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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的意义【纸上春秋】

□路也

泉来自幽闭的地下。地表
之下有数以千万计的脉管，如
同人体中的动脉和静脉一样蜿
蜒着、伸展着，这些脉管在岩层
围困着的极其狭小的空间里，
静悄悄地存在着，造成了莫名
的压抑、恐惧、烦闷和隐秘，当
它们中的某一条——— 往往是在
某一区域之中相对来说被围困
得最严重的——— 偶然寻找到地
表的突破口时，就在不可预计
之中忽然形成了“泉”。似乎是
从地心而来的那股子劲，是一
种催开花朵的力，使一股原本
平平凡凡的水流在开阔的蓝天
下绽开了旷百世而一遇的笑
容，欣欣向荣。封闭与开放就是
如此辩证地转换，一个名词至
此终于变成了一个动词，最内
敛本分者在摆脱理性束缚之后
变成了不羁的天才。弗洛伊德
关于创造力的学说其实完全可
以用来解释泉的形成。

泉的模样，既是一种生动
的写实的具体画面和图像，同
时又是一种凝炼化、概括化之
后的几何符号，它们大同小异，
在不一样的徐缓迅疾之中拥有
着共同的构成方式和流转规
律，所以更像是积淀了某种精

神内容的图腾。它们究竟象征
了什么？是清洁精神、万事皆有
源和永不枯竭吧!是自由、青春
和欢乐吧!可以说，从泉的模样
来看，它正好印证了那个著名
的观点：“美是有意味的形
式”。用什么艺术手法来表现
它们才是最好的？我想，木刻
版画恐怕是最好的了，那种木
质的厚重凝滞正好用以突出
水质的轻灵跃动，这大约是最
好的把“动”的内容用“静”的形
式来固定住的范本，表达出的
是“瞬间的永恒”。

泉的线条单纯、洗练而简

单，其中没有任何雕琢繁琐的
细节，只把一个富有神韵的大
致轮廓放在那里。泉以无色胜
斑斓，造就了各式各样的洁
白、黝黑、微蓝和碧透，似乎占
尽天下色泽。泉是那样满满当
当地、丝毫不留余地地充溢了
整个池湾，肥硕得那样自给自
足，朴拙得那样天真烂漫，从
来不去刻意地学中国山水画
的样子，以写意手法依靠留下
空白来显示想象空间，当然更
不在乎什么有我之境与无我
之境。正是这种懵懂甚至幼
稚，使泉——— 这天下最冲动也

是最偏僻的水流——— 具有了
某种不可阻挡的气势，这就是
泉的浪漫主义，完全无视这个
世界日益复杂起来的心机和
无比精细、无比沧桑的异化。

泉不仅表达着空间意义，
还表达了时间意义，甚至心理
意义。泉在对称、均衡、连续、
反复、重叠、流连、间隔、起伏
和交换之中，演示着亘古的大
自然的舞蹈。当一个人在它旁
边停驻下来，出神地凝视着它
时，在恍惚之中会感到这方寸
之间就是整个世界了，水永远
在汩汩地冒出，同时又自己咽
下去，并再次重新冒出来，像
总是呆在同一处，完全没有变
化地静止下来一般；可是同
时，泉又分明以流线型的韵律
和速度告诉我们：时间在流
逝，心脏在跳动。它的轮廓或
许类似表盘，上面似乎隐含着
一个永不停歇的指针。泉就是
这样，在方寸和世界间，在动
与静之中表达着“不朽”。

泉的美是把拙重、飞扬、
圆通和清远结合在一起的美。
它包含大自然和人类的初始
的风貌神情和哲学元素，同时
又“郁郁乎文哉”。

小城故事【悠悠我心】

□窦英琪

小城自有小城的好处。从
城东到城西，不过几十公里的
距离。北面是誉满天下的泰
山，南面则流淌着繁衍生息的
大汶河。多少年、多少代，泰安
城，就这样被拥抱在山水的怀
抱中。

每年的四五月份，泰山上
的野菜便蓬蓬勃勃地等待着
食客了。周末，三五好友约在
一起，便奔着山上或者野外去
了，遍地跑着的小柴鸡，喂的
可是全天然的松子和野果。还
有那些泛着绿光的柴鸡蛋，不
施农药的柳芽、桑芽、香椿、花
椒芽、山芹菜、山笋、南瓜花
儿……这里成了“吃货”们的

