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责编
!

陆梅 何晶 技编
!

李福眠

"#$%&'!()*&+,-./*0123$42+

世纪
风悦 读!

5 6 7 8 7 9 " : ;

!

!"#

去
看
普
希
金

桑
永
海

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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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初! 我终于踏上俄

罗斯大地!第一站就是圣彼得堡"

彼得堡这个金碧辉煌的古都!

到处是奇绝的风景! 我们却只能

逗留两天一宿! 然而享誉世界的

两尊普希金青铜塑像怎么能不去

瞻仰呢# 我向导游小唐提出这个

要求!他很爽快!说在俄国人心里

普希金是无冕之王! 旅游景点没

列!咱们挤时间去看看吧"

第二天下午 ! 细雨霏霏 !但

不必打伞 !这是彼得堡气候的特

色 " 参观完辉煌多彩的的夏宫 !

小唐就指着附近一座黄白相间

的四层楼说 !这就是当年最著名

的贵族学校皇村中学 !第四层楼

左起第四个窗户 !就是普希金学

习的教室 "

亲眼见到皇村中学! 分外高

兴" 我知道!普希金升入高年级的

文学考试就是在此楼大厅公开进

行的!由
=>

世纪最著名的诗人杰

尔查文任主考官" 普希金朗诵了

自己的诗作$皇村回忆%!引得一片

掌声&老诗人激动得流泪要拥抱普

希金 !那年普希金才
=?

岁 !他早

已羞怯得不知跑哪儿去了'(((((

离开皇村中学教学楼!去看普

希金坐像& 一转弯!只见一片黄花

在细雨中开得灿然夺目& 鲜花丛

中!褐色大理石基座上是一条暗绿

色长椅!长椅左端随意坐着正在凝

神思索的青年普希金&他身子靠在

椅背上!双腿弯曲!右臂弯过来!用

手支着微侧的头!他是在酝酿一首

新诗吗#

一低头! 见到我默立的地方!

花丛间有一个长方形大铜盘!左侧

摆着四枝鲜艳的红色玫瑰花!右侧

摆着几枝白色的小花& 这么新鲜!

显然是上午有人冒雨送来的&我猛

然想起!第二天是
<

月
<

日!不是

普希金的生日吗#这里鲜花会更多

吧# 我把这一切用摄像机录了下

来!又用手机拍了多枚照片!向我

心中永远的缪斯献上一瓣心香)

也是那天下午!在彼得堡国立

俄罗斯博物馆前面的普希金广场!

我们见到了普希金又一尊铜像!站

立式行动式的& 他右臂平伸手掌

上翻!脸微扬!鬈发也扬起!大眼睛

望向远方!双脚前后叉开!大衣角

被风卷起来!那是正在朗诵诗歌的

普希金&

我感觉自己见到了生机勃勃*

才华四射的普希金)

六十年了!普希金!我心中诗

歌的太阳) 少年时代!在故乡小树

林里!在海兰江边青草地上 !在同

学聚会上!在我家那个朝鲜族式的

茅屋里! 我多少次高声诵读你!普

希金!你启蒙了我!陶醉了我&

青春时代!因家庭困难我不得

不终止高中学业去工作!那些迷惘

的深夜!+假如生活欺骗了你%给过

我多少温暖和慰藉) 之后的岁月

里!普希金淳朴宽厚的人性和大美

无边的诗性!抚慰过我!激励过我!

陶冶了焦渴的心灵((((((

现在! 大巴车就停在我身后!

同伴已经来催我上车了&永远的普

希金!再见)

不可思议的草
刘梅花

沙蓬!

沙漠里的人家 "黄土夯的院墙 "又疏
于修补"风蚀得又矮又豁落老牙! 墙根是
一蓬一蓬的沙蓬" 叶梢被太阳晒得变黄!

劲风刮来刮去"沙蓬不能紧贴墙根"虚隆
隆的"鸟巢一般"一溜儿沿着院墙摆过去!

沙蓬是草"正经的草"别的都好"就是
头发蓬乱得很! 不过"沙漠里日光灼灼"也
很无聊啊! 沙蓬枯坐在沙子里"干巴巴的"

邻居也少"它的心就乱了"杂想纷呈"就把
自己长成一团乱麻!

春生秋枯"是草的一生! 沙蓬的春天
比较提心吊胆" 若是一点雨星都不落"它
连个发芽的机会都没有! 沙蓬总是生于流
动的沙丘上"沙丘就是它的车马"载着沙
蓬这儿那儿乱逛! 沙蓬叶子窄而长"尖有
刺! 根不深"最多一尺而已! 不能跟梭梭
比"梭梭最多可以深扎二三十米! 沙蓬主
根短浅"就把毛根竭力拉长一些"牢牢贴
着流沙!

