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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的一个救助中心建
有一所“大象学校”，顾名思
义就是自然界的温柔巨人大
象学习画画，“毕业”以后，大
象们协助救助中心，吸引人
们好奇的眼球并打开钱包。
这些有天赋的“学生”为顾客
画画。令观众惊喜的是在每
一幅画布上，大象能像小孩
子一样画出简单的风景，它
们画树、花、太阳之类的“简
笔画”。虽然这种活着的艺
术馆能增加救助中心急需的
收益，但是也有不少人提出抗
议，因为这并不是大象心里想
画的，它们只是在模仿救助中
心的主人，并不是通过画画反
应它们自己的心里想法，充其
量是宣传噱头而已。

2003 年我刚来到中国
时，我迫不及待地想要探索
这国家古老的艺术之一——
书法，本着“笨鸟先飞”的精
神，试图寻找一个能结合艺
术与文化，同样展现特色风
土人情的学校。从一开始我
就遇到了很多问题；第一，我
所在的那座城市不大，可选
择的学校少；第二，由于我和
老师使用不同的语言，我们
无法沟通；第三，我的汉语水
平比幼儿园的学生还要差，
连一个字也不认识。最后，
我终于找到了一所儿童书法

培训学校，里面的学生都是
四到六岁的孩子。好尴尬，
即使我比他们大二十多岁，
但是对于汉语的理解，他们
小脑袋比我深刻多了。教室
装饰得很传统，老师也挺好，
但是我这位学生实在不懂自
己该写什么。老师让我模仿
她写的字。除了那些成语的
意义我弄不明白，就连每一
个汉字的笔画我也分不清。
我的身边是一些挥了挥小毛
笔，将墨水喷撒到宣纸上面
的小画家，他们不时地跑来
跑去。我这位毫无经验的学
生只能盲目地模仿老师的写
法。哪怕我鼻子不长，皮肤
不是灰色，没拥有很棒的记
忆力，那时候的我却与那些
泰国大象一样，只是机械地
拿着笔“画”，但是绝对不代
表自己的想法，它们不知道
用鼻子，我不知道用手画了
什么。

来中国十五年之后，我
随“中外作家交流营”到广东
观音山国家森林公园采风。
当我们一行人来到书画展馆
时，我在书法案板边的椅子
上盘腿坐下，旁边一杯冒着
热气的普洱茶伴随古筝的旋
律，在我耳边回荡着，渐渐地
我进入到另一个宁静而优美
的精神世界之中，但时不时

地又回到有中国经典意趣的
现实里，让我感受到这是一
个没有压力、未被现代技术
纷扰的地方。窗外树林的树
叶都在冬末的冷风中摇曳
着，附近的寺庙和山上的观
音坐像在大雾中若影若现，
增添了森林和心灵的神秘
气氛。

我面前的一位白族诗人
笔挺地坐着，耳垂上有一双
典雅的玉耳环。她在写我看
不见，但是能想象的一些清
晰又深刻的诗。我的右边是
一位蒙古族画家，也许他想
表达祖先与北方草原灵魂连
接在一起的情感，在纸上画
出几匹栩栩如生的奔马。看
着身边的中外作家、画家，我
最终获得一点点自信，捡起
一支毛笔想写字，除了要在
纸上写出汉字，更重要的是
分享更深层次的内涵，写出
我十五年前想要表达的理
念——“笨鸟先飞”。

观音山是一座“有山则
灵”的度假胜地，将生态、佛
教、文学、艺术都结合在了一
起，我内心里的那只大象终
于成了一个能理解自己写
的、自己画的真正的人类。

感谢观音山，文化传承
真的需要我们所有人做出
努力。

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
我家住在县委大院。院里的
孩子不像现在，动不动就说
我爸是谁，能和街上的孩子
玩到一块儿。

