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车轮在一望无际的戈壁滩
公路上流畅地滑行。

除了这一辆车，长时间看不
到别的车辆，似乎这条公路是专
门为我这次出行的这一辆车而
开通的。这多多少少给我一种不
真实感，想起了玛格丽特·杜拉
斯那个完全没有情节的实验性
的电影《卡车》。

当我对着这大西北的荒漠大
发感慨时，司机小伙子告诉我，他
去过最东边的地方是兰州，他的
愿望是有朝一日能见到大海。

他对大海向往的程度恰恰等
同于我对大漠戈壁向往的程度。

没有人烟，没有奔跑的毛皮
动物，没有鸟，没有昆虫，没有植
被——— 除了零星散落着的早已干
枯而今尚未绿起来的矮墩墩的骆
驼草，这里只有沙砾，还有紧贴在
沙砾上面的如雪的片片盐碱。戈
壁是空的，戈壁面无表情，戈壁没
完没了，而此时大风正吹着这空，
正吹着这面无表情，正吹着这没
完没了。四周全是地平线，你望
过去或者不望过去，永远都是地
平线，就这样一直持续下去的地
平线，让人在期待中绝望又在绝
望中期待的地平线，直到你已经
昏昏欲睡了，挺立在前方的还是
遥不可及的地平线。所有的空
旷，所有的单调，所有的弥远，当
它们达到了极致的时候，就演变
成了辉煌的形而上。人在其中，感
受到的就是自己的微小、脆弱和
无足轻重，甚至随时都有可能消
失在这无边无际之中，于是感觉
乘坐的车子是失重的，正飘浮在
空气中。

这样似乎弃绝了生机的荒
漠戈壁，不知为何，并没有给人
以寂灭之感，却让人总觉得在它
无动于衷的背后和不动声色的
内部其实正潜藏着无限的可能
性和某种灿烂的绽放，它只是一
直在准备着，在等待着，在孕育
着。无论多么艰难，春风都会吹
开它的心怀。一篷绿起来的驼骆
刺，一簇抽芽的红柳，在无边的
沉寂之中，都称得上惊鸿一瞥。
所有的荒原都不会是废地，T.S.
艾略特的《Waste Land》，根据诗
的主旨，实在应该照着字面之意
翻译成《废地》才更合适，而不应
该像现在这样被翻译成《荒原》。
真正的荒原一定是生生不息着
的，即使像这戈壁滩，它使用什
么也不说的缄默的方式，却已经
说出了那么多，甚至滔滔不绝。

天不像前两天那么蓝了，而
是变得有些昏黄。司机小伙子从
经验出发，告诉我这是明显的沙
尘暴天气。现在是早上，才刚刚开
始，晌午过后应该会更加严重。

在这戈壁滩上，时间流逝得
特别缓慢，就跟静止了似的，有时
甚至会让人觉得时间是一个伪概
念，觉得时间尚未开始或者可以
随意从一个位置上重新开始。如
果不是偶尔出现的电线杆子和路
边某块碎玻璃，如果不是我正在
乘坐的这辆绿色出租车，说不定
会让人怀疑人类历史是否真的存
在着，也许不过是一场幻觉。在另
外的某个时刻又会忽然觉得自己
不是存在于地球上，而是存在于
地球之外的其他星球上。

我并不认为大西北就是通常

所认为的那样必然是属于雄性
的。这时我望着车窗外，不禁想起
了女诗人娜夜。我曾经为她写过
一篇很长的诗歌评论，现在看来，
很多地方都还是不得要领的。也
许只有我来过大西北看过这大漠
戈壁之后，才能真正理解她的诗。
长期生活在甘肃，她从未写过那
种传统意义上的庞大意象的诗
歌，就是那类通常由男诗人们捉
刀来写的典型的西部诗，她甚至
很少直接写到西部。然而，此时此
刻，我忽然想到，这大漠戈壁滩上
折不断的地平线也许已经成为她
生命的地平线，并且放进了她的
诗中。相对于海洋江河的多变和
波动，西部这片土地的不变和少
动，则赋予这里的生命以坚定。她
的诗中常常出现下判断的坚定口
气、不容置疑的口气，这口气或许
就来自这里？西部的人话少，面对
空旷大漠，说什么呢？对谁去说
呢？说了有谁会倾听呢？这里的人
不可能像我一样成为一个话痨。
这戈壁滩，除了一团团的骆驼刺
和一簇簇的红柳，稀稀拉拉地矮
矮地分布着，便什么植被都没有
了，这是一种类似于诗歌表达中
的少言状态、减法状态，无法靠意
象来取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娜
夜的诗歌也是可以的，可以解释
为何她的诗歌从字面上看去一直
都不复杂，总的词汇量一直都那
么少，甚至是单调的，而恰恰是这
种“少”，扩大和增强了她诗歌的
空间感。一种悠长辽远的气韵一
直出现在她的诗中，使得这种词
汇量不丰富而造成的单调因着这
种语调韵律反而演变成了大气。

