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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君把酒话中年
我期待过18岁。在上小学跳橡皮筋的

年纪，心里塞满了有关18岁的想象。但最终

是梦一场。初中毕业后我上了中专。18岁那

年，是我读中专的最后一年，当时我留着齐

耳的短发，穿着校服，来往于宿舍和图书馆

之间，做着当作家的梦，慰藉着自己也麻醉

着自己。

后来我当了一名乡村教师，再后来，我

有了自己的家和孩子。不知是由于那次期待

的滋味太苦，还是由于后来的日子太匆忙，

总之，我再也没有像注视18岁那样去注视

过任何一个年龄，直到有一天，40岁悄然而

至，让我猝不及防。

“老”的意识开始频频造访，搅得我身心

不宁，我常常神经兮兮地对着镜子发呆。镜

子里的面孔真的是我吗？那么憔悴！什么时

候眼角眉梢竟有了皱纹？头上也有了零星的

白发？原来一夜老去不是传说！时间深处一直

潜伏着一个阴谋，让你来不及感觉年轻便老

了。抑郁、不甘、烦躁一起袭上心头，纠缠不清。

我变得敏感、脆弱。好些日子，在敏感中

失落，在脆弱中错过。蓦然回首，发现春去秋

来，空留悲叹。在彷徨苦闷中，我误打误撞走

进了人物传记，一窥伟大女性的心路历程，

发现对女人来说，容颜的衰老并不可怕，而

自我的迷失、人格的衰弱才是最可怕的。做

一个宠辱不惊、雅俗兼具的女人，实在是一

种境界。

从此我挣脱漩涡，走出泥淖，用静思夜

读充实自己。慢慢发觉，当你用饱满的精神

浇灌心灵，用成熟的思索抒写人生，生命之

树就会变得郁郁青青、丰盈美丽。

人到中年，会莫名地伤感。年轻的时候，

以为伤感是文学，是李清照、是李商隐他们

营造的那种意境。但那时的无非是“嫁接”的

果实，少了它本真的原汁原味。可一过40

岁，春的烂漫、夏的茂盛皆成回忆，惟有秋的

景色弥漫心旅，撩拨着伤感的情绪。于是你

开始怀旧，开始怀念自己的纯真年代，那逝

去的一幕幕如野草般疯长，近乎蔓延。不过

庆幸的是，理智的你没有让自己溺死其中，

而是更加珍惜现在。

疲惫，直抵内心。中年人活得最苦最累，

白天是没有自我的。在社会，你是中坚，怯懦

不得；在家庭，扶老携幼，动摇不得。众多的

角色，要演得不卑不亢；众多的台词，需说得

不激不厉。十八般武艺，一应俱全。那况味颇

似一只被鞭子抽打的陀螺，不管你是否身心

俱疲，也不管你是否心甘情愿，你只能身不

由己随着鞭子的抽打不停地旋转。只有到了

夜晚，你方能安静下来。此刻，心是自由的，

人也是自由的，让你不禁感慨，一个人待着

真好，独处才是大自在。

中年是孤独的。人生至乐是有朋友，然

而中年人却不易交到真正的朋友。不过，也

有例外，有时候还真可以交到知心朋友。但

这毕竟是少数，可遇不可求。

世间真情无价，中年人的感情比青年深

沉，虽激情不再，但真情依旧。比如中年夫

妻，卿卿我我、你侬我侬没有了，但彼此间由

岁月的点滴积蓄的一方心泉却含情脉脉。

行至中年，人生过半，茫然四顾，春梦无

痕。天地间，仿佛一夜之间层林尽染。原来，

春夏秋冬各有其美，既然秋意正浓，那就好

好享受吧，就像苏东坡说的那样，菊花开处

乃重阳，凉天佳月即中秋。

女人一到中年，皱纹、色斑、眼袋等等接

踵而至，顾盼周围的年轻人才猛醒，原来韶

华已逝，岁月无情地把你编排到了“黄脸婆”