流沙里藏着沙蓬的种子" 得点雨水"

赶紧发芽! 遇见干旱的年份就待在沙子
里"慢慢等水分! 一粒沙蓬种子"最多可以
保存五六年! 总有雨来的时候!

因为活命不易" 沙蓬生得粗简朴素"

不敢分心追求衣裳华丽奢侈! 沙拐枣也在
沙漠"生得多么鲜衣怒马"可人家实力强
大"几十米深的根"连叶子都省略掉了"可
见多么决绝强悍! 沙蓬不过一蓬草而已"

一尺深的根"不敢那样鲜美豪华!

沙蓬是会躲避干旱的植物 ! 天干气
燥"沙蓬几乎不发育"一直低矮的样子"默
默蹴在沙子里! 一旦遇见雨水"凶猛生长"

几天就长成蓬松一团" 株高可达两三尺!

它们利用一点点雨急忙分枝"拔节"在短
时间内完成开花结子"迅速把细小的种子
借助风力传播到远方!

种子被风刮到村庄里 " 拦在庄院墙

下"悄悄蛰伏起来! 等来年开春"稍微有点
雨"迅速发芽! 走进随便一个沙漠小村"到
处可见沙蓬"墙根下"路边"都是一蓬一蓬
石青绿的身影!

沙漠里有许多强悍的生命"风沙奈何
不了! 但沙蓬不是"总觉得沙蓬像一群流
浪的小孩"晨霜夜露的疲于奔命! 它知道
自己穷"但绝不随意苟且"宁可彷徨无计"

也要活得干净逍遥!

沙蓬的种子"叫沙米! 人们把沙蓬收
割回家"晒干"棒子猛捶"敲打出来沙米"

做成一种吃食叫沙米粉! 沙米和粮食一
样"耐饥"果腹"长筋骨! 古人记载说#夏之
野"沙中生草子"细如罂粟"堪作饭"俗名
登粟"一名沙米!

沙米晒干"浸泡在凉水里"泡软! 铺开
麦草秆"倒一层沙米! 合拢麦草秆"使劲儿
揉搓成细浆"用细箩滤! 滤好的浆汁下锅
烧开"盛入盆中晾凉! 待其凝结"切条切
块 "浇上油泼辣子 "老陈醋 "味道鲜美之
极"吃过不能忘怀!

苦豆草!

小时候就读的学校 " 劈开半坡沙子
修盖房子! 校园里到处是沙子"既无树木
缭绕"也无院草杂生! 课间我们在沙滩上
打滚翻跟头"一派天然野趣! 实在无聊 "

就跑到学校后墙外大片的沙滩上拔苦豆

草玩!

苦豆草不孤寂! 它们要么没有"要么
大群大群出现! 植物群落的连片生长"都
喜欢伴生"苦豆草也一样! 我在腾格里沙
漠边缘的八步沙"见到成片的苦豆草和大
蓟掺和在一起"你开你的紫红花"我开我
的淡黄花"透出欣欣的生意"极有情趣!

苦豆草不怎么高"也就一尺来长! 也
不很绿"有些灰的样子! 主茎直立"叶子串
在一枝叶梗上"一枝一枝叠上去"茎梢是
花穗! 叶子小"狭窄"尖"对生! 叶面灰绿"

叶背青白! 一枝叶梗上串着二三十片叶
子"支棱起来"不垂! 花穗是好多小筒花朵
凑成的"淡黄色"不好看! 花落了有荚果"

串珠一样"翘在茎梢! 种子扁扁的"圆圆
的! 黄褐色"很轻"跟着风连滚带爬"四海
为家!

虽说苦豆草灰楚楚的不明艳"但我很
喜欢!它总能牵惹旧情"令人思虑往昔!小
时候" 总是跟着老师进沙漠拔苦豆草"拔
呀"拔呀"背回来压在沙土里积肥! 除此之
外"苦豆草也没什么用处! 现在每逢遇见"

就忍不住怀旧"内心有清凉之感!

苦豆草根附近藏着黑色的甲壳虫"有
一种尖嘴鸟儿掏开沙子" 搜寻甲壳虫吃!

它的长嘴叩在草根上"笃笃有声! 劲风吹
过苦豆草滩"十万叶子翻卷"泛着霜似的
青白气儿"颇有意趣!

苦豆草枯萎得迟! 深秋"叶子变黄"慢
慢卷曲起来! 沙漠里落霜厚"苦豆草尖亦
是霜! 地气冉冉"苦豆草在初阳的照射下"

有些寒烟缭绕的意味! 沙漠里"澄澈的天
空"澄澈的黄沙"草木亦是澄澈的枯萎"令
人有寂寥清净之感!