现在，我想，我似乎已经知道
了，这种个人语感或者个人语调
应该来自她长期生活于其中的这
个地理，来自大漠戈壁和它的地
平线。这已经非常隐蔽地融进了
她的生命背景和诗歌背景，这地
平线成了从她诗歌语调之五线谱
中央鲜明地穿越过去的那道粗壮
横线，成为了主旋律。没错，就是
那长长的呼、长长的吸，一呼一
吸，地平线就那样绵延着摆放在
那里了。她的优势当然还在于性
别。一个男人与大西北相遇，算不
得什么；一个柔弱精致的生命如
果生长在江南，相得益彰，也算不
得什么；而把同样一个女性生命
放在无垠的大西北，那就算得上
什么了。昭君抱着琵琶出塞的画
面总是比唐僧师徒挑着担牵着马
行走在大漠之中的图画要好看，
女性与荒漠，如同美女与野兽，
冲突由此而生。得需要多少张力
才能缓解这冲突，要用多少生命
本身的丰盈才能压过这无垠的
荒凉，重获平衡，于是就在这其
中产生出了诗意。这里的地理肯
定会重新塑造她那个本我，去掉
她原来本性中可能存在的枝枝
蔓蔓、繁琐和粉腻，使她的生命
质地趋向单纯、简洁、辽阔，而且
苍茫。这时候，我不禁背诵起了
诗人曾经写下过的句子：“我爱
什么——— 在这苍茫的人世啊/什
么就是我的宝贝。”

车子越开越远。这辆小汽车
在戈壁滩上踽踽而行，像一只甲
壳虫伏在了一片无比硕大的叶子
上，正沿着叶子的经脉一点一点
地爬着。

每到西瓜上市的时节，我总
是想起三十多年前跟爹去卖瓜的
情景。

说是卖瓜，其实见不到钱，是
用西瓜换麦子，属于以物易物的
范畴。我家在鲁西北平原一个两
县交界的村子，由于地势较高，用
不上河水，能打出水来的井也不
多，基本上是靠天吃饭。麦子生长
期正是雨水少的季节，干旱常使
麦子歉收，有时连麦种都收不回
来。那时我十六七岁，正在县城读
高中。学校食堂只蒸馒头不蒸窝
头，学生把麦子交到食堂里换成
饭票打饭用。爹娘没办法，最后想
到种西瓜到外地换麦子。西瓜虽
然蔓爬得很长，但只要在根部浇
上一瓢水，再保好墒，就能维持十
天半月，不像麦子那样需要大水
漫灌，算得上是“节水作物”。如果
后期赶上雨水大，西瓜还能长起
个儿；赶上缺雨，凭着田里的一个
压水井，一瓢水一瓢水地浇也能
有收成，但瓜的个头就小，好处是
旱地瓜甜，也算个优势吧。

瓜熟的时候，我放暑假，正好

跟爹去卖瓜。我们一般去河北卖
瓜，因为那里靠近运河，家家种麦
子。只是路远了一些，往返一百多
里，用牛车太慢，就用自家的牛跟
邻居的毛驴换着用。那时全是土
路，坑洼不平，驴车一荡一荡的，
吱嘎吱嘎地响。

我很是期盼：“咱带的三个口
袋会不会不够用？要是换的麦子
太多装不下可怎么办？”

爹说：“不怕，口袋装不下就
用给驴装草料的化肥袋子，反正
那时草料也吃完了。”

多半晌午的时候，眼前出现
了大片早已收割完的麦茬地。这
应该就是我们要找的地方。在路
边看好了一个大一些的村子———
村大，销量会大一些吧。

爹把驴车停在村中心一棵大
槐树底下的阴凉处，给驴卸了套，
拴在树上吃草料。

在田里干活的人三三两两地
回村了，西瓜车旁很快就围满了
人。一个黑粗的汉子从车上拿起
一个西瓜，托在手里，像玩弄一个
球，满脸不屑：“这也能叫西瓜？我

看比个茄子也大不到哪里去。”我
年少气盛，压不住火：“瓜是不大，
可是它甜，嫌小别买。”爹听出我
话里带着情绪，压低声音对我说：

“褒贬是买主。”意思是说贬低西
瓜的人才是真打算买的人，贬低
的目的只不过是想压低价格。

爹适时拿出一把刀，切开一
个西瓜让大家尝。从众人的表情
可以看出，瓜的甜度他们还是满
意的。于是开始讨价还价，给出的
价格远低于我们的预期，我嘟囔
道：“咱别卖了，拉回去算了。”爹
把我拽到一边，低声说：“拉回去
怎么行？折腾一个来回，瓜怕得颠
哗啦了，更卖不出去了，开学你拿
啥往学校交？”我无语了。

价格终于谈定，人们围上来
开始挑瓜。这也是我最紧张的时
刻，挤挤挨挨的人群看都看不过
来，转眼的工夫有人趁乱把西瓜
传递出去，有个小孩抱着就往胡
同里跑。我赶紧追过去，但没追几
步就被爹喝止——— 这是在人家村
里，追上又能怎样？