那些年的县委大门，也
不像现在这么难进，时不时
还会遇见一些要饭的。放学
回到院里，看到要饭的站在
自家门口，我会朝家里喊：

“要饭的来了，有没有吃的？”
家里没动静，我会翻箱倒柜
找出点吃的来。

“乞丐”或“叫花子”，那
是大地方的人叫的，我们小
地方的人叫“要饭的”，不像

“讨饭的”那样，听起来可怜
兮兮的。

要饭的常提根打狗棒，
挂个褡裢或背个口袋，挨家
挨户地要。有时他们站在门
口，喊一声“有人没得？”屋里
没回声，他就知道主人躲着，
希望他走开。可他执拗地耗
着，不紧不慢地叩着门，一
声声喊着“有人没得？”。隔
壁家女人探出头来，看个究
竟，还使个眼色。要饭的明
白，是让他再坚持一会儿，主

人或许就心软了。
终于，主人家躲在门背

后窥视的女人，懒洋洋地打
开门，头发蓬松着，睡眼惺忪
的样子，好像一直在睡觉，没
听到喊声。女人倚在门口，
朝要饭的嘟囔：“烦不烦，一
声声喊，不晓得在睡觉？”

要饭的也不跟女人急，
笑着伸出手：“行行好，给点
吃的吧。”围观的我们一脸迫
切，想看看女人拿什么打发
他。女人转身进屋里，拿出
半个吃剩的苞谷来，也不正
眼看要饭的，将苞谷丢给那
脏兮兮的手。要饭的弯腰，
说声“多谢了”，将苞谷放进
袋子里。

有一个大雪纷飞的夜
晚，我从外面玩耍回来，见一
个要饭的老头儿在我家里，
还烤着火。听母亲说，那老
头儿窸窸窣窣地靠窗站着，
吓了她一跳，不由得问：“那
是谁？”父亲拿起手电筒射
出一束光，那雪人抬起胳膊
挡住眼睛，胸前挂着的搪瓷
缸发出响声。就这么一点
响动，父亲就断定：“是个要

饭的！”母亲叫老头儿进屋，
用她的搪瓷缸倒了热茶，让
他烤一烤冻僵的手。

母亲像拉家常一样，问那
老头儿：你从哪里来？住在哪
里？有没有老婆娃儿？离家
多久了？想不想他们？……
像一团毛线似的，将老头儿
内心的隐痛，一点一点地往
外牵。老头儿原来是有家有
口的，他老婆嫌他穷，带着娃
儿改了嫁。没什么人可牵
挂，他要将要来的吃食，带回
去给村里的人。那个村子没
有可耕种的地，除了山还是
山，山上连一株草都不长，男
人都出来要饭了。

低头“呼噜呼噜”吃面条
的老头儿，刀刻般沧桑的脸，
荒草样芜杂的胡子，被炉火
照得通红。父亲在偏棚里铺
了个草苫子，让他留下来过
夜。我第二天早起上学，蹑
手蹑脚地推开棚门，见一盆
炭火早已熄灭，草苫子上有
躺过的痕迹。老头儿离去的
脚印，被一夜的雪覆盖了。
要饭的老头儿去了哪里？再
也没有一点音讯。

宇宙浩瀚，我在无边无际
的宇宙里驾驶着“飞鹰号”飞
碟，探索着宇宙神奇的奥秘，
人类科技发展至今已有3000
年的历史，近百年来人类在太
空探索领域取得了前所未有
的成就，登月变得跟去菜市场
买菜一样简单，我们踏出了太
阳系先后找到了“玛莱”星球、

“赫耳墨斯”星球，并和星球上
的外星人成了邻居。

如今，飞碟在人类生活中
的应用已经变得非常普遍，地
球上大部分成年男性都掌握
了它的飞行原理，比如我驾驶
的这架“飞鹰号”飞碟，由液态
金属制作而成，大气层内最高
时速为1200千米。为了减少
在空中的阻力，它的主机体被
设计成了流线型，外壳上有一
层“纳米隔热薄纱”因为在飞
向太空的时候，“飞鹰号”会以
光速冲过大气层。从地球到
达真空环境的瞬间，机体会因
为环境巨变摩擦产生的高温
着火。“纳米隔热薄纱”就巧妙
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经过“特

纳”加工而成的“隔热纳米”耐
热度可达到 5500摄氏度，即
便飞到太阳周边也不会融化。

飞碟前段装载着一个小
型探测仪，一旦有外星生物或
飞碟进入射程范围就会发出
警报，配备有超空间驱动器、
偏导护盾、两门导弹发射器。
飞碟前方装有L-s1激光炮以
及H-s9.3双激光炮，弹导自
动追击大炮，右边的驾驶舱和
左边的弹药舱分为两部分。