的行列。为了留住青春，更加着意装扮，一反

年轻时喜爱的素雅，浓妆艳抹起来，有时还

求助于美容师，但收效甚微，不禁感叹：女人

到了一定的年纪，不化妆不好看，化了妆也

不见得就好看。

对女人来说，中年显得尤为尴尬。和年

轻女性比，别说她们的知识和体能，单就年

龄而言，青春本身就是最大的财富。和老年

女性相比，她们的白发就是一份从容和资

本。而中年女人呢？上有老下有小，生活的重

担挑两头，更可怕的是下岗、失业还特别青

睐这个年龄段，时时还得提防它的造访。

那么，面对现在这个科技发达、知识爆

炸、竞争激烈的时代，身处社会边缘的中年

女性，难道只剩下迷惘、彷徨、无奈和感叹岁

月蹉跎的份儿了吗？不，决不！

中年女人，是秋日里盛开的九月菊，迎

来的是大自然赐予生命的第二个春天。青年

可贵，中年尤可贵。中年是为下半生打基础

的时候，这是最后的机会。这个机会一定要

好好把握，正所谓只要在秋霜里结好自己的

果子，就无须在春花前害羞。

其实，年龄没你想象得那么可怕，关键

还是看你是否自强、自立、有进取心。居里夫

人在事业上取得世人瞩目的成绩恰恰是在

中年；舞蹈家陈爱莲照样活跃在舞台上，63

岁那年办个人舞专场，在全国巡回演出。综

观古今中外的优秀女性，其魅力靠的不是花

容月貌和名牌服饰，靠的是智慧和才学，如

果说世间有一样东西能让女人永葆青春的

话，那就是学问。毕竟青春易逝，妆扮只为包

装，当这一切被岁月剥蚀后，坦露出的学识、

修养、道德才是生命的内核。

学问是清爽的秋风，吹落的只能是浮华

和躁动，唤醒的却是生命的激情，如秋日里

盛开的九月菊，宁可抱香枝头老，不随黄叶

舞秋风。老，也要优雅地老去。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十八届中青年作

家高研班学员）

◤书海一瓢

云月的故乡 □郑晓慧

打开《云月故乡》这一诗集，散发出的是

浓郁的民族气息，佤族的历史文化、民俗风

情都扑面而来，在诗人伊蒙红木的字句中，

我对佤族民俗有了更深的认识，领略到了佤

山的风貌，也感受到了阿佤人的热血情怀，

可以说，诗集中的每一首诗歌都点燃了这个

民族的灵魂，诗人的民族责任感、自豪感都

在她的一次次讲述与回忆中迸发。从佤族

远古时代流传下的种种，都活在诗人的记忆

里，她怀着欣喜，怀着感恩，亦怀着些许忧

伤，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佤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民族，

佤族先民作为古“濮”人的一支，在这片土地

上不断地繁衍生息，远古时代的佤族先民穴

居野处，过着狩猎、采集和原始生产的社会

生活，这在他们的崖画中就有鲜明的反映，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沧源崖画”。在《云月故

