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间低矮的土屋子，孤零零
地坐落在荒芜的草原上。此刻，
它带着一种寂寥和沧桑的味道，
立在午后的阳光中。

它的四周，用土坯垒砌出了
一道简易的围墙。那些土坯，有
的略微弯曲，有的较为平整，它们
尽量保持着各自最初的模样，然
后重叠地摆放在一起，最后形成
了眼前的这一道围墙。围墙并不
高，随着地势起伏而起伏着，最高
处不超过一百二十公分。不知道这道低
矮的围墙是否能够抵御野兽突如其来的
侵袭，更不知道这些码在墙上的土坯，是
否可以承受风雨和时间的侵蚀，长久地挺
立在草原之上。

在某些时刻，这个屋子也曾盛满了
温暖和欢乐。

那是在牧人们转场的时候。牧人们
途经这里，将这里当作暂时的栖息之地，
在这里稍作停留和休整。

当男人拾掇行李的时候，女主人早
已背上水桶，外去寻找水源。

她沿着以前的记忆和足迹，向草原深
处走去。在草原和草原的褶皱之间，有一
眼小小的泉水，若是避开了洪水泛滥的雨
季，那这眼泉水便总会流淌出清澈的泉
水，凭借自己的一己之力，浇灌这片草原。

女主人弓着腰，将沉重的水桶背进
了屋子。她将水桶放在屋角一个相对安
全的位置，又将烧茶用的水壶灌满了水，
然后点燃了灶火，准备烧茶。

烧茶用的燃料是干燥的羊粪。干燥
的羊粪，燃烧起来速度非常快，需要女主
人不停地往灶膛里添羊粪。不多时，一
壶茶便烧开了，盛在杯盏里的茶水，氤氲
着热气，而茶水的甘冽，必将慰藉牧人们
一路的劳顿和疲惫的身心。

也许是一天，也许是一晚，也许是一
天一晚……当转场的牧人们再一次拾掇
好行李，熄灭了灶膛里的火焰，踏上新的
征途之后，这所屋子便再一次回到了最

初的寂寥和沧桑。
于是，在时间的这根长轴上，这所低

矮的屋子以及围墙内的所有角落，常常
被巨大的寂寞和无尽的盼望围裹。

在无垠的草原上，因为有了这座寂
寞的屋子，时间便被无限延长，空间也被
无限放大。

而草原深处，时光难以隐去的辉煌
和温度，在一所屋子和一道围墙上一寸
寸地生长，起初是一些小小碎碎的斑点，
后来长成了大片大片绵延的草原。

牧草和羊群
草原上的羊群是跟着春天走的。春

天到了哪里，它们便去往哪里。不管一
路上会经过多少河流，翻越多少山峦，那
些茂密、柔软的青草，是羊群不断前进的
风向标，一路指引着它们向着水草丰茂
的地方走去。

草原上的春天有多久，羊群留在草原
上的脚印就有多少。那些细碎又繁杂的
蹄印，就像盛开在草原上的野花一样，一
路荼蘼，直到草原尽头，直到秋意渐浓。

勤劳的牧人，走在羊群的后面。
牧人知道走出这片草原，翻过北边

的一座大山，再趟过两条不大不小的河
流，就会到达一片崭新的天地。但是，牧
人哪里也不去，他只是跟着羊群的足迹
行走。他把他的脚印也留在这片草原
上，那些散落在年华里的脚印，起初年轻
有力，后来渐渐苍老，每一个都增添了一
些岁月的痕迹。

还有一些岁月的痕迹，藏在
了别处。

比如藏在一只公羊的犄角
上。这是一只神气十足的公羊，
它的两只犄角又弯又长，几乎要
在头顶盘起一个高高的结来。这
只公羊的犄角，令它在羊群拥有
无比尊贵的地位：没有一只公羊
不畏惧那两只犄角，更不敢自不
量力的靠近它；也没有一只母羊
会将它和它的犄角视而不见，更

不会自惭形秽远离它。
譬如藏在一只小羊羔的羊羔毛里。

这是一只刚出生不久的羊羔，它的全身
上下，是清一色的白色，里面没有掺杂一
丝一毫的其他毛色。但是，这还不是最
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那些蓬松松、毛茸
茸的卷毛，它们彼此间纠缠在一起，仿佛
永远梳理不清，永远乱作一团。于是，那
只憨态可掬、惹人怜爱的小羊羔，让所有
看到它的人都爱不释手。

譬如藏在那些潮湿温润的眸子里。
谁可以抗拒那些温情脉脉的眼眸？在眨
眼之间，天空之蓝已在那里沉淀为一面湖
水，草色之青已在那里绵延为一片草原。
就连远的毡房、近的围栏，也在那些眼眸
里生长，一岁又一岁，最后长成家的模样。

在那些柔软的时刻，时间早已不见
了踪影。

只见原本重叠在天空中的云朵，正
在被轻柔的风吹散。在云朵和云朵的之
间，在清风和清风的之间，所有的缝隙里
都被天之蔚蓝和草之碧绿所填满。

清风过处，青草匍匐。
一只羊停了下来。一株草的草尖上

跌落一滴露水。
另一只羊，也停了下来。另一株草

的草尖上也跌落一滴露水。
更多的羊群停了下来。
牧羊人，也跟着停了下来。但他不

敢去看，究竟会有多少株青草的草尖上
会跌落晶莹剔透的露水。



□ 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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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中的母亲梦中的母亲

母亲离开我们九年了。母亲慈祥的
笑容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时时走进我的
梦境。