一阵忙乱后，瓜挑好了。接着

是过秤，分别记好人名、斤数，再
换算出麦子数，最后好按名单去
各家收麦子。众人散去后，车厢里
还有人们挑剩的瓜，都是路上碰
破皮的、长相难看的。这时就有人
适时出现，象征性地出一点麦子
将这些剩下的西瓜“包圆儿”，最
后只剩下空荡荡的车厢。

爹带着我挨家去收麦子，到
了人家才知道，麦子大多是扬到
最后含有杂质的“麦底子”。爹面
露难色：“这怎么成？”买瓜人说：

“咱就只有这个。”瓜都背回来了，
有的都切开了，还能怎样？有的人
家脸上挂不住，就再给补上半瓢
麦子，更多的则是说：“这次先这
样，下次再给你补上。”

麦子终于收齐了，两个口袋
还不满，回去后免不了还得过筛
子过箩，杂质也得去掉三五斤。想
起来时路上怕三个口袋不够用的
担心，不禁苦笑了一下。

收拾停当，爹和我赶了驴车
往回走。一路上，爹和我都不说
话。残阳染红了天边的一团乱云，
像个砸烂了的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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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朋友圈中传来一段名叫
《鹬》的六分钟短片，据说耗时三
年制作完成，曾获奥斯卡最佳动
画短片奖。尽管是为儿童拍摄的，
大人看了也很受启发。

短片一开始，只见成群结队
的鹬在海滩或礁石上飞舞着，捕
食退潮后的水生小动物。草丛下
的沙窝里，有只鹬妈妈探出头来，
翼下是年幼的鹬宝宝。尽管妈妈
反复用长喙驱赶鹬宝宝出窝觅
食，但它怯生生地不肯离开沙窝
一步。妈妈纵身飞向海滩，叼起一
枚海贝，示意宝宝也来捕食。就在
鹬宝宝胆怯地东张西望时，一波
大浪卷来，将它淹没了。鹬宝宝仓
皇逃回沙窝里不肯再出来。妈妈
用长喙把它叼出来，再次飞到浅
滩作示范。宝宝尽管还有些后怕，
最终还是勇敢地冲向滩涂，终于
从沙隙中叼出一枚海贝。当它准
备美餐时，潮水再次袭来。这次它
长记性了，即刻后撤到安全地带。
反复练习几次后，它摸到了躲避

浪涛、进退觅食的规律，掌握了独
立谋生的本领……

看了这部短片，让我想起我
的一位外甥女。她出生在一个偏
僻的海岛渔村，爸爸在她尚未成
年时因公殉职，妈妈在岛上负责
医疗护理工作，没有足够的精力
照看她，使得她从小就开始了独
立生存的种种体验。就这样，她在
大海边自由自在的环境中长大，
从小学到中学，都是自己照顾自
己。后来就读于韩国全南国立大
学，毕业后就在那里开始了自己
的人生之旅。她只身在外，适应能
力很强，无论遇到什么问题都能
应付裕如，好像没有什么难事会
让她发愁，生活得踏实又充实。

1978年，藏原惟善曾执导过
一部纪录片《狐狸的故事》。在茫
茫原野中，公狐狸和母狐狸在觅
食中走到了一起，春天来临时生
下了五只小狐狸。小狐狸们渐渐
长大了。为使它们能在恶劣环境
中独立生存，父母教会它们简单

的谋生本领后，就将它们带到原
野深处，趁它们打闹嬉戏时，悄悄
地撇下它们溜回老窝。夜幕降临
后，小狐狸们好容易才找回洞穴，
可它们的父母却挡在洞口，死活
不让它们回家，甚至不惜驱赶、恫
吓和撕咬。小狐狸的无辜和老狐
狸的无奈，在镜头前反复交织。初
次看到如此野性而又残酷的影
片，视觉受到强烈冲击的同时，心

灵也颇受震撼。
人类虽然走进了文明社会，

但同样面临着生存与竞争的考
验。人们都不希望自己的后代成
为靠父母养活的寄生虫，可又有
哪位父母能忍心孩子受苦呢？于
是，因溺爱子女而导致的悲剧一
再重演。尤其是老年人，为隔代亲
的情愫所左右，对第三代一味地
骄纵与放任，百般地迁就与袒护。
这样培养孩子，眼前看是对他们
好，但当他们成年之后，翅膀仍然
孱弱，又如何能展翅高飞，在现实
社会中自立呢？

圈养与放养，曾经是媒体讨
论的话题，也曾是辩论赛的选题。
在对子女的教育培养上，似乎赞
成放养的人居多，但在实际生活
中仍然是放不开。看过这两部影
片后，是不是应该多一些思考呢？
这两部片子反映的都是动物的生
存本能，但在人文视角下，无疑都
在喻示人类：培养后代独立生存
的能力，才是最恒久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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