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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颂歌 （油画） 杨亚娇

中年的背影 邓跃东

人到中年，最注意什么？

开始我以为忧虑白发， 到处都在染发啊；

又觉得在乎皱纹，好多人都戴帽子、眼镜遮挡。

后来发现，最注意的还是后背。看，大家时不时
往后瞥，不是怕穿反毛衣后背凉飕飕，而是怕
驼背。那无法掩饰，叫人自惭形秽。这是中年时
候的清醒。

但是一些人跟年轻时一样，很是在乎颜面
发型和胸前的打扮， 什么时候都马虎不得。去
年夏天，我遇到一桩跟胸脯有关的事，曾跟胸
脯的主人深究了一番， 互相没说出一个结果，

但影响没有结束。

胸脯的主人是单位的一位女士， 四十出
头，被查出乳腺癌，唯有切除才能保命。这个结
果，一家人都接受不了。但是要活命啊！丈夫想
通了，给妻子做工作，没做通。家里其他人和朋
友也劝了，没劝下来。丈夫来到单位，希望组织
出面谈谈。妇女主任上门谈了两个小时，还是
毫不动摇。最后领导找到我，因为我是组织的
负责人。可是我是男同志，不太方便谈这事。但
这是最后的希望了，谁都不忍心放弃。

我没有上门，而是打电话给她，平静地请
她来办公室一趟，商量工作。她很快就来了，看
出了我的用心，竟直奔主题，说不要劝了，主意
已定。我想不到她会这么直接，以为还会矜持
一下的。是什么力量让她如此坚定？我只好向
她直接发问了。她沉思了一下说，宁肯这样死
去，也不让人看到生前的残缺，以令人失望。

为一种美宁愿放弃生命！我明白了她的内
心，十分吃惊，不知道该对她说什么了。为了掩
饰空虚，我把目光转向一旁的玻璃柜，嘴里对

她说着喝点茶、凉凉身，脑子里却没有停下。

突然，我看到散文集《目送》的书脊，封
面画面顿时跃入脑中———一个母亲手推自
行车载着孩子去上学的背影。 这本书里，日
复一日目送亲人背影远去的爱意， 曾经打动
多少读者。

我忽然想起什么， 走过去把书取出来，

指给她说：“这个图好美， 她的孩子长大了，

不一定记得妈妈年轻时的相貌，但肯定能记
住妈妈的背影。”她一阵沉默，认真端详着封
面。我轻轻地说：“这样吧，你把这本书带回
去，没事翻翻，有空再聊，不急着做什么或不
做什么。”

她起身致谢，带着书走了。我目送她远去，

觉得她比平日漂亮，裙摆摇曳，背影生艳。

过了几天，没见她有什么动静，可能是铁
了心。我们再不好去劝，也没人提起这事，慢慢
地淡忘了。

一个多月后，她的丈夫来到办公室，归还
借去的《目送》。我才得知她已经在长沙做了手
术，正接受治疗，情况平稳。出乎预料！我不解
地询问，怎么会转变的。她丈夫说，具体也说不
清楚， 好像组织谈话后个把星期就想开了，主
动联系医院，手术后叫他代替来还书，想不到，

还是组织有力。

送走她丈夫后，我静默了很久，手指“唰
唰”地拨弄着《目送》的页面。我看到里面有折
页，还用铅笔描了作者的一段话：“只不过意味
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
他的背影渐行渐远。 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看
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
背影默默地告诉你，不
必追。”

我心里渐渐舒缓
开来。 这肯定是她描
的，还折了页。可想她
为这句话沉吟了许久，

最后释然了。这是一个
背影的力量，背影让人
安定。

后来，我对背影有
了一种特别的感触。走
在街上，会情不自禁地
望向前面的背影，尤其
是中年人的，常常会被
一个身影迷住。那些背
影，俊俏疏朗，笃定沉
稳，不见华丽，不见躁

