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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明辉

潮头之上
我眺望一条巨龙
向西，向西，挺进
那儿曾是诗词的古驿道
如今又一次成为诗和远方

去远方
贺兰山只是惊鸿一瞥
马背上的使者执节相送
阳关也不停歇
阿拉山口才是出发的家门
班列像一条粗壮的手臂
推开了世界的门
汽笛长鸣——世界，我又来

了

梦想的翅膀已很辽阔
刚刚还在阿拉木图回望天山

和伊犁河
转眼十月城已一瞬而过
波罗的海也近在咫尺
驼铃悠然的商队该是何等的

羡慕
那是从未到达过的远方
很远的远方叫杜伊斯堡
罗兹、汉堡、马德里

激昂澎湃的班列
载着一个伟大的梦想
飞驰而过的路
我们叫它——丝绸之路

古镇晨昏

清晨，阳光宁静
河面上的波光似乎还没醒来
一根竹竿架在街两边的楼窗
晾晒着属于这个古镇的往事

每一个江南古镇并无特别之
处

如果有，也就是炊烟的味道
渗透进每一块墙砖和每一扇

窗棂
在初秋薄凉的早晨
我闻到了这味道里的声声叹

息

这太久远的梦，我无从明白
在悠然的光影里窥视一点点

历史的深情
就像此刻，我迷路在如网交

织的街
无论怎么纠缠也推不开幽闭

的门
你有你的往事，我有我的去处

一直走
总会有一些黄昏在等候
夕光依旧静谧似睡
后窗外，炊烟再次弥漫
片片都是古镇的往事
一片赠予清秋画山水烟雨
一片留给漫雪绘银霞城郭

此刻，该告别了
这迷雾一般的古镇
而我的家乡是一个小山村
在今夜的梦里，我愿意看见她

凉亭

很多年以后
你挟裹着北方的风雪归来
她站成苍凉的姿态
在你必经的路口

匆匆一瞥
少年的行囊是决绝的脚步
去路的迷茫，离别的愁绪
在篱笆墙内徘徊

长亭外，桂花飘落一地
古道尽头，有云雾在风中弥漫

从此，她
坚石一般默默地等待
夕阳一般遥遥地注目
哪怕倾覆也要留下你熟悉的墙

脚
让墙脚的青苔长成回家的方向

在江南的烟雨里
在映山红开满山坡的每一个季

节
在候鸟的每一声嘀鸣在山谷回

荡时
她问蔓藤，问行人，问远山
异乡可有光荣的华彩摇曳
异乡可有屈辱的黯淡聚散
异乡可有乡愁

何处是归程
来吧
孤独忧伤流浪的灵魂
收起你的雨伞和岁月的料峭
在她的怀抱里
你只是一个安静的孩子

飞驰的班列 （外 两 首）

帕蒂古丽

回到大梁坡后发现，要想在村
里来去自由，得先跟村庄里的狗搞
好关系。

回大梁坡村的家，路只有一
条，必须从邻居家门口过，邻居家
的大白狗从来不拴。大白狗刚产了
崽子，凶得简直像一头母狼。我不
认识大白狗，它也不认识我。只好
来去坐车，根本不敢下地。进自己
家的门，还要经过邻居家的狗认
同，回乡真不容易。

怎么过大白狗这一关，三弟的
说法是：把它喂熟。大白狗的窝，
在我家和邻居家之间，临近我家的
大门，所有来我家的客人，都要过
它这道关。养熟了，等于咱家养了
狗。

要想喂熟，先得从生开始，这
狗根本无法近身，每次狭路相逢，
即便我是坐在“铁壳子”里，它都
要来咬个不停，一直咬到大门口，
我没法下车，只好对着邻居家大
喊：“图拉訇，挡狗！”

图拉訇用维吾尔语骂了一句，
大白狗撤退了。图拉訇大喊着：

“你骂它，用维吾尔语骂它，声音
要大，骂得凶一点，它就会怕你。”

我一边发抖，一边用维吾尔语
骂狗，狗果然低下头，不叫了，乖
乖进了狗窝。

后来我发现行走在大梁坡，你
得不断变换语言方式，跟村庄里的
狗对话。维吾尔庄子里的狗，维吾
尔语和哈萨克语通用，回族庄子的
狗，只理会回族话，你可以说甘肃
话、宁夏话、青海话，如果你说普
通话，它立刻能辨别出你是个外来
客，就不会那么客气了。

汉族庄子的狗，即便不出狗
窝，也可以从来人的武威口音、张
掖口音、天水口音分辨出是谁来
了。汉族庄子的狗，对说河南话、
陕西话的人十分顺从，庄子里操这
两种口音的人居多，当然它也不排