前舱能携带八枚震荡导弹或
四枚质子鱼雷。主舱能携带
八枚质子炸弹和六十四枚热
能手雷，或者六枚轨道雷。

真可谓是全副武装，飞碟
的两侧不仅可以伸出机械
爪。还有防御系统，它可以监
控飞碟周围 5000米的范围，
另外“飞鹰号”还配备了高级
隐形器，使敌人的传感器和跟
踪设备无法探测到它。再加
上炫酷的银灰色外壳，让人望

而生畏。
在人类科技发展到2500

年的时候，玛莱星人为了和人
类争夺资源而爆发了星际战
争，在人类没有防备的情况
下，袭击了地球，在这一次大
战中“飞鹰号”立了大功，因为
是连夜偷袭，人类没有任何防
备，一座又一座的城市被外星
人捣毁，在千钧一发之际联合
国决定派一队航天特种兵对
玛莱人进行奇袭。

而我，正是这次行动的
队长，冲出大气层之后我打开
了鹰眼雷达，绕到敌后，发射
了震荡导弹以及质子鱼雷，敌
人被我们打得措手不及，在激
光炮的夹击下抱头鼠窜，我带
领队友们生擒了玛莱星人的
酋长才使战役得以平息，自此
以后，玛莱跟地球签署了停战
协议，并决定资源共享。

战后，联合国给我颁发了
星际和平奖，那却不是我最在
意的，我更喜欢带领我的小队
一起探索宇宙的奥秘，与科研
团队们制作出下一个“飞鹰
号”，或者“遨天仪”。

科技是一把双刃剑，虽
然给人类的生活带来了巨大
的便利，但是它的杀伤力也
在与日俱增，所以如何趋利
避害，扬长避短，巧用科技发
展中好的部分，规避坏的部
分成了人类科技发展中重要
的课题。

好了，不说了，我又要开
着我心爱的“飞鹰号”去宇宙遨
游了，我们下一个世纪再见。

未来的飞碟未来的飞碟
姜景轩姜景轩

夜深了，窗外是璀璨的
灯河，于成靠在窗台上，一只
手扶着红酒杯，小口小口地
抿着酒。这几天气温低下
来，马上就要立冬了，室内有
些寒冷，数个小时前于成关
了房间里的温度调节器，他
不需要这种热烘烘的、人工
制造的暖意。

近来他没日没夜地工作，
从理论上论证了四维世界的
存在，一举夺得了阿斯塔奖，
他是 31世纪第一个获此殊荣
的中国科学家，但那又如何？
没有人分享他的喜悦。

从科研室里钻出来，他
就一个人待在房间里，冻得
打颤也不愿意重新开启温度
调节器，红酒喝了一半，他突
然怀念起糖炒栗子的味道，
记得还是很小的时候，一到
秋天，巷子深处就会飘来糖
炒栗子的味道，一个老头开
着三轮车沿街叫卖：“糖炒栗
子哦…… 糖炒栗子哦 ……”

“哦”字的尾音总是拖得
很长，糖炒栗子的香味飘去
很远，那是属于那个时代的，
秋天的底色。

于成突然很想再吃一次
糖炒栗子，他裹上风衣出门，
钻进了飞车里，时间已经临
近深夜，市区灯火通明，飞路
上还是拥堵不堪，各种型号
的飞车堵在空中，两个交警
站在悬浮仪上手忙脚乱地指
挥着交通，这就是Z市区别
于其他城市的地方，几乎不
分昼夜。自从发明了满足人
体各种需求的营养液，传统
食物已经很少见了，于成找

了半天才在郊区找到了一间
卖糖炒栗子的小店。

店主上了年纪，哆哆嗦
嗦地给于成装了一袋热气腾
腾的糖炒栗子，于成把栗子
揣在怀里，感受着它的暖意，
上了飞车，坐了半天才剥了
一颗放进嘴里。

板栗是香甜的，却不是
小时候的味道，小时候他偷
拿母亲的手机去巷子里买板
栗，被发现之后，母亲总要责
备他几句，却舍不得打他，而
是用一块热毛巾，仔仔细细
地给他擦了吃板栗吃得通黑
的嘴跟手，勒令他去写作业。