红尘之事"纷杂枯寂! 唯有草木"跟着
时序节令推移变化"各有天然情趣"叫人
心生欢喜!

苦豆草看似没什么用处 " 其实不
然$$$每当大片大片的苦豆草消失的时
候"暗示着生态系统已经失衡崩溃% 苦豆
草属于植物群落类的"它伴生甘草&大蓟&

黄花草等各种杂草"挤在一起生长! 苦豆
草消失的时候"别的草也一起迁徙"剩下
的"是真正的荒芜和不毛之地!

沙葱!

沙漠里" 生长着生命力强悍的植物"

也有柔弱的"比如沙葱! 虽柔弱"但也有蔚
为壮观的一生!

'本草纲目(上说#茖葱"野葱也"山原平
地皆有之% 生沙地者名沙葱"生水泽者名水

葱"野人皆食之% 开白花"结子如小葱头%

沙葱不高"长不到一尺% 纤细"柔嫩"

一丛一丛生长在戈壁"沙滩"荒沙野岭% 沙
葱疏疏落落"生长很零落"不喜欢挤在一
起大片大片% 葱叶尖而细弱"也抽薹开花"

淡紫的"有点粉"有点白"很寻常%

雨水稠的一年"沙葱也稠% 遇上干旱
年份"也找不到几根% 没水"怎么活呢% 其
实我一直觉得沙葱活得很散漫"闲闲消磨
时日"做一些自己喜欢的无用之事% 比如
开几枝花"在风里晃荡啊晃荡))

沙漠里有些草很忙"比如梭梭&毛条"

它们一刻不停地扎根"忙着抖落身上的绒
毛覆沙固沙% 有雨水"它们拼命抽枝拔节%

没雨水" 拼命扎根抽取地层深处的水分"

活得兴致盎然"旱也旱不死"晒也晒不死%

而沙葱不是这样的"它羸弱很多% 这个世
界"需要强悍"也需要柔弱% 很多强悍都是
柔弱成全的%

沙葱对光阴很淡然 "有点雨 "就长一
长% 沙漠落霜"就枯萎了% 它活在尘世"似
乎没有贪婪心"安心窝在沙漠里"清静度
日% 它就是一味素淡的野草"不会对沙漠
有惊天动地的贡献" 亦不会有一丝儿害
处% 它不过是淡淡过好自己的光阴"不太
受世人的瞩目% 索取也不多"不过一点儿
水分阳光罢了%

沙葱看上去很柔弱% 但你嗅不到怯懦
的气息"一点楚楚可怜的味道都没有% 它
有一种飒然&自在"是干净清淡的味道% 当
然"葱的味道也有% 沙漠虽然贫瘠"但胸怀
的宽广准确无疑地遗传给了沙葱% 蓝得要
冒水的天空"白得要掉色的云朵"土黄得
发光的沙漠" 组合出来一个寂静的世界%

这个空荡荡的世界里" 野草长得毫无压
力"要多飒然有多飒然%

初夏"在不大的一个沙湾里 "遇见沙
葱"还没有开花% 它们的邻居是花棒"细软
的枝子垂下"沙葱躲在枝条下"垂帘幽居%

花棒正是开花的时节" 紫红的繁花开的
开"谢的谢"落花遍地% 沙葱叶尖也顶着落
花"悠然在自己的庭院里观赏花事%

乍然相遇"我不禁愣了一下% 那些寂
静的沙葱"被落花覆了的沙葱"风吹"花幽
香"葱叶拂拂%

不过"我愣神的当儿 "有几个人兴高
采烈地跑过去"拂去落花"开始釆拔沙葱"

脱下衣裳" 把沙湾里的沙葱一网打尽"嚷
嚷说回家凉拌了吃"鲜美无比% 我看着沙
湾里剩下残枝败叶的沙葱"心里难过% 这
样一个诗意之境"迅速残破掉了%

有些人"总是贪婪过度 "遇见美好的
事物"忍不住霸占一番% 倘若人懂得沙葱
的心"贪欲就会散淡很多% 世上的好东西
实在多"占不尽的"享受不完的"何必呢%

我一次次地进沙漠"看草看木% 沙漠
的草木"简淡朴素"自与别个不同 % 而沙
漠"亦是颇有意趣% 有月的夜"下雨的清
晨"花棒枝子上晃荡的紫红花朵"光阴清
新有味% 世间种种好"草木总是令人倾倒%

沙漠虽粗野"亦有可爱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