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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和的丹佛我的孤独
□陈中华

丹佛 ,坐落在贯穿北美的
落基山脉上 ,是美国海拔最高
的城市,1600米。置身丹佛,却丝
毫没有意识到置身在高原 ,无
论是树、草还是花卉,色泽都晶
莹剔透,像刚经晨雨洗浴。迄今
没到过西藏 ,丹佛的天空就成
了我见识过的最澄澈的天空。
我曾像一个写生者 ,躺在草坪
上仰望 ,那天空与我司空见惯
的济南的天空迥然不同 ,济南
的天空早已和雾霾融为一体 ,

云团和霾团常辨不出边缘 ,而
丹佛,天是天,云是云,云朵白得
只在我儿时年月里和所读的
文学作品中出现过 ,边缘清晰
得像秋夜里那轮爽月。

丹佛盛产黄金,当地人说,

当初沉没的泰坦尼克号上的
游客大多是丹佛的掘金富豪。

哦 ,没想到。我说 ,我小时
生活在一个煤矿区。对方接上
话茬说,这里也产煤,也产石油,

北边毗邻的更是中西部著名
的采煤州。采金采煤又采油,环
境竟如此美 !我甚至怀疑对方
话语的真伪。

丹佛,我滞留的两个月,雨
雪落了七八回,但旋即晴天。四
五月份,在城里着衬衣,几十里外
的群峦上,依然是皑皑白雪。为
写这篇随笔,我专门查阅当时的
日记,有如下一段记录:蓦然悟出,

国内的环境污染对人身健康的
侵害不仅在呼吸上,实际上是全
方位的。近年来耳聋厉害,在这
里突然感到听力好多了,还是因
为这里太静,杂音少,听得到小
动静,误以为自己耳聋减轻了?

突然感到脑子思考问题较前
清醒了 ,还是在这里摆脱了国
内那些纷杂烦心事 ,精力集中
了,误以为脑筋更清醒了?都不
一定 ,不能排除国内空气污染

对人体的伤害是全方位的这
一可能。倒希望以后将此想法
和感受给某些科学家提供一
下,成为他们的一个研究课题,

题目可拟为《空气污染对人体
健康危害是全方位的》。

丹佛居住者白人居多 ,非
裔居次,其他族种人少得多。

我们在外没遇到一起吵
架、争执。早晨去散步 ,修路工
主动向我们打招呼示好。去市
场购物 ,售货员对妻子的退货
要求不仅不拒绝 ,反而极其热
忱,弄得妻子竟不好意思退了。
没看到一起交通纠纷 ,有的路
口红绿灯由路人来控制 ,主要
是一些较小的道 ,若有徒步的
人需过马路 ,揿一下路边的钮
便现绿灯。我不懂这些,又生怕
闯红灯影响中国人的形象 ,曾
多次在路口踟蹰,直候到另一人
过马路时才紧随而过。儿子的
车常交给有二十年驾龄的妻子
开,副驾上的儿子一路对妻子纠
错足有二十回,妻子实在忍无可
忍便没好气地争辩。一个典型
细节是,过没有红绿灯指示、没
有行人和车辆的丁字路口,必须
停车观望再启动,妻子起初理解
不了,后来就习惯了。

市内有轨道客车 ,六七节
车厢,也是城市公交火车。登车

不检票 ,一路无人查票。我问 ,

平时不检票查票吗?学生说,一
般不检不查。偶尔也查,万一查
到就麻烦了。我说 ,就罚大钱
了?学生说,罚钱不多,关键是个
人的不良信用记录上就有了
一笔。美国人十分在意信用。

十分注重信用。大环境这样,

小我就自觉了,不需专人管了。
孩子和同学们去雪山滑雪

场。进滑雪场不收费,乘索道不
收费,停车不收费,只是滑雪收
费。孩子上山滑雪去了,我们在
下面逛。我习惯性地持一笔记
本记录零碎印象、感受,见一七
旬老媪正坐一石阶上专注地读
书。在这里遇到一痴情读书人,