乡》中，有14首以崖画命名的诗歌，涵盖了

佤族先民社会生活场景的各个方面，如：祭

祀、舞蹈、狩猎、战争等，也包括了佤族的神

话传说，如《崖画：太阳人》就取材于佤族神

话传说《射日》。可以看出，取材于民族生活

的创作，使这部作品涉及到较多的佤族民间

传说和故事，突出了丰富多彩的佤族文化。

许多关于宇宙变化的日月神话，关于人类起

源的创世神话、火的起源和文字来历的神话

传说，都在《云月故乡》中有所体现。

创世神话《司岗里》流传在佤族生活的

地区，西盟佤族叫“司岗”，意思是“石洞”，

沧源佤族称“西岗”，意思是“葫芦”，总的来

说大致的意思就是，人是从石洞/葫芦里出

来的，人类最早出来的这个葫芦据说是长

在莱姆山，所以佤族人把这里看作是人类

的发祥地。这里之所以提《司岗里》，是因

为它几乎囊括了佤族远古时代的有关开天

辟地、人类起源、日月形成、衣食住行等各

种万物起源神话，而在《云月故乡》中也确

实随处可见“司岗里”的影子，就拿诗集的

第一首《洪荒》来说，就是取材于人类起源

的神话，“汹涌奔腾的水，邪恶盈盈/遗下善

良的人和他的母牛坐木槽晃荡/天边飘来

匏瓠，沉浮相随/它用旷世孤独孕育重生的

种子”。这个“葫芦”与其他民族流传的洪

水神话中的“葫芦神话”不尽相同，葫芦是

佤族长者达摆卡木与黑母牛孕育的生长在

司岗里的葫芦，并没有“洪水淹天”的记录，

只有“大水灭火”“水淹司岗里”，所以这里

反映的是佤族古神话里的“大水淹山”，而

不是“洪水淹天”。《回来，我们的谷魂》中，

“天地睁开眼/白鹇衔来谷种。大水淹没万

物/狗用尾巴裹住谷种。世界恢复宁静/蛇

从水潭底部捞出谷种”这些叙写，正像物种

起源神话《谷物的来历》描写的那样，狗和

蛇从海水中捞到了谷种。《阿佤的文字》中，

“有人把它留在贝叶、树皮或笋叶上/阿佤

的文字用牛皮书写/饥饿的归途牛皮被用

来充饥”，这是文字起源中，佤族、拉祜族、

傣族、汉族学习文字的叙写，岩佤、尼文、三

木傣、汉族分别把字写在了牛皮、芭蕉叶、

贝叶、纸上，佤族人的牛皮被用来充饥，所

以“文字落进了祖先的肚子里”，佤族没有

了文字，佤族人的学问也进了肚子。

民族神话传说、动物故事、劳动歌谣，祭

祀歌舞、寓言童话，使伊蒙红木的诗更具地

域文化特征和民族特色，她像佤族的先民一

样用想象的翅膀，对自然界做出了各种浪漫

的解释，崖画、牛文化、震撼心灵的信仰，请

谷神的场景，洞穴情结，部落迁徙的传说，万

物有灵的宗教信仰，给诗歌增添了神秘感，

展现了一个民族的灵魂，也给读者带来了崇

敬感。她的诗歌叙写了民族的风物、历史，

也突出了民族的苦难，阿佤人不断迁徙的艰

辛都印在了她的文字之中，使诗歌增添了许

多的感恩情怀。

佤族远古时代的社会生活图景，原始古

朴而又神秘，不断地被诗人叙写，那是她对

佤山，对佤族文化难以割舍的情愫，她对故

乡爱意深沉，真实有力的字句透露出诗人强

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文化心理。佤族的文

化、风物、事迹都在诗人伊蒙红木的思想中

复活，在《云月故乡》中，诗人无时不翻开记

忆，带着欣喜，也带着忧伤，有快感，也有痛

感，在迁徙、故乡的事物、爱情、守土、亲情、

死亡之间来回咀嚼，感受生活蕴涵的哲理、

民族孕育的力量，寻找民族灵魂的皈依。

诗人与故土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血缘关

系，她对故土民俗的细致抒写，向读者传达

出了深沉的怀乡情绪，这样的抒写，有意识

或无意识流露出来些许感伤的情绪。那些

“木鼓”、“火塘”、“天神”、“莱姆山”等等，来

自佤族人的日常生活细节，来自他们信仰所