斥山东话。狗的器官很灵敏，如果你
明明满口的大葱味，却说着一口甘肃
话，它反而会起疑心。

现在到了大梁坡，你千万不要以
为大梁坡人养狗是为了看家护院。过
去大梁坡人养狗，多半是为了放羊、
捕狐狸、追野兔、逮野鸡，现在狗的
作用类似于石狮子，是为了迎客和装
点门面。

在家里坐着，只要院子里的狗叫
了，就是在给主人报信，有客人来
了，赶紧出来迎客。

村庄各户人家的院子，根本用不
着狗来看，田晓武家的摩托车坏在地
边上，从四月扔到了八月，忙完收
割，田晓武想起来摩托车还在地头，
带了扳手、榔头和起子，敲打了一
下，又把摩托车开回来了。

阿布麦提去了县城，家里的母牛
扔在河边五六天，等他回来去河边牵
牛，母牛下的牛犊都在河边欢蹦乱跳
了。

玉努斯家的车没油了，扔在村道
边一个礼拜，钥匙插在锁孔里，也没
人去动。

村里人太太平平，谁也没空惦记
别人家的东西。如果有外人打村庄里
任何一家的注意，村庄里的狗就闻得
出来。村庄里的人听得出来，狗迎客
的叫声和狗的警告、斥责声是不一样
的。

现在，我不管去哪个庄子，都能
变换着语言方式，跟狗准确地对话，
进进出出再也不会有狗冲我恶吠。邻
居家的那条母狼一样的大白狗一见了
我，就侧着身子温柔地躺下去，亮出
两排大号黑纽扣一样的乳房。我一开
始不明白大白狗何以跟以前“判若两
狗”，四弟开玩笑说，狗的意思是你
给了它许多好吃的东西，为了表示感
恩，它也把身上最好吃的东西亮给
你。

说笑归说笑，狗把最柔软的地方
亮给我，至少表示它认识我、信任
我，如果村里的狗都不认你，那你就
算不上大梁坡人。

大梁坡的狗

卢纪芬

泥螺的形态好似毛笔所点的
“逗号”，尖的是头部；爬行或觅食时
伸长了前半身，就像葵花子，后部坐
着极薄的壳，通体浅灰色。

小泥螺最宜米粉拖浆，将熟时
放把切碎的韭菜，鲜美胜过了鱼羹。

大泥螺不多，如人的大拇指大
小，其壳呈琥珀红，我们叫“红壳老泥
螺”，最宜做汤。七八粒可做一大碗
汤，加以切碎的韭菜，可谓色香味升
华至顶。贵在无其他调料，清纯爽口。

韭菜与泥螺，一在陆一在海，却
是本质上的相辅相成，假如换作大
蒜或小葱，整个儿的变了味。另一好
处是，极少数人食了鲜泥螺会过敏
成为胖脸蛋，俗称“发泥螺胖”，而韭
菜具有抗过敏作用。

如果制成“咸泥螺”就无过敏之
虞了。咸泥螺是宁波人祖传长下饭，
老家腌制的咸泥螺到来年不变味。

家门口下了小山坡就是海，沿
溪堤出村口入东也是海。小时听大
人们喊作“门口洋”，正名其实是象
山港，每逢初八廿三小水潮，涨潮时
分，浪潮拍到离海塘还差一段路停
住，然后就回去了；逢初一月半大潮
汐，大潮轰隆隆直拍塘下，狠命撞击
我们这座用泥石打筑的海塘，撞了
半天，也回去了。

潮水退出，海面变成了空荡荡
的黄泥滩，我们叫“泥涂”。优质
的泥涂会生出各种各样的贝类，壳
类，细鳞类，无鳞软体类等小海
货，这个时候去捕捞它们，我们家
乡统称为“下泥”。

在下泥这个大行当之中，最简
易的活儿莫过于“拾泥螺”。它静静
地伏在泥面上，不懂逃，也无自己的
洞穴，碰着它时就缩成一粒。所以拾
泥螺的都是嫂嫂婶婶大姐姐和小妹
妹。拾泥螺的季节是春秋两季，还要
择个风和日丽好天气，因为有阳光，
泥螺才会到泥上面晒太阳(一些个
大的泥螺也喜欢望月亮，故晚上拾
来的泥螺要比白天稍大)。等潮水退
尽，一群群的女人就叽叽喳喳走向
海边，看她们的打扮是特殊的：头上
包布巾，腰系短围裙，拎一只提箩