心头一热,我便向她打招呼。英
语忘光了 ,我蹩脚地说“ r e a d
book”,同时向她竖起大拇指,并表
示想与她合张影。对方懂了我的
意思,非常高兴,任凭我妻子给我
们拍摄了多张合影。照片中,美国
老媪抱着书本,我端着笔记本,这
当是我那天最温馨的记忆。

那一天,其他的笔下记录,

除赞美景色外 ,批评的成分更
多,如下面一段文字:看这雪场,

看这些男男女女 ,看他们的装
束、工具 ,确实到了另一个世
界。这与国内百姓正忙碌着摆
摊、买便宜菜、拥挤在上班途

中、排队找专家看病、上访等
生活场景多么不同!难道我、我
们追求的生活就是眼下这些?

没办法,我就一直有个不满癖。
说到丹佛人与大自然的

关系 ,一件小事难忘。一天晚
间 ,孩子们到市区一湖边运动
场打网球,妻子去湖边散步,忽
而神神秘秘地回来了,说,湖边
有许多野鸭 ,一只母鸭正在岸
边孵蛋,她走近了,想抚一下鸭
子,鸭即闪开了,那些鸭蛋像一
个个小孩脑袋似的,太可爱了。
她就掏了一只揣怀里了。她给
我看那蛋,低声而忐忑地说,你
说是不是不能拿——— 我心里
直跳?我说,当然了,它之所以在
人来回走的岸边孵小鸭 ,就是
因为当地人从不侵害它们呗。
掏蛋可是丧良心的事。妻子立
即返回去,将蛋放回原窠窝,回
来说,我等它又孵上去才走了。

丹佛是很优美 ,但我却时
常感到难以承受 ,承受不了什
么?承受不了那种远离祖国文
化、人情、世故、琐碎、烦躁、嘈
杂及工作忙碌的孤独 ,受不了
那种隐居他乡的孤独。我蓦然
醒悟到,丹佛再好,也不是我的
家,不是我能长久留驻的地方。

(本文作者为大众日报高
级记者、国家一级作家)

□郑云霞

小时候一直认为母亲是偏心
的。

我们家三个孩子 ,我是老二 ,上
有姐姐下有弟弟。家里好看的衣服
先给姐姐 ,好吃的东西也先让着弟
弟,我总觉得自己是母亲最不疼爱、
不牵挂、不喜欢的孩子。因此 ,找工
作时我自作主张没有回老家 ,而是
选择了远离。即使姐姐在电话里说
起母亲对我的牵挂 ,我也不是很相
信,只觉得母亲有些虚情假意。假期
回老家 ,我赌气似的把东西塞满了
车,仿佛要告诉母亲 :即便你不疼我,

我也对你好。
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老

了,种不动地了,自然是指望孩子。我
们三个虽然没有明说每个月给父
母多少赡养费 ,但是 ,每个人都是尽
心尽力地给 ,在保证父母衣食无忧
外 ,还会有结余 ,让两位老人心里踏
实。姐姐每天都会在晚饭后溜达着
回父母家坐一会儿 ,陪父亲说说话 ,

听母亲唠叨唠叨。家里的青菜肉蛋
之类,都是她顺便带回去。弟弟呢,虽
回去得不那么频繁 ,但家里的一些
大事全靠他 ,每年取暖用的煤 ,他按
时送过去 ,那些老亲戚的走动也是
他的事。我虽是工作、生活在省城 ,

但我这个靠工资吃饭的人 ,在经济
条件上却不如县城里的姐姐和弟
弟。可是在对待父母的赡养问题上,

我却没有丝毫的马虎 ,总觉得父母
平时由姐弟照顾 ,我当然要在钱财
上尽量超过他俩,图个心理平衡。

父母是闲不住的人 ,在院子里
种了不少东西。夏天的黄瓜、茄子、
豆角,秋天的扁豆,冬天的芹菜、白菜,

这些菜自家吃不了 ,再带到集市上
卖个十块八块的,图个开心。每年收
入最多的,当是春天的小苗,茄子苗、
辣椒苗,这两年还增加了黄瓜苗、苦
瓜苗。每年那几平方米的地都能卖
两三千块钱。假期我们带着孩子回
去 ,母亲都会从枕头下掏出一两百
元塞给孩子们。