他忽然意识到，他想念
的不是糖炒栗子，而是他的
母亲。

母亲，这是他这几年来
极力回避的字眼，在他做科
研做得焦头烂额的那几年，
母亲背叛了他的父亲，在外
面有了情夫，并且偷偷计划
着私奔，好巧不巧的是私奔
那一天他们遭遇了车祸，双
双身亡。

科研院的院长告诉于成
这个消息时，他是无论如何
也不肯相信的，直到院长带
他去看了她母亲的尸体，是
跟那个情夫紧紧抱在一起
的，人生的最后关头，他们竟
还如此放不下对方。

于成不记得当时他有没
有哭，时隔多年，他忽然很想
再回到过去，问一问他的母
亲当初为什么要这样做。

回到过去……
电石火花的一瞬间，千

百个念头在于成心里闪过，

他死死地抓住其中一个，舍
不得放手。

科研室的冬天总是让人
觉得沉闷枯燥，这几个月于
成整日整夜地待在科研室里
埋头苦干，连睡觉也是在这
里，他在研发一台时空穿梭
机，他要回到过去，问一问他
的母亲，为什么，要那样不留
只字片语地离开。

时光穿梭这个领域，之
前有无数的同事尝试过，均
以失败告终，不是失败身亡，
就是留在过去再也无法回
来。由于伤亡失踪人数过
多，这个项目就被科研院给
禁了，他也知道这种发明的
难度和危险性，可是不去尝
试，总觉得留有遗憾。无论
如何，他要试一试。

在母亲去世 10 年后的
一天，历经磨难的他终于发
明出了人类盼望了几百年的
交通工具，这类似 UFO 又
比UFO小很多的机器，每个
地方都接近完美，唯一的禁
忌就是不论穿越到任何时
代，都不能去改变历史，否则
面对的即是死亡。

穿梭机落成的那一刻于
成有些紧张，倒不是害怕机
器故障，于他而言，这时光穿
梭机也不过是一个交通工具
而已，而是近乡情怯，真的回
到了过去，他要跟母亲说什
么呢？抓着她问为什么要背
叛父亲背叛他们这个家？还
是哭求她不要跟情夫私奔？

然而，拖延并不会给他
答案，于成鼓起勇气坐上了
时光穿梭机，他的手有些颤

抖，但是他还是按下了母亲
在的那个年份的按钮。

还是深秋，路面上的行
人步履匆匆，这一年飞车还
没有普及，人们出行还是依
靠传统的小汽车，大众、奔
驰、卡迪拉克。

这是他母亲上班的必经之
路，于成站在十字路口等她，他
要看一看，母亲的情夫是怎样
待她，值得她这样的奋不顾身。

时间过得很慢，于成的
心脏在胸腔里一下一下地跳
动，像是一只被放在温水里
反复熬煮的青蛙，记不得走
过了多少拨人，他的母亲终
于出现了，还是他记忆中的
样子，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乌
黑的眼仁，眼角有些许皱纹，
嘴角挂着一抹温暖的笑容，
穿着米白色的针织毛线衣，
站在朝阳下，整个人像是镀
了一层暖暖的金边。

她没有看手表，也没有
左顾右盼，一点也不像是在
等人的样子。

于成有些犹豫，是现在
就冲上去问她，还是等那情
夫现身，坐实了这件事情再
上去质问？

红灯慢慢变绿，很快，很
快母亲就要过马路了，于成
的心跳到了嗓子眼。

一个小孩子蹦蹦跳跳地
从马路对面跑了过来，一辆
汽车呼啸而来，一切发生得
太快，于成还来不及反应，他
的母亲就冲了上去推开了那
孩子，刺耳的刹车声响起来，
他的母亲倒在了血泊里，那
孩子坐在路面上哇哇大哭。

于成的脑袋嗡嗡作响，
身体抖得像风中的一片落
叶，他亲眼目睹了他母亲的
死亡，没有情夫……，没有狗
血的私奔，只是为了一个孩
子，可是为什么…… 为什么
科研院的院长要骗他？还伪
造那样一个真相。

