际。就让那相思之情，顺着一个
小小的火星，遍野燃放。

秋霜降临人间，光雾山的零
星红叶，便在层林中点缀初生，犹
如先行的“探路者”，她们微红着
脸颊，还带着一丝不好意思的羞
赧神色。伴着秋日的脚步逐渐叩
近，一团团金黄、橙红、橘红、深红
能渐渐在绿海之中蔓延开来，就
像上帝打翻了调色盘，绿托着红，
红托着黄，彼此依偎，相互映衬。
这是再高明的画家，都无力调出
的自然色系，那么新鲜、活泼、灵
动，远观也好，走近也好，都有一
种勃勃生机，仿佛馥郁揭盅，汁液
四溅。秋雨下了几场，秋风在檐
下回荡，秋意渐渐泛浓了，那火红
如同节日的焰火，慢慢掩盖了所

有的绿，让人沉醉，让人迷恋。一
眼望去，漫山遍野，像是一片红色
喧嚣的海洋。

时间有限，也不能以双脚丈
量整座雄奇大山，游完所有景
致。但我同样庆幸自己能在这
一日到来，目之所触，皆是无边
秋色。古罗马的贺拉斯在《书
札》中快乐地表示：乐天知命，赛
过神仙。我也是抱持着相同态
度：所发生的一切，就是命运最
好的安排。刚好在这一日，而不
是之前或之后，我能与光雾山的
红叶，有这样一次零距离的亲密
接触，这便是“最好”。

我久久地凝望着这漫山红叶，
穿梭其中，不舍离去。我爱红叶，不
仅爱她们现在的万般风姿，更爱她
们为了这红，而历经的风霜雨露。

枫树，真是有着非常坚贞灵
魂的植物，若无风霜侵骨，叶子断
不会转红，深深浅浅的红，仿佛经
受过霜露后不屈的魂灵--你想让
我挨冷受冻，瑟瑟缩缩，摇摇摆摆，
凄凄惨惨吗？我偏要来一次“秋
之怒放”，管它“寥廓江天万里霜”，
我自红红艳艳，我自枝头昂扬！

细看红叶，即使同一棵树上，
为何那红，也分很多层次呢？深
深浅浅，浓浓淡淡。也许，那红得
格外恣肆的，她经受的日晒风吹
最多，霜雨来了，她无从逃避，也

只能硬生生撑着、顶着、捱着、受
着。她长在了树杈高处，“高处不
胜寒”呵，几乎是赤裸裸立于天地
之间，无遮、无挡、无覆、无盖，她
除了有一颗坚强的心，简直找不
到半点和自然抗衡之物了。感谢
她的坚强，她挺过了这一切，才有
如今的红似火，红似霞，红得这般
凝重、纯正、端庄。

那红得不均匀不透彻的，恰
好是受着兄长姐姐护佑的“小妹
妹”，她柔弱地挤在关爱之下呵护
之下，毒日头晒不透她，有哥哥在
上面帮她遮阴，暴虐雨水浇不痛
她，有姐姐心疼地为她遮挡。她
娇羞地长大，无忧无虑，望白云苍
狗，看山谷流岚。她的日子是过
得舒适惬意的，但到了秋天，她惊
见哥哥姐姐都变得那般深红，而
她，却始终无法与之同一步调
……此刻，她才后悔，当自己选择
了躲在护佑之下，便放弃了命运
另一种可能性，至此，悔之晚矣。

谁不想过得优雅、舒适而惬
意呢？但让我选择，我宁愿自己
拥有一个积极进取的少年时代，
度过拼搏向上的青年时光，在中
年时依旧步伐不停，抓紧分秒，
勇往直前。只有这样，到了我的
晚年，我才能变成一片有着风霜
故事的红叶，才能红得万里流霞
彩，红得热烈赛春光。