（篾编成，不漏水，专用来拾泥螺），
都是存心来滚泥渗水的“工作服”。

拾泥螺不难，但要走出去半干
半湿滑溜非常的泥涂五六里，这是

硬功夫。两人拉手并行，趔趄如扭秧
歌，一个滑倒，两人坐地，同行一看
哈哈大笑，笑声未落，自己却也滑倒
了。“老下泥”传授的要领是：收紧
十个足趾，将自己的一双脚变成鸟的
爪子，每一步都要紧抓地泥，不让滑
脱，同时人要稍向前倾，纵然滑倒也
不至向后仰翻。

好不容易走到了浅水软泥带，这
一大片湿软地，生长着各种各样的小
海鲜，一年四季取之不尽。看那几垅泥
上的泥螺，密密麻麻，多得好似晒了一
地的葵花籽。拾泥螺人只需弯腰伸手，
手背贴泥，用中指与食指将泥螺钳入
手心。这是个很自然的手捞动作。若逢
红壳老泥螺，钳进一只就甩入提箩，若
是普通小泥螺，手心里能聚三四粒，

“啪”一声连泥带水甩入提箩。拾泥螺
的过程就这么简单。泥螺一直晒着太
阳，它只是裹着一团黏液，也许这是
它唯一的自卫武器，传说“百鸟不食
泥螺”，鸟们也许就是害怕这黏液。
人不怕，手脚快的、弯腰功夫好的
人，一上午可得八九斤；一批小妹妹
能得三四斤，其实小孩子都是贪玩
的，半嬉半捞，泥涂里热闹哎！

想想也奇怪，这么呆卜卜的泥
螺，居然能预知气象。有时我们见到
它们都披上一层薄薄的泥花，成了

“保护色”，大家都惊喊，“不好了，
泥螺穿蓑衣，天要下雨了，逃还不
逃？”

这个预示十分灵验。就在众人迟
疑间，太阳一下子没了，风急起来，
云朵当头压来。天迅速转阴，昏昏茫
茫，接着有灰白的雾霾贴着泥地卷过
来！一泥涂的人都开始往家的方向
跑，认识不认识的互相拉着拖着，绝
不会让人单独落下。就要走上海堤了，
突然背后一阵冰冷，大雨落下来了！

其实危险的还是“拾夜泥螺”，这
是个专项，半大孩免去，去的总是十来
个中年女人。吃过晚饭，潮水刚刚退出
就下了泥涂。黄昏的泥涂，分不清海与
天，浮云在头上飘荡，明月时有时无，
最敞亮的一个去处就是深海，那还了
得！但她们每次总能拾得一箩泥螺平
安而回。别无奥妙，那就是要一直喊
叫：某嫂哎！嗳！泥螺多勿啰！多哦！喊
叫不能停息，否则要走散，走失。边喊
边拾，两个小时不到就点齐人数回家
了。回来途中，必然会遇到一队驾着

“海踢”出海赶夜潮去的渔夫，他们要
搏击浪涛兜鱼虾，比女人们辛苦多了。

海边女儿拾泥螺

俞妍

我们这幢楼，有两个单元。
我们这单元因着楼下的店铺，只
有四户人家。对门这家住着一对
中年夫妇，因为厂区有自己企
业，天天早出晚归。他家的儿子
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读硕士。记得
以前，他读慈溪中学，我每晚睡
前洗漱时，总能听到他拖着步子
爬楼梯的声音。楼下两户人家都
和善，我家对下的两夫妻都开公
交。直到去年，我才知道大姐是
有名的“阿庆嫂”——模范司
机，曾被市委书记表扬。这绝不
是虚名，真的都是好人。她有一
双儿女，儿子应该在外面读书，
很少看到。女儿剪着假小子头，
眼睛很大，有点像王菲。姑娘每
次风风火火下楼推出电动车去遛
狗的样子，总让我想起《重庆森
林》中的快餐店女孩。他们对门
的那户人家也挺可爱的，一对快
要步入老年的夫妇，男的像老顽
童，爱说冷笑话。他们只生了一
个女儿，舍不得外嫁，就留在身
边。现在，外孙女也有四五岁
了。偶尔，在楼道里碰到，会甜
甜地叫我一声大妈妈。

其实，我一直对我们卧房隔
墙的那户邻居很好奇。因为不在
同一楼道，从来没见过面，也不
知道家里的情况。所有的信息，
都是从声音传递过来的。他们晚
上的作息，总要比我们晚半拍。
因为第二天要早起，我们从来不
敢晚睡。然而，每次躺下后，总
能听到隔壁的声音。扑踏扑踏的
脚步声，切切擦擦的说话声，洗
衣机的隆隆运转声。最奇怪的
是，每晚总有拉抽屉的声音，不
断地拉开关上。这让我特别纳
闷，临睡前干吗老折腾抽屉呀。

