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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定要在春天里刮起的大风，
它一定要从残雪上面，从还没有从枯草
下面伸出脖子的草芽上面，从我们还在
不断往外抖落寒气的身体上，刮过去。
它要刮过去，比任何一场风要讲信用，比
任何一场风要猛烈，比任何一场风要彻
底，也比任何一场风更像风。可是大风
在没有变成大风之前，我只能叫它风。

此刻，风从我身旁起步。
风从我脚下启动脚步。我脚下的大

地开始不安起来，我从不怀疑脚下的大
地对风充满了恐惧，不会的，大地要比我
们的内心沉稳得多。这是大地在抗拒风
的诱惑。风用远方向此地，用多维向二
维，用轻向重，用抽象向具体发出了邀
请。大地终于动摇了，在二月的风里，大
地微微颤动着，在宇宙里，它一定像一个
刚刚点火的发动机。它的能量不是来自
燃料，来自风热情的手臂。

风当然是有手臂的，它先绅士一样
向大地做出了邀请，之后，它又像调皮的
小孩子一样挥动起了手臂。它的手臂摇
动了地面上的草茎、麦苗，摇动了马的鬃

毛和墙上的枯草。风用手一遍遍摸过大
地，去秋落下的树叶，不知什么时候丢掉
的纸片，都随着风的方向去了。风用一
根看不见的手把它们紧紧攥住，牢牢地
掌握在手心里。这些我们无从把握的事
物，总有能把握它们的力量。风就是其
中之一。

风从我脚下起步以后，开始还是中
规中矩的，它只是在我的身边走动。但
很快它表现得焦躁起来，它加快了脚步，
想要离开我，去寻找新的栖所。我能说
什么和做什么呢？我什么也不能说，什
么也不能做，因为它是—— 风。它要是
蜗居于一隅，它就不是风。风是自由的，
飘逸的，它也是散漫的，不受羁绊的。风
向往着天空，风要从一个新的高度上打
量这个它不可理解的世界。

风开始高出地面，高出麦地，高出马
背，也高出了墙头。

风的脚还在地面上，可它的身子已
经在空中了。风变得粗大，风也开始伸
长，风要用自己的身体让世界更充实。
风并不认为吹动一根牛毛比撼动人心更
容易。只要想做，风从来都是一心一意
的。风攀上了树梢，树梢颤抖起来。风
越过墙头，追逐喧嚣不已的人们。风掀
动人的衣襟，它要让自以为是的人从内
心惧怕。风要把自己吹进人的心里去。
人们裹紧了衣服，关紧了门窗，从玻璃后
面偷偷地看风。

风在乡村里驰骋，在高楼间巡游。

风从来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风的眼睛
无处不在。风在窃笑：那些躲在玻璃后
面的人们是多么的虚弱。

风用力拍门。风跑过房顶，晒在房
顶上的草粪跟着跑动。风吊在电线上玩
秋千，电线发出了“啾啾”的鸣叫，那是恐
惧并欢乐着的声音，每一个荡过秋千的
人都深有体会。荡得越高，那种伴随恐
惧而来的兴奋就越强烈。风在空中乱
蹿，它已经像一个酒汉一样不可理喻。

此时，可以叫它大风了。大风，人
们这样叫着，大风却没有答应。大风呼
啸着奔驰，大风摇摆着转圈，大风猛然
间跌倒在地。大风的脾气终于爆发
了。这个世界，没有谁可以与它对话。
大风用脚蹭起一阵阵沙土，用衣袖鼓荡
着，撒向天空。这是大风的染料，世界
此时已无法避免被它任意涂抹的命
运。大地是黄的，天空是黄的，人的心
里也是黄的。

但大风显然不能满足这样的恶作
剧。大风用手撕扯世界。它捅破硬撑着
的窗户纸，折断已腐朽的树枝，刮翻行将
倒塌的建筑以及一切貌似强大实则脆弱
之极的东西。大风降临，世界的虚伪和
软弱被撕开。

