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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绵 赵广军 摄

动物园评选年度先进，推磨驴坚决推荐拉
车驴，犁地的牛想不通，为什么要谦让对立面
呢？真傻！当坐骑的马不理解，为什么要礼让
竞争对手呢？老糊涂！推磨的骡子非常愤怒，
崇高的荣誉为什么要让给背地里诋毁自己的大

坏蛋呢？我尽职尽责，无私奉献，辛辛苦苦奋斗
一年，老爸居然不推荐自己的亲儿子！？面对大
家的不解与非难，推磨驴只有一个标准答案：你
难道想让那犟驴子不出差，
天天在家里跟你闹别扭吗？

一片片青竹哟，肩并着肩，手挽着手，
一根根昂首向天，壮志凌云精神抖擞。
仿佛站在高处的千手观音指点江山，
又如伫立山上的绿林好汉笑傲春秋。

身旁是缠脚的乱石，脚下是贫瘠的泥土，
根须互相抱成团伸向最深的程度。
只有在深处才能听见地球母亲的心语，
要想成为栋材，必须基础牢固底气十足。

青竹扶摇直上，把豪情向白云倾诉，
新笋拔地而起，对蓝天红日宣誓举手。
节节蹿升的虎劲蔑视杂草藤蔓，
步步升高的英姿展示豪杰气度。

披一身绿甲，水渗不进针扎不透，
纯洁的心灵岂容鼠窃狗偷。
长一层厚皮，不惧雷鸣电闪风狂雨骤，
洗净身上的尘垢更显潇洒风流。

心眼不会进水，看万物一清二楚，
由于清高，没有蛀虫敢爬上肩头。
肠子直来直去，不含一点细菌病毒，
因为正直，身边没有狐朋狗友。

远离山花的簇拥，藤条的掣肘，
一辈子素面朝天清风两袖。
它的腰宁折不弯从不低眉屈就，
它的心不趋炎附势坚持崇高操守。

不屑步入红尘，沦为供人观赏的庭树文竹，
死守生养自己的那一片故土。
冷眼绚丽的色彩，只穿一身绿军装，
是红旗下的战士，坚守信念为理想奋斗。

惠民济世，是一生的追求和享受，
奉献一切，能做到俯首甘为孺子牛。
哪怕被刀劈斧砍碎骨粉身，
也无怨无悔面不改色不皱眉头。

削成竹矛，刺穿邪恶的咽喉，
制成竹篙，风浪中撑一叶飞舟。
做成家具，为千家万户带来幸福，
制成竹笛，把理想之歌昂天鸣奏。

古往今来，赞颂你的诗篇有千首万首，
你的精神情操，为无数志士仁人披上甲胄。
在滚滚红尘中，你的翠绿胜过万紫千红，
如果没有你，地球变丑，人类忧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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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 日 之 美落 日 之 美
□孔明

美！我是说梦中落日。
那是年少时的一幕幕，像幻灯片，时不时

在眼前浮现。
夏日霪雨，湿热闷人。忽一日午后，停止

了风，也停止了雨，头顶的天上仿佛被撕开一
个豁口，越开越大，透出蔚蓝，更洒下一缕久
违的阳光。蔚蓝自然耀眼，阳光自然刺眼。
忍不住仰视，眼亮了，心更亮了。冲天扬臂伸
一个懒腰，透一口憋闷的气，深呼吸，长呼吸，
那个舒坦呀——浑身顿然清爽了许多，心情
也骤然好了起来。脚步轻盈，走起来都像飞！

一不留神，云好像被稀释，被撕裂，被揉
碎，甩满天疙瘩云，又抛满天飞絮，天蓝就像
漂洗过后又新染了一般；再不留神，云片像树
叶一样飘落，向天边聚集、扎堆，逼近了地平
线；更不留神，太阳接近了云层，时而隐藏，时
而暴露，时而被半遮半掩，渐渐红得像火蛋，
好像把云点燃了，天边腾起了火焰一般，红彤
彤地蔓延、扩散，刹那间映红了地面，视野之
内充盈了橘红或橘黄，一种祥和充分呈现，使
屋里的人都跑了出来，使坐着的人都立了起
来，使行走的人都驻足观赏了。目光都投向
西边，云涌了落日，就像血染的绸缎，红得灿
烂、烂漫而又浪漫，令人向往、神往，又令人心
颤、心乱。那若不是美，那还有啥配称美呢？