前天晚上，我又梦见了母亲。月色朦
胧，母亲悄然走进家门，我喜出望外，连忙
上前挽住母亲的胳膊。母亲面色焦虑地对
我说：“丫头啊，我几次路过你家，看到你头
顶的那片天空是阴着的，不见太阳……”

梦醒了。我泪湿枕巾。我不知道天
堂里的母亲，是不是一直俯视着我，是不
是担忧着我的日子过得舒心与否。我

想，女儿的苦难，母亲在天堂是
有感知的。否则梦里母亲的面
容怎么会那么憔悴，眼角和眉梢
也有着无限的忧伤？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我
幸福地依偎在母亲温暖的怀抱里。母亲
只希望儿女过得好，儿女幸福就是对她
最好的安慰。如果说勤劳和善良是一个
农村妇女应有的本色，但母亲逼着我们
多学了一样东西，那就是读书。艰苦 的
年月，母亲拖着有病的身体，为了我们上
学，早晨安顿好饲养的畜禽，然后下地干
活；晚上点上煤油灯做鞋，缝补衣裳。母
亲耗尽了全身的精血，瘦得像路边随风摇
摆的芦苇。

勤劳，是母亲的信仰。苦难，是母亲

的口粮。而幸福，母亲留给了我们。
很多时候，梦里的母亲笑得那么安

详。很多时候，梦里的母亲总是说着我耳
熟能详的话：心存善良，终得福报；工作很
重要，身体很重要……

九年来，我经常做着相似的梦。梦中
的房屋湿淋淋的，而母亲就住在里面。我
记得母亲入土的前一天，天上下着瓢泼大
雨。

每年的七月初七，我们姐弟四人步行
一个多小时的山路看望母亲。石桌上摆
上敬献的祭品后，我仔细地察看坟头的严
实。弟弟拔干净坟头杂草，我们跟着培上
新土。用锄头拍紧新土，姐姐拍着拍着，
突然冒出一句，“我不会拍痛妈妈吧？”母
亲不会痛，姐姐的话拍痛了我们每一个

人，痛得我们在母亲的坟前，泪水汹涌。
母亲长眠的山坡，向阳。就在这夏日

里，深深浅浅的野花争奇斗艳。从远处
看，母亲的坟头若隐若现。周围油菜花金
灿灿的，蜜蜂、蝴蝶来回穿梭。这里是母
亲的庄园，春有鸟鸣，夏有花香，秋有红
叶，冬有白雪。

母亲，如果觉得孤单，那就住在我的
梦里吧。

今夜，我想和母亲在皎洁的月光下相
逢，我想聆听母亲的教诲，我想和母亲分
享生活的幸福……

那时我十三岁，经常和同学们一起
到上海的一个公园整理花草，每次都见
到一对百岁夫妻。公园的阿姨告诉我
们，这对夫妻没有子女，年轻时开过一家
小小的手表店，后来就留下一盒瑞士手
表养老。每隔几个月卖掉一块，作为生
活费用。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能
活得那么老。

因此，我看到的这对老年夫妻，在与
瑞士手表进行着一场奇怪的比赛。铮铮
铮的手表声，究竟是对生命的许诺还是
催促？我想，在万籁俱寂的深夜，这种声
音很难听得下去。

可以想象，两位老人昏花的眼神在
这声音中每一次对接，都会产生一种嘲
弄时间和嘲弄自己的微笑。

他们本来每天到公园小餐厅用一次
餐，点两条小黄鱼，这在饥饿的年代很令
人羡慕。但后来有一天，突然说只需一
条了。阿姨悄悄对我们说：可能是剩下
的瑞士手表已经不多。

我很想看看老人戴什么手表，但他

们谁也没戴，紧挽着的手腕空空荡荡。
这对百岁夫妻，显然包含着某种象

征意义，十三岁的我还很难读解，却把两
位老人的形象记住了。

随着慢慢长大，会经常想起，但理解
却一次次不同。

过了十年，想起他们，我暗暗一笑，
自语道：生命，就是与时间赛跑。

过了三十年，想起他们，又暗暗一
笑，自语道：千万不要看着计时器来养
老。

过了五十年，想起他们，还是暗暗一
笑，自语道：别担心，妻子就是我的手
表。当然，我也是妻子的手表。

寂寞的屋子寂寞的屋子（（外一题外一题））

□ 吴海霞

我想和你一起生活
在某个小镇，
共享无尽的黄昏
和绵绵不绝的钟声。

在这个小镇的旅馆里——
古老时钟敲出的
微弱响声
像时间轻轻滴落。

有时候，在黄昏，
自楼顶某个房间传来笛声
吹笛者倚着窗户，
而窗口是大簇郁金香。
此刻你若不爱我，
我也不会在意。

在房屋中央，
一个彩砖砌的火炉，
每一块彩砖上画着一幅画：
一颗心，一艘帆船，一朵玫瑰。
而在我们唯一的窗户外，
是雪，又一场雪。

你会以我喜欢的样子躺着：
慵懒，
毫不在意，淡然。
一次或两次划燃火柴的
刺耳声。

你的烟头闪耀然后转暗，
那灰白的烟蒂
颤抖着，颤抖着——连灰烬
你都懒得去弹落——
它自己飞落进火焰中。

脉管里注满了阳光

脉管里注满了阳光——
而不是血液——
在一只深棕色的手臂中。
我独自一人，
对自己的灵魂，
满怀着巨大的爱情。

我等待着螽斯，从一数到一百，
折断一根草茎，噬咬着......
如此强烈、如此普通地感受到
生命的短暂，
多么地奇异——我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