“天堂”。
坐在汩汩流淌的小溪边，

围着光滑的大石桌，来吃饭的
人，从不计较饭菜是否精致，
也不要求服务多么周到，只享
受这天然氧吧带给的清新和
舒畅。在这里吃饭，最主要的
是便宜，不用豪华包间，不用
空调电扇。酒足饭饱之后，还
能采些时令的瓜果带回家。

泰安人对于水的钟情一
点儿不亚于山。一年四季，一
条条清冽甘甜的山泉水汩汩
地流淌在山涧或者城市的河
道。清晨，那些起早的人们便
在晨雾里出了门。带上自制的
扁担和水桶，在晨曦里挑上山
涧里产出的一桶桶天然的山
泉水，回到家烧沸后泡茶，甘
甜可口，延年益寿。

通天街是我经常去的地
方。一条大道，青石铺地；两侧
商铺，朱漆画栋；五彩裳衣，琳
琅满目。流连于此，仿佛穿越。
历代历朝，哪个女子不爱红
妆？

与通天街相连的便是岱
庙。它坐落于通天街的北端，
是泰山面积最大、保存最为完
整的古建筑群，也是古代帝王
来泰山封禅告祭时居住和举
行大典的地方。

那时候，我的办公处就在
岱庙东墙外的东华门附近。
出得门来，便是一条青石铺
就的小道。泛着青光的路面，
坑 坑 洼 洼地印着岁月的足

迹。“秦即作畴，汉亦起宫”、
“清水滴石，满地银光……”
每次路过这里，都有一种穿
越了时空的错觉，不由自主地
把脚步放轻，恐怕惊扰了这一
方安宁。

泰安人对山情有独钟。秦
皇汉武、唐宗宋祖，历代帝王
都登封泰山。也难怪，一直以
来，这都是国家鼎盛、天下太
平的象征。而那些即将登封的
皇帝本人，也俨然成为“奉天
承运”的“真龙天子”而沾沾自
喜。但是，历史上有幸能成为
真龙天子的皇帝，除了《史记》
所撰的七十二王，他们的名字
大多已不可考证，真正载入史
册的更是寥寥数人。

一个城市就像一个人，过
于敦厚便无生机，过于浅薄则
会无知。

泰安人深谙此道。不张
扬，不自卑，不封闭。

近 10 年来，泰安城区面
积几乎扩大了一倍。贯穿东西
的东岳大街，便成了泰城最主
要的交通要道。林林总总的高

楼大厦站立两旁，或流光溢
彩，或古色古香。那些行色匆
匆的旅人，除了登山之外还有
了休闲购物的地方。

青年路在我的印象里已
经不年轻了。记得小时候上
学时，最喜欢走的就是这条
路了。高大的法桐矗立在道
路两侧，张开的枝叶相亲相
爱地拥抱着对方。我躲在树
荫下，走过了青春年少，走到
了人到中年。直到现在，那些
法桐依然勃发。不知道为什
么，每每走过那一树绿荫，便
让我不由自主地联想到那个
喜欢红酒和浪漫的国度———
法兰西……

高铁的到来，仿佛一夜之
间。原来去一趟北京，至少两
天打个来回。现在要去北京，
也就相当于去了趟济南的时
间。同事们纷纷笑谈：打个电
话订上个房间，一会儿到济南
去吃中饭……

最近又听说轻轨也要来
了，以后再到济南，可能只用
十几分钟。

夜遇拾荒【性情文本】

□星袁蒙沂

腋下夹着个塑料编织袋，
从路旁黑咕隆咚的花丛里挤出
来。夜色漆黑，借着附近散射来
的灯光，我一眼便认出她是后
院的邻居。

我家后院的邻居是老两
口，约摸六七十岁，我搬到镇上
居住后才认识他们。大爷人很
和善，总是笑容满面。我儿子偶
尔从老家回来一趟，街坊邻居
间，就数和他逗得最欢实。大娘
的性格与大爷大不一样。她沉
默寡言，举止拘谨，走对面遇
上，都很少和邻居打招呼。