就这样，等他们慢慢静下来，我
才渐渐混沌过去。

有一晚，大概是前年吧。后
半夜两三点钟，隔壁突然传来一
阵哭闹。女人尖利的哭声，很清
晰地穿墙过来。随之传来的还有
砸东西、扭打的声音。混杂其中
的男低音，虽然不是特别响，却
很有力道。我坐起身，在黑暗
里，静静听着，像坠入更黑暗的
世界。他们大概闹了一个小时，
声音才渐渐息去，可我已毫无睡
意。第二天半夜老时间，他们又
开始闹了。又是女人的哭声，男人
低沉的骂声，又是砸东西，扭打
声。第三天半夜，又来了一场……

隔壁发疯了。丈夫嘟囔着。
他实在忍不住，开了窗户，对着
隔壁喊道，不要吵了，还让人睡
不睡呀。他嗓子很哑，声音却出
奇地响。我突然想笑，却笑不出
来。一个家庭，连续三夜吵闹，
那肯定是发生了大事。这世间，
总是有太多的爱恨情仇，太多的
痛苦灵魂。然后，又失眠了。脑
子里开始猜测隔壁男女的种种。
应该也是人到中年吧。平日里夜
半醒来，总能听到他们的呼噜
声。丈夫说我是猫耳朵，隔着厚
墙怎么连呼噜声都能听到。但我
确实听到了，那潮水一样的呼
噜，一波接一波，直涌到枕边，
扰得我头皮上的每根神经都拎起
来。年轻人睡觉，呼吸静如婴

儿。步入中年后，突然连睡觉的鼻息
声都丑陋嚣张起来，这是没办法的。

那段日子，我每日在小区里碰
到那些半生不熟的人，总是忍不住
去琢磨是不是我家隔壁的：那位长
着巴金脸的老爷爷，哎哎，不可
能；那位穿藏青风衣，黑色打底
裤，一手拎佛珠一手牵狗的半老妇
人，也不可能；有一个满脸青春痘
的阴郁男子，进出开一辆白色宝
马，时常杀气腾腾地关车门——是
他吗？还是那个扎着马尾辫，爱穿
大嘴猴运动服，手里捏着网球拍的
女人……晚上躺下后，我的猫耳朵
就下意识地张开，努力搜索隔壁细
微的声响。可是，他们不吵了，连
关抽屉的声音也消失了。一切恢复
了平静。

终于有一个周末，我在防盗窗
上晒被子，见隔壁的防盗窗上有一
双手在窸窸窣窣摸索。我一个激
灵，身子前倾趴出去看。除了瞥见
一双手，什么都没看到。那双手关
节粗大，黑瘦僵硬，布满青筋，在
明媚的日光下越发显得苍老，应该
是六七十岁老妇人的手吧。估计是
他们家的老妈。翻晒的被子却是大
红的，印着的底纹看不清楚，总之
是特别喜气的那种。这种被子除了
刚结婚时睡几天，平时怎么敢铺在
床上呀。难不成，隔壁住着一对年
轻夫妇？

上周六，我又抱着被子在防盗
窗上翻晒。日光像一盆温水浇在身

上，我好似打了一个寒战。拉开玻
璃窗，我伸出手去，空气里像飘着
细细的雨丝。我的天，这么好的日
头，在下雨吗。我不由叫道。没有
呀，哪里下雨了……一个声音突然
响起，很近，似乎就在身边。我吓
了一跳，像一个少女怀揣着心事，
一下子被人看破了。我转过头去，
看见隔壁的女人。我闭了闭眼，想
接着话头说点什么，却一句也说不
上来。那果然是个中年妇人，看上
去顶多比我年轻一两岁。她穿着齐
膝的短袖睡裙，光着脚站在防盗窗
上，用抹布擦拭晾衣竿。她的腿很
白，小腿圆滚滚的，很有力气的样
子。与我一样，她也蓬头垢面，脸
上却笑嘻嘻的。那张脸，一看就知
道是个活得简单、没多少心事的女
人。这么好的天，怎么会下雨呢
……她说道，白嫩多肉的脚在防盗
窗档上轻轻挪移。我想起那一年她
连着三夜又哭又闹。但怎么也没想
到，第一次与她相遇，她竟然这般
生气勃勃喜笑颜开，一切的一切都
已风轻云淡。

我突然有些难过，又觉得自己
很好笑。我拍打着被子，想跟她搭
讪几句，却不知从何说起。随即，
她忙碌完毕，爬下窗台，不见了。
我也回转身，继续忙永远干不完的
家务。

我换下棉拖鞋，去楼下的小超
市买东西。小区里，半生不熟的人
面，一个个在眼前晃动着。

我们这幢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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