动，即使摇晃，也是独有风姿。而在年轻时，都
喜欢看一个人的前方，颜容代表了美丽。但人
是会老的，再美丽也会褪色，仅看前面，心里就
会失望。

背影耐看， 是一个人有着潜在的力量。我
想起朱自清先生，他写了很多文章，那篇短短
的《背影》，最能留在每个读者的情感里，无数
空虚的心灵都由一个温厚的背影填充而变得
坚实。

人年轻时，为了理想、为了前途，负重不
堪，累弯了腰。进入中年，渐渐安顿，是遵从内
心的时候了，不必过分看重前面。一生的奔波，

再如何铆劲、再如何叠加，人们能记住的，只是
一个淡淡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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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秋季很短暂。盛
夏一过，还未能够领略秋风
秋露、梧桐红枫，冬天不觉
已悄然而至。 泡一杯红茶，

坐在阳台远眺天边，蒙眬中
带着几分凄然。楼下的马路
上，行色匆匆的人们，早已
包裹得严严实实。

随意瞟到阳台一角的那
盆蟹爪兰，惊喜地发现，低垂
的叶片边缘， 不知什么时候
露出了红色的花蕾———不
错，是红色的花蕾，而且，其
中几朵已悄然绽放。

这盆蟹爪兰已养了好
几年。 前些年搬到新居，由
于住房条件得到改善，所以
时不时买些花花草草放在
房间一角，让屋子里陡生几
分温馨。遗憾的是，平时忙
忙碌碌， 鲜有时间打理，买
来的花草，往往在花开花落
的短短几天后便完成了它
的 “历史使命”， 以致家里
的花盆越积越多。想想这些
曾经给自己和家人带来愉
悦的花草，其实都曾是一株
株生命个体， 看着它们凋
谢、枯萎，不觉心生几多不
安和内疚，因此，再后来干
脆就很少买花草了。

这盆蟹爪兰却有几分
特别。那是搬到新居后第一
个春节，我在花鸟市场闲逛
时，一眼看上了这盆当时正
在盛开的蟹爪兰。 由于家里
的空调温度开得比较高，这
盆蟹爪兰的花并未全部开放
便萎谢了。后来嫌它碍事，便
把它移至阳台一角。在此后一年多时间里，尽
管经常给它浇水，但一直萎靡不振，一副半死
不活的模样，中间几次想把它扔掉，只是花盆
里的土太多、太重，这才侥幸留下。

令我有点奇怪的是，今年以来，我并没
有怎么打理它，甚至很少浇水，但这盆蟹爪
兰竟然复活了。我很是奇怪，于是到网上认
真地查阅了一下，才恍然大悟。原来，蟹爪兰
有着自己的生长规律。早春花谢后，它有一
定的休眠期， 这时它与世间所有动植物一
样，并不需要“进食”，浇水不仅是多余的，甚
至还会害死它。 只有在它开始萌生新芽时，

才需要适当浇水，保持盆土湿润。

让很多人想不到的是，进入夏季高温季
节， 蟹爪兰也会处于休眠或半休眠状态，这
时同样不能浇太多的水。入秋以后，随着天
气转凉，蟹爪兰逐渐恢复长势，这也是一年
中蟹爪兰生命最旺盛的时候，不仅叶子绿油
油的，而且花蕾也在孕育。

蟹爪兰如期开放。它不像凌霄花那样肆
意张扬，从螃蟹爪子一样的枝条尖上开出来
花朵，娇羞地向下静静低垂着，玫红的花朵
很多很密，宛若红色瀑布。尽管十分低调，但
三层花瓣保护下的花蕊，依然能让人看到内
敛中透出的傲气。对中国人而言，蟹爪兰的
花语很受欢迎：所谓鸿运当头、运转乾坤。花
语表达人的感情与愿望，冬日里，家里有一
盆盛开的蟹爪兰，无论是它的色彩，还是它
的寓意，确实让人很愉悦。