五月的一个夜晚
五月的一个夜晚
月光幻变成洁白的蚕丝
从高空倾泻下一个男高音
悠远的歌声
我知道只有我一个人
在用心灵的耳朵倾听
他的声音
是心的一部分
他拉琴的手臂好像
白桦树白色而有力的枝
我知道只有我一个人
在用心灵的耳朵倾听
多么结实的肩膀
艺术的力量
他走 月亮也走
他笑 太阳也会微笑
他伟岸的体魄
每天来我的梦乡过夜
他将诗人的深刻
变成不可破解的诗歌
我只知道他是谁
我知道只有我一个人
在用心灵的耳朵倾听

我站在你家的门外
大地已经睡去
裹着雪的棉被
夜空的半月
却染着寒霜
你可知道我就站在你家门外
夜的冬云
正把我的幻想一点点带走
世界变得一片空白
我的目光却还有热望
我静静等待
月光淡去
变成白霜
太阳已经捂住了她的胸口
早已翻过雪山
带走我的微笑
猛禽挂红的翅膀
不再染红雪地
黄昏的白雾
变成寒风刺骨
你更不会在我身旁
天就要亮了
我的希望将潜下去
天冷了 地热了
雪地让我清醒
我被这夜戏弄
夜的月亮已经西去
我的月亮却仍在东升
我没有举起腊月的手
敲开你的家门
只因我是一个女人

风的心思
小风越吹越急
变成大风
天怎么会成这样
把我的心思刮乱
风永远没有归宿
也不会住在一个村庄
它就在天上
去了又来
它打掉世间的一切
不想自己会被打败
它要钻进每一个角落
好像为寻找它的最爱
我虽然听不懂风的心思
却知道它永远不会再停下来
它是多声旋律
一处高扬 一处下沉
我闭上双眼仔细分辨
乱风中竟也有爱
最低的声部
是风的痛苦
我感到了寒冷
谁会有同样的感触

|小小说|

片片枫叶情
□杜阳林（成都）

每天来到
我的梦里
过夜

□古丽娜尔·胡安别克（哈萨克族）
西叶（哈萨克族）译

狭路相逢的恩宠
□杨通（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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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点》创始人之一。

天空放晴，一缕暖暖的阳光
从窗帘缝里投进屋子。许久没见
太阳，于是，我拉开窗帘，打开窗
户。一丝微风吹来，伴着阵阵的
桂花香扑鼻而来。而整个书房的
书桌，完全置于太阳光下。

当我静静地坐在椅子上，什
么也没有做。只是呆呆地看着眼
前，感受着阳光带来的温暖。可
就在这时，我从窗户投进来的太
阳光的空气里，看到了无数飞舞
的灰尘。我开始用双手拍打驱赶
这些灰尘。可是，无论我怎样努
力，眼前的灰尘，不但没有减少，反
而越来越多。

不曾想，本来极其惬意的心
境，却被这到处飞扬的灰尘给破
坏。不想被眼前的灰尘继续扰了

我的情绪，我起身，关了窗户，拉上
窗帘。这时，没有一丝阳光投进
来，而我，也没有看到眼前飞舞的
灰尘。可同时，我却感受不到温
暖的阳光，也闻不到屋外阵阵的
桂花香。

我突然想到自己的好友，她
时常在我面前抱怨她老公人太
矮。她说，家里的电灯泡坏了，永
远都是她换。出去聚会时，自己
永远都是穿她最不喜欢穿的平底
鞋，只是不想让他看起来比自己
矮。甚至出去打篮球，看到自己
的老公投球，一次次被对方盖帽
时，她火冒三丈。她无数次对老
公的抱怨，几乎都是源于她老公
的身高。

终于，有一天，她选择了离

婚。多年之后，她才发现，她的老
公除了身高外，其实他身上有太
多的优点。不仅对她百依百顺，
每次发的工资都会全部给她，每
次她生病住院，他都会寸步不离。

她说，也许这一生，再也找不
到第二个对她如此好的男人。只
是，当她意识到这点时，一切都已
无法挽回。

如果我们一直在意阳光下的
尘埃，我们终将无法感受到太阳
的温暖，也无法体会人世间的美
好。

不要因为一些对我们生活毫
无影响的东西，却舍弃了对我们
异常重要的。

毕竟，世上万物，本就没有十
全十美。

阳光下的尘埃
□刘英（三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