就是一个美，却找不到一个更
合适的词来形容、来渲染。那
分明是回光返照，却与初升旭
日何其相似乃尔！然而，就在
令人眩晕、陶醉而惊艳般赞
叹、留恋的又一刹那，红日像
是要浮起来，呈现出升腾迹
象，却迅疾坠落，如坠深渊，火
球变成火苗儿，好像被吹灭了一般。天地间
真像谢幕了，黑暗降临，直到又看见满天星
斗闪烁，横一道银河的璀璨。

记得故乡人把落日黄昏的西天云霞唤作
“天烧了”，我一直在琢磨那个“烧”字究竟如
何写才准确，才恰如其分。写作“烧”，是我想
当然。既然那种云红就像烈焰，说“天发烧
了”，也蛮应景的。再者，“天烧了”，就像人脸
烧了一样，热辣辣的，必是一脸红晕。但我宁
愿用“韶”来代替，只是这个“韶”只能取其美
意，其美中不足是无法抵消那种动静和谐的
热情、美韵。我那时年少，爱那落日余晖，并
不浮想联翩，更不胡思乱想，觉得那就是美，
像血染的一般，又像红宝石透出来的余光图
案。期盼那样的美长久，最好不要消失，但消
失了也不惋惜，转过身就拥抱墨玉般的黑夜
了。在我儿时的心里，黑夜只意味着回屋、上

炕、睡觉、安眠，灯光很好，月光很好，繁星满
天更好。一个囫囵觉，天边又见了晨曦、曙光
和朝霞。我深信不疑，那落日之美必会重现
的，只要留心、留意便是了。

落日在我心里有了寓意是我上了初中以
后，我很偶然读到了叶帅的《八十抒怀》，其中
有两句至今刻骨铭心：“老夫喜作黄昏颂，满
目青山夕照明。”我没有请教老师，却忍不住
瞎琢磨：这诗出自叶帅之口，那一定是好的，
但好在哪儿，就琢磨不透了。与落日一样，我
也琢磨不透落叶有何不好。一地落叶，也是
一地风景呢！

岁月催人长，也让人见多识广。一些人
和事，耳濡目染中一知半解了，不知不觉中无
师自通了，漫不经心里若有所悟了，一觉睡醒
豁然开朗了。常有人说：“我终于活明白了！”
明白了啥呢？“吃一堑，长一智”，那明白了的，

就在那“智”里。仔细一想呢，
却也未必！那明白了的，似乎
有道理，似乎也没道理。就说
那落日，究竟是美呢，还是不美
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尽
然，也不尽然。苏轼诗云：“横
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
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

在此山中。”只此一首诗，把世事说尽了。陕
西有一句老话：“人到阿达（哪里）说阿达话。”
是真的呢！少年看落日，那就是落日；老人看
落日，那就别有滋味在心头了。一句话：触景
生情了。在老人心里，落日可以自比，却也可
以自励。“老牛自知夕阳短，不待扬鞭自奋
蹄。”老人若是都作此想，不可取么？

人吧，一路走过来，比作是旭日东升也
罢，比作是如日在中天也罢，比作是日暮西山
也罢，都有道理，也都没道理。一些人正当花
季，却对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浑然不知不觉，
有的恰在这个钟点正酣然入睡呢！一些人刚
到中年，就暮气横秋了，就把“老”字吊在嘴上
了，结果老得更快了。甚焉者，一些人倚老卖
老，以过来人自居，这看不惯，那看不惯，唯独
看见落叶就落泪，看见落日就生悲，这不是自
己给自己添堵么？我欣赏这样一些人，虽已

步入老境，却对西斜的太阳满是欣赏，并无一
丝感伤，真可谓“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
夕照明”，乐呵呵安度余生。这些人吧，才算
是真正活得像落日一样透红、透亮、透热了。
那样活着，不美么？

忽然想起了某人的话：“落日，从来都是
一道美丽的风景，有如花的味道，云的影子，
风的消息……消失于瞬间。”咀嚼这句话，等
于咀嚼人的一生。人是真活自己呢，分分秒
秒都在自己塑造自己，日积月累终于把自己
塑造成了别人眼里的样子。能像花一样怒
放，并有芳香释放，不美么？能像云一样逍
遥，并投下自己的影子，不美么？能像夏风一
样吹过，给人一种清凉，不美么？譬如昙花一
现，美就定格为永恒了！鸟走留声，留的是声
声悦耳；人走留名，留的是有口皆碑。