对我而言，这种愉悦还来自于对身边一
草一木的关注与怜爱。 或许是年龄的缘故，

渐渐地不再迷恋“诗和远方”，开始寄情于身
边的一草一木。 万物生长皆有自己的规律，

一如阳台上的这盆蟹爪兰。 在休眠的时候，

它只想静静地活着， 不需要他人更多照料，

更不需要他人过多的灌养， 否则只能是伤
害。蟹爪兰不想取悦谁，也不想冷落谁，无论
是它的休眠、生长还是绽放，都是它生命旅
程的一部分罢了。

以此观之，世界上的一切，又何尝不是
如此？

相 遇 徐 学

花临水岸絮点衣

二十多年前，一位诗人老友来访，我们坐
在校园面海的楼上，喝着咖啡，海阔天空地聊。

我说， 席慕蓉的诗在大陆一版就印了几十万
册，单是花城出版社一家累计印数已超过一百
万册。他说，如果我的诗也印几十万册，我就从
这楼上跳下去。我说，为什么，是版税多，兴奋
过头？他说，那么多人喜欢的诗一定不是好诗，

成了这样的诗人只有跳楼。

但我依然喜欢席慕蓉，喜欢她诗里画中那
无需苦心谋划经营、 纯然自心底而出的流畅。

在文友的婚宴上，我每每会向新人郑重赠送一
本《七里香》，并即席吟诵：

“如何让我遇见你/在我最美丽的时候 为
此/我在佛前 求了五百年/求他让我们结一段
尘缘

佛于是把我一棵树/长在你必经的路旁/阳光
下慎重地开满花朵/朵朵都是我前世的企盼……”

一首吟毕，宾主尽欢，众人沉浸在洁净的
幸福里，静静地。

在动荡岁月的枯索路途中情感荒芜了许
久的我们，遇到了席慕蓉，觉得她就是一个干
干净净、规规矩矩的纯情女孩，月下窗前，等待
相遇着———“爱 原来是没有名字的/在相遇前
等待就是它的名字。”

啊，于千万人之中，于千万年时间无涯的
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就妥妥地
遇见了那该遇见的人，遇上了，也不需要多说
什么，相视一笑，便可地老天荒。

潮平两岸阔

后来可以去台北了，那些电波声里、书上
报上神交已久的文友生长和写作的地方。会议
间隙，晓风说带我去乡下走走，东走西走，来到
了台北边上靠海的乡村，笑着说要去见一位姑
娘，原来是席慕蓉。

没见到席慕蓉之前，总觉得她的背景应该
是多花多柳多细雨的南方，见面一谈，分明北
国姑娘，直接爽朗而大方。忽然悟出，要认识诗
人，读她的诗是不够的，你要见到她，静下心来
听她的声音，才会听到她诗歌背后的声音。

她开起车来尤其彪悍，仿佛骑在马背上直
视前方，一往无前，我想，她心中是不是一直响
着那古老民歌：“胡马胡马， 远放焉支山下，跑
沙跑雪独嘶，东望西望路迷。”

原来她是蒙古王公的后裔， 本名穆伦·席

连勃，意思是“大江河”。她的人生亦如江河，纵
横万里，重庆生、香港长，而后台北，而后比利
时……最后还是回到台湾安家。婚后在台北城
的边缘置下一栋幽静小屋，独门独院，附近就
是田野。有月亮的夜晚，她会在孩子睡下后，兴
之所至来到番薯田里， 看着绵延过来的阡陌，

就着浅淡而又细致的光泽，给天空树影画一张
铅笔速写。

她爱花，画室前面花朵摇曳，可她画布上
的花并不追求娇艳欲滴， 而是呈现古典和慎
重，配上她大方的字体，二者合一，就像从庄严
的典籍中走出来的插页。

虽然已经名满天下，她却喜欢倾听，以一
种近乎木讷的温厚。一个人，一件事，一种情
绪，她都愿意细细体会，而后用笔慢慢渗染。在
她相赠的文集里读到了她的固执和简单———