创造的视野，日常性的主体夹杂在民族历史

当中，就表现为一些轻快温暖的作品，她歌

唱爱情，怀念亲情，抒写这些带有民族气息

的日常、风物和历史，对诗人来说意味着一

种歌唱。那些民族风物、神话传说是佤族人

的“集体表征”和历史的记忆，也是诗人最真

切的记忆，都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其中透

露的不仅仅是对佤族社会生活的回忆，更是

对佤族文化和精神的认同。它们充满神性，

这不仅仅是诗人个人的信仰，也是一个民族

群体的信仰。阿佤人在神的庇护下生活，怀

着神圣的敬仰在民族历史的长河中行走。

他们相信万物有灵，自己与之有极其密切和

特殊的关系，并且那些风物、民族神话传说

是关于民族精神和命运的象征，凝聚着祖先

重复了无数次的欢乐与悲哀。

现代社会的技术文明蔓延到佤族人的

土地上，他们内心也滋生着矛盾和困惑，他

们成为自己心灵的流浪者，他们站在本土和

本民族与现代世界的交叉点上，怀着忧虑，

对此进行困惑而又谨慎的探索，在《云月故

乡》中，表达着诗人对这个民族命运的关注，

“回来，我们的谷魂/不要被钢筋水泥吓跑/

不要让它的爪子抓伤你。回来，我们的谷

魂/不要被汽车吓跑/不要让他的声音刺疼

你的耳膜”，诗人呼唤谷魂，正是在呼唤民族

的精神与灵魂，也是对民族的归属和命运的

认知，意味着寻找精神的皈依。经历了现代

文明的冲击，诗人对民族文化的传承有所忧

虑，这使诗人更加强烈地表现出对佤族文化

的热爱与维护，她想要保护民族的纯洁性，

向民族文化回归，发扬本民族的精神。

真实生动的民族生活画卷，使诗人伊蒙

红木成为一个神话般的对往昔岁月的讲述

者。强烈的民族意识使伊蒙红木不断进行

创作，用心书写成为她的一种责任和使命，

她的书写也具有一定的文化价值、民俗学

和社会价值。她为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作

出了贡献。在伊蒙红木的诗中有一种来自

民族信仰的内心倾向，她的诗中充满了祭

祀、神灵的符号，那是作为精神谱系的民族

特性落在诗歌和诗人身上的一个古老的

印记，它们作为诗歌的精神而存在，表现

的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空间和一种原始的

激情。

◤桃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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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彬为鲁迅文学院第二十
六届高研班学员，其主

编的《2016江西诗歌年选》近日由江西高校
出版社出版。本书共收录了217位江西诗人
500余首诗作，全面展示了“江西诗歌”2016
年度的创作成就，为我们呈现了一个鸟语花
香、精彩纷呈的诗歌世界。本书是连续第5年
出版的《年度南昌诗歌精选》升级版，也是江
西首部年度诗歌选本，有利于促进地域性诗
歌生态的长足发展。

胡俊杰为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七
届高研班学员，其散文

集《哭泣的半岛》近日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
品记录了山东龙口一个半岛渔村的消失过
程，具有现实意义。《哭泣的半岛》分为“山海
尽处是故乡”、“父亲的渔歌号子”、“赶海人的
黑夜与黎明”3辑，收录胡烟的半岛家乡系列
散文30余篇。全书乡情民俗与人物命运交
织，语言的苍劲与俏皮最后融为真情的自然
流淌。