朝阳虽美，却不能与落日同年而语，因为
此美非彼美也。朝阳是美的，未来却未知；落
日是美的，可以盖棺定论。人在旅途，一路风
景，因为每个人都是风景。活过一生，美如落
日，夫复何求？

当然，当然，还是应该回味李商隐的诗
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那是一种清
醒，更是一种警醒。让自己清醒，自己才可能
警醒。活人，就当活得像落日一样美！

我的父亲是一个终生从事农
耕的受苦人，没有上过一天学，是
真正的目不识丁。他一生不沾烟
酒，与玩、逛、赌绝缘，唯一的嗜好
是看戏听戏。

上世纪 50年代初，他想去镇
上看戏，就会在吃晚饭时向掌家
的大伯讨要一两毛钱，和几位叔
叔直奔镇上的剧场。常常是我
已经睡了一觉醒来，他才像饱餐
一顿美味佳肴一样乐颠颠地回
来。他看见我醒了，就滔滔不绝
地给我讲述看戏的剧情。我听
不大懂他所说的故事，只是专心
地听着，就又睡着了。

1958年，县广播站给村子栽
杆拉线，安装了一个四四方方的
广播匣子，每晚 8:30开始播半个
钟头的秦腔戏，每晚父亲都要准
时去广播匣子下听戏。炎热的夏
天，父亲拿一把蒲扇，提一个小马扎，边乘凉边听戏；寒
冷的隆冬，父亲披上皮袄，抱一抱柴火，边烤火边听
戏。当然，去那里听戏也不光是父亲一人，还有经常和
他去镇上看戏的好几位叔叔。他们边听边议论，连声
盛赞省城名角的演唱。一个小小的广播匣子，给长年
躬耕的农人带来精神的愉悦，让他们快乐了一阵子。

到了上世纪 60 年代，收音机开始在农村出现。
我们村三队的朱太民买了一台手提式收音机，惊动
了全村的人。父亲经常去太民家听戏，每次听戏回
来都要喜形于色地说收音机比广播匣子好多了，不
仅声大腔亮，唱戏的时间也长，让人过足了戏瘾。从
他的言谈中，可以看出他对收音机是情有独钟，非常
希望自己也拥有一台收音机解馋。60年代后期，我
大学毕业领了第一个月工资后，想到父亲的嗜好，就
给父亲买了一个巴掌大的小收音机。父亲高兴极
了，拿着收音机爱不释手。他不听新闻、不听歌、不
听说书，专听秦腔戏。只要你看见父亲不停地看桌
子上的马蹄钟，就知道他在等着听戏。他听戏微闭
着眼睛，翘起的二郎腿轻轻摇晃，深深地沉醉其中，
似乎这是他人生最惬意的享受。

除了在家里听戏，父亲下地也要把收音机别在腰
带上。在地里他边干活边听戏，听戏让他忘记了干
活的苦和累，听戏也让他忘记了生活的艰辛和曲折，
整天都是乐呵呵的。父亲须臾不离的收音机让村里
许多人特别羡慕，那些赞颂的话语，也让父亲深得欣
慰。因为一直坚持收听秦腔戏，父亲不仅记下了省
城许多名角的名字，更能说出他们演唱的内容和特
点。每当他打开收音机，演唱者一开腔，他就会说这
是郭明霞在唱《赶坡》，或者说这是任哲中在唱《周仁
回府》，这是马友仙在唱《河湾洗衣》，这是肖若兰在
唱《三滴血》……总之，他对秦腔名角和秦腔戏剧的
熟稔，让人佩服和赞叹。他没有文化，不懂历史，但
他能看懂戏听懂戏，能把经常演出的戏剧剧情说得
头头是道，清清楚楚。他的几个孙子赞扬说：“爷爷
简直就是一部活的《秦腔字典》！”