“贝壳很小，却非常坚硬和精致。回旋的花
纹中间有着色泽或深或浅的小点……在海边
捡起它的时候， 里面曾经居住过的小小柔软
的肉体早已死去，在阳光、砂粒和海浪的淘洗
之下， 贝壳中生命所留下来的痕迹已经完全
消失了。但是，为了这样一个短暂和细小的生
命，这样一个脆弱和卑微的生命，上苍给它制
作出来的居所却有多精致、多仔细、多么地一
丝不苟啊！

请让我也能留下一些令人珍惜、令人惊叹
的东西来吧。在千年之后，也许会有人对我留
下的痕迹反复观看，反复把玩，并且会忍不住
轻轻地叹息，‘这是一颗怎样固执又怎样简单
的心啊！’”

但那时我和她话题还是只能围绕着那开
满花朵的树，抓住一个人少的场合，大胆问她，

这情诗是写给先生的吗， 还是写给哪位男生
的，能不能透露？她认真地说，这首诗就是写一
棵树，桐树。“那天，我从台湾的南边回台北，坐
台铁，到了苗栗这一带，山很多，火车穿过一个
隧道马上又进入一个隧道， 在两个隧道口之
间，突然眼前一亮，一棵笔直高大的油桐树开
满了白花，非常的灿烂。但我和它的相逢就只
有一刹那，它在窗外一闪而过。我就想，这桐

树，这么美丽，这么寂寞，她一定也期盼人能够
遇见它。”

后来又匆匆忙忙在会议和友人聚会上见
过几次，发现席慕蓉最爱说辽阔无垠的蒙古高
原和悠远的长调，而我只会凑趣地说，我也是
听嘎达梅林和草原英雄小姐妹长大的。嘎达梅
林她知道，那对小姐妹就需要解释半天了。

激湍涛汹涌

又过了几年， 我骑着马在呼伦贝尔草原
上，正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季节，透明的蓝天，

飘逸的白云，清凉的空气中弥漫着草香。突然
飘来高亢的女声：蓝蓝的天空上飘着白云/白云
的下面跑着雪白的羊群/羊群好像是斑斑的白
银/洒在草原上/多么爱煞人呦……突如其来的
美把我击倒。这未曾污染的天籁，明丽而自在
的歌谣，让我不禁一阵颤栗，混合着痛楚的愉
悦。 突然我觉得触摸到了席慕蓉的生命源头，

也感悟到了她的诗境。

这就是“乌日图道”，长调。它字少腔长、高
亢悠远、舒缓自由，赞颂草原骏马、蓝天白云和
江河湖泊，它悠长持续的流动性旋律包含着丰
富的节奏变化和极为宽广的音域，是善于抒情
的牧歌，多为即兴创作。席慕蓉深为喜爱，她说
长调“迂回曲折，把许多伤悲和无奈都用丝绢
一般的句子折叠起来， 有时微微打开一些，再
打开一些，有时轻轻抽回，止于最渺远的空茫
之处， 带着我们一层一层往最深处的疼痛走
去”，所以，她的诗早就以自然即兴见长。

但席慕蓉创作的不竭源泉更得力于她对
原乡的深情和寻觅。

近二十年来，席慕蓉每年都要回内蒙古一
到两次，越走越远。东起大兴安岭，西到天山山
麓，又穿过贺兰山到阿拉善沙漠西边，南到鄂
尔多斯，北到一碧万顷的贝加尔湖。所到之处，

她总觉得一种无法抵御的归属感将她紧紧包
裹。多年来一直在遥远的高原上，在血脉里呼
唤自己的声音，此时此刻都在天际线下，在河
流与草香之间回荡，她为自己庆幸，终于在母
亲的土地上重新找回了完整的自我。

席慕蓉说， 血缘是一种很奇怪的东西，它
是在你出生之前就已经埋伏在最初基因里的
呼唤……她是安静无声并且无形无影的，她的
影响只有在远离族群或者整个族群的生存面
临危机的时候才会出现。那时，她就会从你自
己的生命里走出来呼唤你。