对于大爷和大娘家的情
况，我一开始不知道，后来慢慢
了解了些。大爷的两个儿子都
是教师，在外乡镇教书。大爷没
啥工作，也不能种地了，老两口
就靠大娘捡拾垃圾卖钱生活。
在我们这个胡同附近，靠捡拾
垃圾卖钱谋生的，只有后院的
大娘一家。

大爷的两个儿子，我很少
见，估计条件也不会多好。他们
结婚买房之类的事情，只能靠
自己张罗和打拼，父母一点也
帮不上他们。供他们读大学的

钱，都是大娘整夜整夜捡拾垃
圾换来的。

在路上遇到大娘时，如果
她空着手、心情好，隔很远就打
招呼。如果是提着、背着垃圾，
和她走对面她都低着头绕过
去，装作没看见，不搭理对方。
开始几次，我还和她打招呼，见
她不理睬，后来就明白了。她内
心深处，可能是深深地自卑，怕
别人取笑或看不起她。

以大爷和大娘现在的情
况，靠自己的双手捡拾点垃圾
换钱，靠劳动养活自己，有什么
丢人的呢？大爷年轻时好像还
是村里的什么干部，年龄大了，
变成这种境况，我还是有些不
能理解。或许，这与他太过正直
有关。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大爷
家也不太和谐。我们成为邻居
三年多，印象中从没见过他的
大儿子和儿媳回来过。他的二
儿子一两个月回来一趟，回来
后就经常听见他们吵架，有时
候是因为大爷大娘几个月没交
电费村里来催，有时候是欠了
自来水公司的水费。孩子不在

家，老两口有时也吵架，多是因
为家里拮据，帮衬不上孩子结
婚、买房及生活的忙，有时是大
爷听到些闲言碎语，埋怨大娘
到处捡拾垃圾丢人。

大爷和大娘的感受，我很
理解。在济南读书时，我住的宿
舍在一楼。当初我们那届中西
医结合专业有几个行动不便的
同学，我们班两个，邻班一个，
受学校照顾住进我们宿舍。我
结婚时，给宿舍的所有兄弟发
了邀请，请他们参加我的婚礼。

婚礼结束后，闲聊时有熟
人和同事带着莫名其妙的笑容
问我，你大学舍友怎么都这个
样啊？来的这几个人要么是手
要么是腿有残疾。我当时感觉
十分不舒服。在我心里，他们都
是我相处了三年的好兄弟。

我结婚后第二年春节的前
几天，在济南买了车和房的一
位兄弟要结婚，我妻子那时怀
孕七八个月了，我未能参加。后
来听另一个兄弟说，济南的这
位兄弟结婚时邀请去参加婚礼
的舍友并不多，有残疾的兄弟
好像都没邀请。

大爷大娘没受过高等教
育，一辈子都生活在村镇上，接
触的都是些和他们一样说话粗
声粗气不懂修饰的乡邻。这些
人中，嫌贫爱富的肯定有，有些
人的言语难免很露骨、很低俗，
让他们难以接受。不说他们，就
算受过高等教育、正规教育的，
自以为高人一等戴着变色眼镜
藐视别人的人，照样有不少。

大爷大娘，生活在小村镇，
夜晚出门拾荒。我那位兄弟，工
作在省城，结婚不敢邀请身体
残疾的兄弟。归根结底，这不全
是他们的错。生活、工作的环境
不同，可他们都不得不事事小
心应对，警惕随时可能被无聊
者藐视的侵袭，就如我闲聊时
曾被冷嘲热讽过一样。

夜晚拾荒，极不安全。柏油
路上车来车往，大娘却得夜夜
独自外出。从天黑到天亮前的
十多个小时里，路边那些被人
家丢弃掉的报纸、塑料瓶、干树
枝等等，她四处穿梭着、找寻
着，什么都拾。窘迫、自卑、惶
恐，她内心的滋味，迫使她夜行
的人怎么会懂？

1995 年初夏，我到中部地区的一
座小镇上做砖瓦工，在华隆小区租了
一间八平方米的小屋。这里杂聚着五
湖同胞、四海骨肉，条件可想而知，床
是用门板搭的，灯泡用 15 瓦的。天气
已热，供电有了困难，牺牲部分人的
利益在所难免，华隆小区便是其一，
隔天停电，就煮饭时间来一会儿。