前年 ,我回老家 ,父亲带着孩子
出去买零食。母亲悄悄把我拉进卧
室,小声问我有没有钱花,她有钱,要
送给我。我连忙拒绝 ,说我的钱够
花。可母亲还是一边神秘地笑着,一
边解下腰带。她的腰带是一块宽宽
的红布。她把腰带平铺到床上,用那
只能动的手把腰带的一端打开 ,然
后提起腰带的一头 ,抖擞了一下 ,里
面哗啦掉出一卷一卷的钱来。她说
怕丢了 ,就把钱放在腰带里 ,天天绑
在腰间。母亲很兴奋地说,一卷一千
元,一共攒了十卷。这些钱用橡皮筋
紧紧地捆扎着 ,真不知道母亲用一
只手是怎么做到的。我双手颤抖着,

把一卷一卷钱打开。那些钱因为天
天被母亲拴在腰里,变得很潮、很软,

有的都粘在一起。面值最大的是一
百元,最小的是五元。我知道那是过
节时我们给她的 ,她仰仗父亲对家
里的钱没概念 ,就把一部分悄悄藏
了起来。

看到那些潮湿的纸币 ,我很心
酸 ,眼里一直是潮潮的 ,守着母亲我
没让眼泪掉出来 ,并装作轻松的样
子与母亲打趣。母亲嘱咐我,这些钱
对谁都不能说,包括姐姐和弟弟。我
想当年她给姐姐买衣服时 ,也是这
样骗我的吧。为了让母亲开心,我收
下了那些钱。晚上去姐姐家睡觉时,

我还是把钱交给了姐姐 ,让姐姐替
母亲存着。

以前 ,每次放假前夕 ,母亲都会
打电话问我回不回家 ,我说不一定 ,

我怕万一回不去,她会很失望。去年
的一个节日 ,我因有事未能回去 ,母
亲在姐姐面前念叨 ,姐姐看她失望
的样子就劝慰她 ,说我现在正是操
心孩子的时候,很累,要母亲体谅我。
本是劝慰的话,母亲当了真。自此以
后 ,母亲从未提过让我回家的话 ,每
次在电话里还对我说 ,她和父亲在
家里挺好的 ,如果我忙的话就不用
回去了。

□常跃强

啄木鸟的功绩就是给树
治病,益于人类,于是人类就以
各种形式来歌颂它。儿歌不用
说了 ,幼儿园的小朋友们都会
唱,当代的歌手也在歌唱它。有
个叫万芳的女歌手唱了一曲

《啄木鸟》,竟以此而出了名。外
国的奥尔夫音乐,名字就叫《啄
木鸟》。其实 ,中国的古人很早
就注意到这种鸟了。西晋女文
学家左芬就写了一首《啄木
诗》,诗中说:“南山有鸟,名曰啄
木,饥则啄树,暮则巢宿。”当然,

从现在看来 ,这诗只写了啄木
鸟的表面现象 ,深刻是说不上
的。倒是宋朝的一位诗人写了
一首吟咏啄木鸟的诗 ,把这鸟
儿刻画得十分生动感人:“此禽
不与众禽同,头戴朱冠一点红。
嘴似铁钉钉铁木 ,爪如铜钻钻
铜桐。朝飞南浦云烟外,暮宿西
山风露中。非是远来求食啄,只
思除却蛀心虫。”

山东的魏启后先生书画
皆能 ,他的文人画法宋元而自
有新意。他在世时,痛感世风日
下、官员受贿贪污成风,于是创
作了一幅国画《啄木鸟》。画面
上画一株高大粗壮的松树 ,树
上有一只头戴小红帽、系着红
兜肚的啄木鸟紧紧地攀在树
上 ,正在啄树洞、寻找害虫呢 !