他忽然想起来，那几年
正是他“四维世界”推演实验
开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马
上就要冲击阿斯塔奖，如果
告诉他实情，他一定不舍得
母亲的离开，会想方设法地
回到过去把母亲救回来，那
样阿斯塔就成了泡影。

一切都是为了科研！科
研院的院长那样嘱咐他。

跟伟大的科研事业比起
来，他母亲的冤屈算得了什么？

最可耻的是他，竟然从
未相信过他的母亲，带着怨
恨生活了那么多年，母亲是
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从未试
着了解过。浪潮一般的内疚
席卷了他，于成感到钻心的
难过，他宁愿自己不知道这
个真相，他是不能改变历史
的，除非……

那又如何，他当了四十
年的科学家，这一刻，他忽然
只想再重当一回母亲的孩
子，唯一可惜的是，不能够再
吃一回糖炒栗子了。

一个小孩子蹦蹦跳跳地
从马路对面跑了过来，一辆
汽车呼啸而来，于成冲了上
去，刺耳的刹车声响过，他倒
在了血泊里，孩子哇哇大哭。

于成嘴角挂着一丝安详
的笑意。

“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
雪打灯”是流传于中国广大地区的
一句农谚。

2月22日的《作家周刊》悦读
会版，刊发了庄稼汉的散文《正月
十五雪打灯》，读后感触颇深。作
品以农村民谚“正月十五雪打灯”为
标题，以“我”对童年时代的一段记
忆为切入点，书写了作者强烈的情
感色彩。

作者开篇就道出对于雪打灯
的正月十五，大人和孩子的两种不
同心理活动，大人希望正月十五雪
打灯，因瑞雪兆丰年，会有一个好
的收成，孩子却担心遇上雪打灯的
正月十五，那样提着小灯满村游走
的梦想就会破灭。

两种不同的心态，暗示着那个
年代物质的贫困，精神生活的匮
乏。由此展开，细致临摹……

在历史的回声中，重温崇高的
民族精神

70年代的中国，大多数市民处
于赤贫状态，以至于正月十五看到
有一些小伙伴提着城里亲戚给买
的小灯笼，就可以趾高气扬地走在
村里。一个少年渴慕的神情和另
外一个少年得意的表情，鲜明对
比，究其原因，是因为当时“我”的
家里日子过得紧巴，连买点儿必需

的日常用品都捉襟见肘，没有闲钱
给小孩子买灯笼玩儿。

在母亲的“命令”下，是大我8岁
的哥哥，帮我实现了想独立拥有一
盏灯笼的愿望。一副母慈子孝，兄
弟和睦的亲情图行走在字里行间。

文中稍着点墨，提到了在正月
十五，村子里有规模更大、花样更
多的焰火，还有很精彩的舞狮队表
演。让我们仿佛看到了中华民族
扒开雾霾，在高低不平的道路上砥
砺前行身影，那跃起的狮，不就正
是昂扬的民族精神么。

在精细的情节勾勒中，再现一
个时代的政治记忆

贫穷，是七十年代的中国在发
展历史上的一道“硬伤”，作者所在
的地域，也是中国农村的一个全息
缩影，以年少的我，对拥有一盏小
灯笼的强烈愿望，映照当时的中国
农村现状。作者在历史的镜像前
沉思，用手中的笔，记录生话过往，
重温遥远的回声，用历史的理性烛
照社会现实。

接着文章对小灯笼的制作过
程作了非常细致的描写，旧罐头
瓶、小细铁丝、小木棍、娘铰鞋样子
剩下的碎红纸、半截蜡烛、作业本
纸，这些农村常见的物件，泛着爱
的光辉，也隐藏着幸福的秘密，对
环境的清醒认知，把幸福的要求放
低些，即使是在最艰难时刻，也有
快乐的灯盏在心底绽放。

七十年代，中国正经历着人类历
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革命，从一个闭
关自守的传统国家向现代化国家蜕
变。从小事件透视大环境，从细枝末
叶反观历史的树大根深，枝繁叶茂。
深刻的历史记忆，直抵人心。