大风把那些有价值的毁灭给人看，
这就成了悲剧。大风还把那些无价值的
撕破给人看，那就不仅仅是喜剧了。那
些陈年的垃圾，那些已经忘却的伤口，那
些不敢面对的丑陋，被大风一一抖落出

来，摆在人们的眼前。看吧，善于遗忘、
习惯于遗忘、乐于遗忘的人们，看看你们
这肮脏的、充满腐气和病毒的生活。

当大风吹过，人们才发现：我们生活
的世界，它并不如美玉般浑圆，也不像铁
板似的坚硬。它暗藏了许多肮脏，也掩
饰了不少的空洞和虚弱。

这是一定要在春天里刮起的大风，
它一定要从残雪上面，从还没有从枯草
下面伸出脖子的草芽上面，从我们还不
断往外抖落寒气的身体上，刮过去。它
还要从我们的心里刮过去，带着冬的利
刃，同时也带着春天的阳光。它要刮过
去，比任何一场风要猛烈，比任何一场风
要彻底，比任何一场风更像风，也比任何
一场风要讲信用。

大风吹过，世界安静下来，大地春暖
花开。

最近陷进茶叶里，沉醉于午后茶汤
的平静里，和妻子一边喝着普洱或是正
山小种，又喝一点绿茶，学一点茶知识。

但更多的时候，我们只一口口把茶
汤啜进嘴里，任茶香慢慢透进灵魂深
处。于是，窗外的垂柳，一条条随风微
动中有着流水般的与世无争。

偶尔，还会想起曾经。虽然曾经模糊
得几近苍白，虽然曾经轻巧得仿佛烟云。

曾经是接触不到普洱，铁观音之类

的茶品，又或者，偏僻山坳里售卖
的是它们中的残次部分。

卖的最多最好的是湖南砖，茯
茶。每逢婚嫁，来贺的亲朋乡邻，
每家必带一包。带来的砖茶得专
门找个宽敞的地方码起来，像极了
一面墙。

很多人家等婚事结束，那码
起来的砖茶就成了心事，太多，喝
不完啊，虽然不会坏掉，虽然可以
作 为 礼 品 送 人 ，但 是 那 得 等 多
久？有些人就只好又贱卖给当地

商家。
茶包的流转中，总有些故事是注定

要回味的。
老家以前熬茶最广，山村僻野，大

多喝不起好茶，几块钱一包的茯茶用起
来最顺心顺意。

茶不贵，所以随意掰几块不心疼，
茶叶又多是茎枝，耐得起熬。

往茶壶里扔进去掰好的几块茶，再
添些盐巴，添点热料，任它在炉火中熬。

自然，家里人总不会坐在炉火边等
着喝，农民闲不住，就算在冬日里，也要
在外面遛一圈。裹着羊皮袄，都是自家
媳妇的一双手缝制的，再穿上一双馒头
般的棉鞋，也是自家媳妇做的。

家里人有转回来的，身子肯定有些
冷，就从碗柜里那一口粗制的敞口瓷
碗，提起炉火上的茶壶，沸腾的褐色茶
汤冒着热气从壶嘴倾泻到瓷碗里。

双手捧着那烫烫的瓷碗，在外的冷
冽被这股热烈的高温渐次逼退出体外。

咕咚，咕咚几大口，那温凉下来的
茶汤就被灌进嘴里，顺着喉咙咽下去，
浑身有种特别自然舒服的贴切，如同野
地里一棵小草吸一口水汽。

日暮，烟囱里的烟熏染着乡村碧蓝
的天空，稚子们欢畅的笑声弥漫在村落中，
而大人们，大多盘腿坐在自家的热炕上，一
边罐一口熬茶，一边思忖着一家之计。

那熬了一天的茶汤依旧有着熟悉
的味道。看一眼，白碗红汤如碧空青
山，罐一口，清淡平正似一生无愧。

□ 邢永贵

大风刮过大风刮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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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在线佳作在线 收集心情收集心情（（外一题外一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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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旅行，醉心于搜集纪念品；年
龄稍长，大量搜购明信片；现在呢，着重
收集的是心情。