后来，父亲的收音机不是老化，就是被小孙子摔
坏，我及时又给他买回一个收音机，不能让他中断听
戏的爱好。记得我曾为他买过三个收音机，直到我
给他买了一台 12英寸的黑白电视机，他才不那么看
重收音机了。但电视机不能随身携带，下地时他依
然会带上收音机。父亲在电视机上看戏听戏时，曾
深有感慨地说：“做梦也想不到如今会把戏台子搬到
家里的炕头上来！”由收音机到电视机，是父亲精神
享受的一次飞跃，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时代的发展
变化和祖国的强大与科技的进步。

高和大一样，是人眼里的宠物。高备
受赞美而低备受歧视。所谓比试高低，其
实是在比试高，全然没有比试低的意思。
相当多的人因为自己的高大而自豪，却无
一人因为自己的低矮而沾沾自喜。

然而，低是高的基础，任何高都是从
低而来的。火箭是从地上发射升空的，
白云是地上蒸发的水汽形成的，高塔是
从地面一级一级垒成的。树可以从低长
高，人可以从沟洼里爬上山巅，青蛙偶尔
会蹦上桌面，显得比桌子还高。但有些
东西是永远不会变高的。比如豆芽菜，
它再舒展自己也爬不出泡制它的盆沿；
比如蚂蚁，它虽喜欢爬树但树永远遮蔽
着它；比如蛇，它即使一万丈长，却依然
匍匐在地上。

人长大了，形体上的差异已逐渐缩
小。最高的人和最低的人，相差至多六十
厘米左右。当然，高人还是占便宜，身高
的优势使许多没有特别技能的人有了特
别技能。篮球、排球等运动，钟爱的是那
些高人。郑海霞年轻时曾为自己毫无节
制地生长而发愁，现在呢，恐怕要为自己

的高大而骄傲。有人说，上帝也在歧视女
人，因为上帝把女人制造得普遍比男人
低。听到这种说法我就想笑，若以身高论
英雄，比起人来，上帝大概更偏爱长颈鹿。

社会是个山梯，人坐在不同的台阶
上。这时人便有了高低，高高低低的人
呈现着不同的姿态和不同的表情。有人
傲慢，有人卑怯；有人耀武扬威，有人弯
腰曲背；有人咳嗽一声山摇地动，有人挣
破嗓子呐喊却无一只耳朵听到。阳光永
远照耀着高处的人，而在山下面为一碗
饭而推搡的人感受到的只有潮湿和阴
暗。于是，人就想上台阶，想从低台阶爬
到高台阶去。身子虽然坐着，心却躁动
不安，梦也高高地飞翔，有人踩了别人的

脚，有人偷偷地拽了别人的腿，有人出卖
情谊，有人摇尾乞怜。能否上去，力量并
不重要，重要的是讨得上面人的欢心。
蛇扮装成龙，乌龟充作骏马，狼披了外套
成了可爱的金丝猴。到达山顶时，灵魂
早已抛向万丈深渊。

其实，在尘世里，人的精神境界也是
有高低的。一个人的精神高度显示着一
个人的生命质量。有人一贫如洗，却在千
方百计地救济着别人；有人挥金如土，却
不肯拿出一个子儿施舍穷人。其实，在我
看来，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富有都意味着
一种掠夺，任何财富都归地球所有。富有
是贫穷的根源，贫穷是富有的原因——有
人为全人类的幸福事业殚精竭虑，自己却

无福可享；有人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却毫
不怜惜地浪费着他人的幸福资源。表象
上高低相当的人，其实灵魂却千差万别：
圣洁的灵魂如纯净的清泉，卑劣的灵魂似
肮脏的垃圾筒；美丽的灵魂仿佛温暖的阳
光，低俗的灵魂宛若黑暗的隧道；无私的
灵魂好像遮风避雨的广厦，贪婪的灵魂如
同一个牢牢锁住的小金库。

灵魂的高低是可以改变的，污水也
是可以净化的。想追求灵魂的卓越，必
须冒着从山顶滚下来的危险。灵魂和肉
体类似于翘翘板，这边低，那边就高；那
边高，这边则低。要做到完全平衡是相
当困难的。谁做到了，谁就值得尊敬。

高高低低组成生活的多姿多彩；笑是
风景，哭也是风景。有高的存在，人就有了
前行的希望；有低的威胁，人就不会后退。
当然，有些高低非人力所为。不能因为山
脉的高而谴责沟岔的低。是沟谷的谦让和
无私造就了山脉的虚荣。桌子永远高，而
板凳永远低，这不能怪板
凳；如果有所责怪的话，
应怪打造它的木匠。