下夜班十点多了。细窄的弄堂九
曲回肠，泥地面坑坑洼洼。本来 50 米
一盏路灯，不是很亮，行走却不成问
题。成“瞎子”后，有苦头吃了。

这是我来的第三天，正逢农历月
底，没了月亮的引路，星星也被云遮
了眼。站在小区门口，感觉就是一个
黢 黑 不 见 底 的 洞 。没 走 几 步 ，

“砰——— ”鼻子热辣辣的，迎面撞上了
电线杆，喉咙微甜——— 流血了。

拐了两个弯，膝盖又磕到了囤积
的木材上。又走了一段，脚像擦到什
么似的，幸亏及时扶住了旁边的青石
墙。糟糕的是，路我还不熟，迷了方
向，不知接下来该往哪边拐。

绕了十多分钟，可算摸到了我的
窝。刚倒了洗脚水，屋后“啪嗒”一
声——— 有人摔了，骂娘声咬牙切齿。
在以后的很多个晚上也能听到，有时
我也会脱口而出。住这里的人似乎都
很粗鲁，邻里也不和睦。下班后浑身
疲乏，竟还能吵起架来，还是为些鸡
毛蒜皮的事。

我前两天就和隔壁一对年轻夫
妻起了争执。我和他们共住一个院
子，门前各有一块三平方米的地，我
的地也被他们占去种菜了。

夫妻俩还蛮横得紧。女的脸小而
尖，伶牙俐齿，说什么先来先得。男的
虎背熊腰，护着已下秧的地，一副随
时动手的样子。我也不让：“强盗！土
匪婆！”后来，旁院的大叔吼过来：“吵
啥吵，上马路去，别碍着老子睡觉！”
我们这才罢手。

几天后的一个雨夜，我躺下不久，
就又听见了摔跤的声音，这回是那个
蛮横男人，声音里带着几分痛楚。我心
里偷着乐了。后来见到蛮横男人一瘸
一拐，摔得不轻。他没好气地瞅了我一
眼。我忽觉过分，我们并无怨仇。

这晚，照样停电。还没踏进小区，
我就看见一个指头大的星火点，那不
是我住的地方吗？可能是蛮横男人在
雨中抽烟吧。近了，是火苗呀。再几
步，一段很短的小蜡烛插在青石墙
上，烛火轻轻摇曳着。屋里已浮起微
鼾，一轻一重，此起彼伏。

一连五个停电之夜，我屋前的院
墙上都有一点星火在闪烁，即使这样
微弱的星火，也让我走得一路平稳，
几乎也没再听到什么叫声。

后来，星火点多了，两个、四个、
五个……周末，我见到很多人在切蜡
烛，一支小白烛切成四五段。蜡烛也
算半奢侈物了。

每个停电的晚上，下班的点到了，
我都会出来一看，左右有人点上蜡烛
了，自己就不点了；若还是漆黑一片，
就点一段。左右的蜡烛燃完了，这边会
接上，等多数窗缝里流出光来才熄灭。

每晚进屋后，总能听见前后的欢
愉声，例如：“我升职啦！”“俺加工资
哩！”“我可没你俩走运，不过下个月，
我妈要带我闺女来看我……”

这天清晨，一拉开门，地上静静
躺着两条矮胖的青瓜，翠嫩欲滴，很
像人参娃娃。蛮横女人冲我憨憨一
笑，我也微微一笑。

三个月后，家人在南方的一座城
市帮我找了一份工作。真要离开了，
竟对前后左右有一种不舍。我们忘了
困意，挤在小院子里，聊得更长更远。

我和这个小区缘分不浅。2005

年的一个仲夏夜，我出差路过这座小
镇，几人饥肠辘辘，打算停车吃夜宵。

我一时觉得有点眼热，再过去点
不是华隆小区吗？一个同事叫了起
来：“这啥习俗啊？”他手指着的前方，
墙头燃着一小段蜡烛，往里面，一段
接一段，星星点点，许多都套上了灯
罩。

这个小区没变，收纳的还是苦工
一族。汉子们三三两两地进去了，谈
笑风生。我站了很久，也没碰上一张
眼熟的脸，但我知道，当年百步一烛
照，如今心灯已亮了十年。

【个人记忆】

十年心灯
□江泽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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