1999年，大病中的蒙古族歌唱家德德玛希
望席慕蓉能为蒙古高原写一首歌词让她来唱。

此前，台湾许多歌星请席慕蓉写歌词，席慕蓉
都没答应，但这次她答应试一试。半个月后，席
慕蓉在电话中念了一段她写的歌词，以后又按
照德德玛的建议做了些改动，然后，交给蒙古
族作曲家乌兰托嘎谱曲。

这就是《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北京电视
台和内蒙古电视台 2001 年的春节联欢晚会
上，由德德玛深情唱出。2014年，席慕蓉在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演讲，演讲收尾时，席慕蓉说，请
德德玛老师来给我们做个精彩发言。德德玛站
起来说，席慕蓉第一次到我家时，我正面临生
死关头，医生说我最多只能活四年，可现在十
四年过去了，我更健康了。是席慕蓉和她的歌，

是她颂扬的草原精神让我能走到今天。德德玛
热泪盈眶，言语已经无法传达出此时她心中的
感动，她唱起了《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全场
听众不约而同地起立合唱，混合着泪水和欣慰
的歌声在大礼堂内回荡不息……

对于一切自生命深处迸发而出的歌，技巧
分析是苍白无力的， 它就像欧·亨利笔下那片
在凄风冷雨中永不凋零的常春藤叶，它来自生
命，灌注了心血，因此必然能唤醒生命，守护生
命，使生命长青，永不枯萎。诗歌本来就是生命
与生命的一场大遇合，民间歌手遇见了萋萋水
草和关关雎鸠，诗仙遇见了三峡猿声和桃花潭
水，东坡遇见潋滟西湖和赤壁月光，席慕蓉遇
到了血脉中的原乡……

《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深受歌手们的喜
爱， 不但为腾格尔等蒙古族歌手反复歌咏，就
连四川大山深处走出的歌唱家廖昌永也多次
深情演绎。它和它的作者就像一条江河，在中
国大地上流淌穿行，它抚摸了我们最柔软的内
心，唤醒了隐藏在我们心中最深处的声音。

这就是我们三十年来和一条江河的相遇，

这条河，从潺潺涓涓到奔腾而下，承接了上游，

交汇了旁系，终于成为我们民族文化长河中的
一掬清流，从此，不再是随波逐流的水花，而是
纵身大化的浪涛。

无论相距多么遥远，一切虔诚，终将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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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M机可以扫码取钱了
近日，上海的王女士到家附近的泰隆银行 ATM机取现，惊奇地发现 ATM

机界面上多了一个扫码取款的功能。
“打开泰隆银行手机 APP，点‘银行’子栏目下的‘扫码取款’按钮，扫了一

下 ATM机上的二维码，成功取出了 1000元钱。”王女士用的是泰隆银行的借
记卡，之前一直是凭卡取现。

“现在几乎所有地方都能用手机扫码支付，所以身上从来不带钱包，但还
是免不了需要使用现金的时候。”王女士说，泰隆银行的 ATM 可以扫码取现
后，即使出门忘记带钱包和银行卡也能通过手机取钱，比以前方便多了。
据了解，ATM二维码取款是泰隆银行推出的一项金融科技产品， 该产品

利用二维码技术，将移动金融服务与传统的 ATM机相结合，为客户提供新型
的无卡取款服务。从 1月 18日开始，上海市民下载泰隆银行手机银行 APP完
成账户绑定，就可在泰隆银行 ATM机“扫码取款”了。

“ATM二维码取款需要输入手机银行登陆密码和取款密码， 所以安全是
有保障的。”泰隆银行的工作人员介绍，泰隆 ATM 二维码取款功能仅支持泰
隆银行借记卡，不支持信用卡和其他行的卡，而且单笔取款金额须为 100的
倍数，最低 100元，最高 3000元，每天累计取款限额为 2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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