头颅的荒草之高和低
□安黎

笔走龙蛇

位于辽东半岛南端、三面环海的大
连，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渤海之
滨。那景色优美的海岸沙滩、鳞次栉比
的高楼大厦、令人震撼的跨海大桥、炫彩
醒目的足球雕塑、诱人味蕾的海鲜美食，
展现了大连独特的气质和魅力。然而，
大连又是一个遭受列强侵略和殖民统治
的地方，矗立在旅顺口的两座塔，无疑就
是那段苦难历史的铁证。

己亥年仲秋，我去大连参加一个活
动，主办方特意安排了一日游。对于初
到大连的我来讲，起先没有做任何攻略
式的旅游功课，完全是一种客随主便的
游览体验。旅游大巴驶出大连市区不
久，进入旅顺口，我们攀登一座“白玉
山”，此山名字很美，山也不高，上山的台
阶约有几百米的距离。山顶有一个比较
开阔的广场，中间矗立着一座塔，呈子弹
状，怪模怪样，十分突兀，给人一种极不
舒服的感觉。据塔基文字介绍，此塔叫

“白玉山塔”，是上世纪初日俄战争后，战
胜一方日本修建的“表忠塔”，既为向日
本天皇表忠心，又为给战殁军人招魂，用

心险恶而卑鄙。循着此塔的前世今生，
我把目光投向了一百多年前那场“狗咬
狗”的战争。

站在白玉山广场凭栏眺望，山脚下的
旅顺港尽收眼底。此港现为我海军某潜
艇基地，山丘、岛礁、海水组成了一幅壮美
的江山画卷。但在日俄战争期间，这里曾
是日俄海战的主战场。站在我身旁的一
名当地青年，绘声绘色地讲解着当年日
本战舰封锁港口，把停泊在港内的俄国
战舰一顿猛揍的历史。我的眼前似乎浮
现出两只恶狗疯狂撕咬的血腥场面，仿
佛嗅到了那浓烈而呛人的硝烟气味。

离开旅顺口，我们又乘车到了东鸡
冠山，这里曾是日俄战争的一个山地战

场。当年俄国人为长期霸占旅顺，在山
上修筑的士兵宿舍、水泥工事，如今只剩
下了残垣断壁。那锈迹斑斑的大炮，掩
体上密密麻麻的弹孔，被炸出大坑的战
壕，足见当时山地争夺战的惨烈程度。

中午时分，我们来到一个被称为“水
师营会见所”的小院。这里曾是清军水
师的驻泊地，被选定为日俄战争期间谈
判和签约的场所。小院中的三间草房，
基本上保持了当年的样貌。夹杂在高层
楼房之间、显得不伦不类的草房，却是日
俄侵略者争夺瓜分旅顺口的物证。草房
的内墙上，挂了数张泛黄的照片，其中有
一张是日俄战争谈判中，日本军事头目
乃木希典和俄国军事头目斯特塞尔的合

影照片。在“水师营”小院旁的餐厅用完
午餐，我们最后前往旅顺博物馆参观。

旅顺博物馆位于一个公园内，它的
最北面是一幢三层小黄楼，楼前小小的石
牌上刻着“关东军司令部旧址”几个字。我
们去的时候此楼正在维修，无法进入，只能
想象当年作为日本侵华战争的策源地和指
挥部，不知有多少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
的魑魅魍魉从这里进进出出。在其紧南
面，也矗立着一座塔，旁边的水泥牌上书

“苏军胜利塔”。1945年，苏联红军进入我
国东北，帮助中国歼灭了不可一世的日本
关东军，日本侵略者终于被赶出了中国，这
座塔就是为纪念这一历史事件而建的。我
猜想，当初选定此塔的建造地点，也许有
镇住小黄楼内那些妖魔鬼怪之考虑。在
我们绕塔一周参观的时候，位于“苏军胜
利塔”和最南边旅顺博物馆之间的广场
上，一群穿红着绿的大姐正扭着东北大秧
歌，那激昂的唢呐声和铿锵的鼓点，似乎
在庆祝中苏人民经过浴
血奋战共同战胜日本法
西斯的伟大胜利。

矗立在旅顺口的两座塔
□汪清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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