纪念品会坏、明信片会旧，唯有心
情，万古常青。

在旅途上收集而来的心情，缤纷多
彩，悲、欢、惊、惧，兼而有之。

在挪威西部的大城卑尔根碰上仲夏
节，收集的是狂喜的心情。

整个城市，活脱脱的变成了一个童
话世界：男女老幼，人人都打扮得古灵精
怪，化妆得鲜艳夺目，在街上狂歌、狂舞；
大吃、大喝，疯了似的快乐。那种快乐，
好似传染菌，一个传一个，全城的人，都
乐得如痴如醉。隔了几年以后回想当时

那种全心全意的快乐，嘴角还是忍不住
溢出笑意。

每每旅行回来后，将沿途所收集的
心情取出来细细把玩，真是“别有一番滋
味在心头”啊！

课堂笔记
念大学时，最喜欢做笔记。
在课室里，当教授口沫横飞地授课

时，我便以“天马行空”般的笔法把要点
一一记下来。返回宿舍，根据这些要点，
参考其他书籍，融会贯通之后，整理成一
份份完完整整的笔记。在这个整理的过
程里，我充分享受到做学问的大快乐。
许多宝贵的资料，常常伴随着笔记的完

成而牢牢地贮存在脑子里。
当时，最喜欢的一门科目是古典诗

词选，所以，做起笔记来，也特别用心，不
但做了注解，写了欣赏心得，而且，居然
还大胆地自绘插图。

一首诗，一个图；一阕词，一幅画。
边写边画，其乐融融。

写好画毕，左看右看，心花怒放，“敝
帚自珍”的可笑心理暴露无遗。

向我借笔记的同学很多，有些借去
抄，有些索性整份拿去影印。我总是来
者必借，从不推搪。真正的学问，是要靠
努力钻研得来的，笔记做得再完整，也只
不过是皮毛的功夫而已。借人笔记，予
人方便，又有什么关系呢？

从东方升起的太阳
暧昧或含蓄，猩红的面孔
近于放纵
少女坐在方格的窗前
小声抽泣
躲进桑叶的阴影下
编织危险的恋爱
男孩子可以潜到池塘采莲
或者用固定的韵律诵读诗书
我们的父兄无从选择
只能去废弃的河床
种植棉花和荞麦
稻草人被喇叭花的欲望纠缠
炊烟的影子里
落满了馋嘴的麻雀

在南方出生的太阳
荣耀的铺张，炽热的面孔
令人眩晕
皇冠消耗了太多的黄金和热情
陨石的灰烬填埋了遍地墓穴
粘性树皮用来充饥也可以造纸
指南针让我们在海浪中迷失方向

丝绸面纱下，美人长睡千古
英雄的白日梦被说书盲人一语道破
草原赤地千里
衣衫褴褛的野兔死无葬身之地
太阳从西边升起
冷却的火焰，朦胧的面孔充满梦幻
谁用掺杂了沙砾和麦草的黄泥造人
在我们生命里遍布卑贱的伤痕
洪水从天河呼啸而来之际
母系部落的秘密婚礼正在山谷举行
狩猎者在山顶设坛祭祀
供奉嘶哑的战鼓和沉默的头颅
扶桑树多余的花朵被射杀之后
漫天枫叶开满了仙女们寂寥的长裙

在北方诞生的太阳
温暖而苍白，游移的面孔
飘忽不定
琴师已经投入旷野女巫的怀抱
新娘还在残留的冰雪之夜独守贞操
美丽羽毛在舞蹈中升华与堕落
孤独的牧羊人唱出欢乐歌谣
山河被水墨画卷劫持
话语创造了我们世界的全部真实
游吟诗人向北风抬起头
用一块燧石点亮母狼的眼睛和篝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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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碗熬茶暖人心一碗熬茶暖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