□李金荣

真实的“葫芦兄弟”
在“鲁十八”，写诗的一共有8个人。

我和艾子都写诗。艾子的诗，清新自然，

朴实无华，就像她这个人，“天然去雕饰”，

于平凡的俗世中不惊不扰，不温不躁，静

静享用生命的美好和生活的馈赠，在平平

常常中参悟玄机，发现诗意。在我的印象

里，艾子写的诗较长，多为叙事诗，在娓娓

道来的叙述中透出真纯的感情。接孩子

放学几乎是毫不起眼的小事，至少我未

曾写下只言片语。这个母亲，把整个过

程描写的细致入微。“下课铃的阀门一打

开/孩子们就奔涌而出/像黄豆一样，撒

在校园里/都一样蹦蹦跳跳/都穿着黄色

校服，很难辨认/哪一个是你的孩子”。

平平常常的一件事，用平平常常的语言

写出来，咀嚼一下，却不是平淡无味，那

种色彩、动感，那种欣喜、渴盼，让我们读

出温暖。“在校门口仔细瞧瞧/百分之八

十的孩子跟家长都很像/像两个大小月

饼一样/从相同的模子中出来/长着皱纹

的拉着水灵的/黝黑的牵着白净的/高的

领着矮的，夕阳带着朝阳”。真实容易准

确，准确得以传神。整个过程，情绪饱

满，张弛有致，就像炎炎夏日，喝了一杯凉

白开，我以为这是最真实的艾子。她写窗

台边的兰花，写红酒、雪茄、爵士乐、世上

最性感的男低音……我更喜欢她写农民

工、女售货员、地方戏一类诗歌，那好像更

和我的胃口。我年纪不大，却喜欢老派作

风，对民国学人深深着迷，也笃信“文以载

道”，文学必须反映现实。其实艾子的一

些诗歌，写心路，写体会，这个体会和心路

也是现实社会作用于一个人的体会和心

路，也间接反映了现实。读艾子《破茧成

蝶》《天是这么蓝起来的》《婚姻》这些诗，

我发现她是一个“珍藏内心的傲慢女

人”，有着“轻微受伤的人生”，在这个竞

争的社会里，扮演着“鼓掌的观众”。《我

是您的药物》中，父亲抵抗疾病的痛楚写

的那样揪心，那种苍白、摧毁，让洒脱的女

儿“抓紧手中的钥匙”。这是艾子真实的

另一面。

在诗歌中了解一个人和在每一天里

了解一个人可以互相印证。在鲁院共同

听课、散步、吃饭、购物，那么多朝夕相处

的时间。鲁院有个很好玩的换同桌游戏，

每一周都会打乱座签。刚开始同性同桌，

待到稍微熟悉，男女同桌。我和艾子同桌

的时候高兴得击掌欢呼，葫芦兄弟终于在

鲁院的课堂团聚啦。有同学想不通为啥

这样热烈。其中的秘密，我们不说。有趣

的是，我们竟然三次同桌。联欢会上，艾

子的独舞《留不住斜阳》，舞姿优美、韵味

悠长，海南姑娘亚热带身材，眼镜片后细

若游丝的眼光，配以她淡定冷艳的神情，

有夺魄之美。我珍惜在鲁院的每一天每

一刻，怕把这些动人的瞬间遗忘，所以记

日记。如今，翻拣出几篇相关艾子的文

字，更勾起无尽忧伤的怀想。

艾子最真实。真实的人率性而为。

有一天半下午了，小木听说我没有吃午

饭，要送我水果。我推辞着跑到走廊，艾

子忽然打开房门喊：谁没有吃饭？原来她

泡网到凌晨3点刚刚起床。于是叫上金

荣一起去喝粥。艾子说，待会儿白杨会

把我们写进他的日记。吃完饭，我要付

钱，艾子说，“讲点江湖规矩好不好。”她的

海南普通话一字一音，慢条斯理，听起来

很特别。

雪让她亢奋。她太爱雪啦。她只记

得雪的潇洒、雪的柔情、雪的浪漫，忘记雪

会让人失去平衡。那一天，成为她的白色

受难日。

艾子是辞职来学习的，她的老板不准

她来。我在一首诗歌中说“三个得道的葫

芦，掐着腰/替我守住窗口的寒意”。其

“寒意”，当指此。艾子比我勇敢，也比我

闲散。这大概也是真实的一个侧面吧。

艾子说，我大部分时间在工作中度过，业

余时间喜欢搜罗时装、泡迪吧，写作仅在

想说话的时候为之。我知道艾子一定会

重新找工作，尽管家里不缺她那一份钱，

她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对于写作，我和她

一样，有感而发，不平则鸣，不喜欢命题作

文和赶鸭子上架。她说，诗歌属于自然、

自由和梦想，这是诗歌的本质，也是我喜

欢的生活状态，它为我保持了激情和内心

的高贵。

现代社会的商业化快节奏已经把人

异化得面目全非，几乎所有人在为物质奔

忙，还有多少人拥有自由与梦想，激情和

高贵？这也是我喜欢民国时期国学大师

的原因。我相信艾子是这样的人，有着丰

富情感的真实的人。我们为生存挣扎，同

时超越这种挣扎，在挣扎的同时创造属于

我们自己的人生历程。这一历程不可模

仿复制，因为它是真实惟一的。外界冗

杂，内心真纯，守住这份真纯，就守住了安

逸，守住了快乐，守住了诗歌。“我是如此

安逸而快乐/身为人妻，生活的重任不在

于我/不徒劳，不设防/迷惘的早晨被富足

的激情带进阳光/美貌使敏感的身体/暧

昧而富饶……”这就是现实中的真实的艾

子，安逸、文静、单纯、自在。

院子里的二月兰开得正盛，浅浅的紫

色忧伤而又清雅。那一段珍贵的记忆从

时光的缝隙漏出来，令人怀想。每一次呼

吸，每一个眼神，每一只脚印，每一张笑

脸……我的同学们，我的葫芦兄弟，你们

还好吗？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十八届作家高

研班学员）

□白 杨

郭岩君为鲁迅文学院第二十
一届高研班学员，其长

篇小说《闯热北》近日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出版。1930年，河南遭遇严重旱灾。5月，蒋、
冯、阎“中原大战”在商丘打响，民不聊生，纷
纷举家外出求生。本书主人公铁花跟随一群
耍马戏的河南商丘乡亲，一路餐风宿露、历
经磨难，死里逃生来到当时的热河省北部，
俗称“热北”。为求生存，她们与当地的地主、
土匪、豪强，发生了一系列的纷争……

◤我思我写

◤东庄西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