注重环境的渲染，从小处着
眼，聚焦生命的坚韧和人性的光辉

独立拥有一盏小灯笼的强烈
愿望，是驱使“我”义无反顾为之追
求的动力。如果说哥哥帮我做小
灯笼是母命难违的话，那么提着简
易粗糙的小灯笼，就一阵风似地窜
出家门，发现天空开始飘着零星的
雪花，没有观众，平时不敢走夜路
的我，却专门挑最黑的街路走时，
就是对美好事物执着的追求。“我”
手里提的不仅仅是一盏小灯笼，而
是多年夙愿得以实现的喜悦之情。

天黑又何妨，没有人看又何
妨，雪打湿了灯笼，灯笼熄灭又何
妨，我”心中的光没有熄灭，我并没
有害怕，还是提着已经灭了小灯笼
高兴地走着，走着，就好像那小灯
笼还亮着一样……

心中的灯亮着，光明就一直存
在。那盏亮了很短暂的灯笼，照亮
一个乡村少年纯朴的梦想。

象征手法的描写，给人以安慰，
给人以力量，是对未来的希冀。把微
妙的心理活动感觉和复杂的生活体
验给表现出来，晶莹透亮，质朴纯美。

反复诵读《长白山与你在
一起》，朴素的歌名和歌词，令
我眼眶发热，心潮澎湃。回想
那些逝去的生命，我深深体会
到，只有众志成城，才能铸就抗
疫的最终胜利。

现实抗疫的语境下，诞生
的这首歌曲，从空间上，演绎出
长白山的雪和江南的雨，两种
意象的心灵契合。

2020之初，一场新冠病毒
肆虐的灾情，席卷武汉，蔓延全
国，但一批批舍生忘死的医护
人员，诠释了普通人的英雄精
神，“哪里有什么白衣天使，不

过是一群孩子换了一身衣服，
学着前辈的样子，治病救人和
死神抢人罢了”，这句话曾经感
动过千万人。

多么质朴的语言，多么淳
朴的表白。一方有难，八方支
援，而歌词里的雪与雨，正是这
种血脉相连同胞情谊的外延和
内涵。

长白山的春风，终会吹去
冰雪，迎来湛蓝的天空，明媚的
春天。这是十四亿人内心的期
盼，也是穿越大江南北的呼告。

武汉封城，浴血奋战的这
个春天，长白山不会忘记，黄鹤

楼下的长江，不会忘记。历史
更不会忘记，终将会在史记上，
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长白山与你在一起》，既
有宏阔的抒情视角，也有白雪，
雨水细腻的叙事镜头。歌词内
在的韵律和节奏感强烈，炽热
的情怀直抵心底。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长白山与你在一起》，诠释了
刚柔相济的民族气质，演绎出
不离不弃的民族精神，在曙光
初显的当下，值得传颂，具备了
砥砺前行，积极阳光的社会传
播学价值。

有山则灵
史密斯·凯文（ Kevin Smith，美国）

那些年要饭的
郭 松

灯笼中飘摇的历史记忆
——读《正月十五雪打灯》

蓝雪儿

唇齿相依，不离不弃
鲁侠客

一把糖炒栗子的距离
龚家辉

附：《长白山与你在一起》（歌词）

那一天我们拥抱，这一刻我们分离
你没说我也没问，集结号响起，应该奔赴哪里
每一天守望相助，每一刻嘱咐自己
放心吧，都会过去，只要不放弃就会有奇迹
你留给我远去的背影，我收藏你转身的勇气
这一刻才懂得啥叫家国情怀，什么才是同舟共济
长白山上的雪花，江南的雨
哪一朵哪一滴都血脉相连，生死相依
长白山上的春风，正驱散那寒冷

无论你在那里苦和累，我们永远在一起
妈说这事人命关天，宝贝也少了娇气
危情中家的含义，你看大中国已经凝聚成一体
你留给我含泪的笑容，让世界看了都说美丽
这一生，这一次体会爱的温度，迎接悲壮赢得的

胜利
长白山上的雪花，江南的雨
哪一朵哪一滴都同根同源，生生不息
长白山上的山花，已梦见你回来
待到春暖花开，天蓝蓝，我们再也不分离
相信我，会更爱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