他 的 题 画 诗 写 得 挺 有 意
思———“布谷声声 ,啄木咚咚。
缘木食之 ,求彼蠹虫。啄木咚
咚 ,空谷传声。陌上游子 ,为之
写生。”魏先生写字时挺放得
开,一边抽着香烟,一边说着幽
默风趣的话,随后饱蘸浓墨,一
挥而就,十分潇洒!可是,一旦他
画画时 ,那真可以说是一笔不
苟、笔笔到位。有一次他给我
画一幅《啄木鸟》,看他伏下身
子一笔一笔描画的样子 ,让我
心里很不安。须知,那时候他已
是耄耋老人了。一旦画完了,题

款时他就轻松下来了 ,又说起
了幽默话。那次他的题画诗,与
给别人题的不一样 ,他是这样
题的 :“啄木咚咚,空谷传声。食
彼蠹虫 ,护此长松。”当时我拿
到这幅画时,觉得沉甸甸的,我
想 :老先生知道我是记者,是不
是想要我多写几篇反腐的文
章、多揭露出几个蠹虫呀?

小时候 ,在我们老家那地
方,是有啄木鸟的。我们那里的
人管啄木鸟叫“鹐 ( q iān )鹐
木”。这种啄木鸟身上的羽毛
是绿黄色的,头上没有朱冠,只
是屁股上面有一片红。所以,每

当我们这些孩子一看到它 ,就
喊叫起来 :鹐鹐木,红叠肚……
鹐鹐木 ,红叠肚……对我们反
复的喊叫,啄木鸟并不理会,它
仍然在一棵树上不停地敲击 ,

发出很响的声音。我家后面有
个梨园,在梨园的旁边,有一棵
老槐树。据说这棵老槐树是我
老爷爷的爷爷栽种的 ,很多很
多年了,树很大,身子很粗,五个
孩子手搭手也搂不过来。有一
年,老槐树生了病,啄木鸟就来
了。它在老槐树一个高高的树
杈上啄出了一个洞 ,吃光了蠹
虫之后 ,它就和另一只啄木鸟

在这树洞里住下了。从此,我更
加喜爱啄木鸟这种鸟了。

今年春节前 ,应几位老朋
友约请 ,我到一位老朋友家赴
宴。当喝到酒酣耳热之时,我们
几个就行起了酒令 ,要求每一
个人都说个反腐倡廉的段子。
我们击鼓传花 ,花到谁手谁先
说。我说了一个 ,接着就又击
鼓 ,末了花传到检察院的一位
叫郝乐的检察官手里。大家就
咋呼起来了,都说 :老郝若是说
不好 ,罚酒三杯 !因为大家都知
道 ,他们检察院正办一个公安
局长的案子。这家伙叫汪公霖,

前不久刚落马 ,因贪污受贿数
额巨大 ,光名人字画就从他家
搜出来一小卡车。因为涉及严
重违法 ,汪公霖被移送到老郝
所在的检察院 ,大家都揣摩这
里面一定有故事。只见老郝点
燃一支烟,吸了一口,而后就莫
测高深地笑了。老郝说:你们都
知道,我们院长跟汪公霖很熟,

汪公霖一被羁押起来 ,我们院
长就带着我去做汪公霖的工
作,让他老实交待,别抱侥幸心
理。当时我们院长手里拿着一
幅画,见了汪公霖没说几句话,

就把一幅画展开了,一展开,一
幅活灵活现的《啄木鸟》就出
现在他面前。我们院长说:你知
道我当年从魏先生那里给你
求这幅画的用意吗?难道你就
没有好好看一看 ,从中悟出一
点道理来吗?

这是你送我的那幅画?汪
公霖大为惊讶。

是啊 ,当时我就听到一些
风言风语,又不好跟你明说,就
拿着这幅画警示你去了……

是吗?啊呀,忘了忘了……
稍停,汪公霖一拍脑袋,咧

着嘴,苦着脸说:怨我!怨我!当时
我光寻找画下面的价格标签
了 ,上面的画呀、题的款呀啥
的,我都没看见……

(本文作者为知名作家)

一幅啄木鸟画的警示

名家言

碎碎念

偏心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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