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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旁 的 花 儿 正
在开哟

树 上 果 儿 等 人
摘

远 方 的 客 人 请
你留下来

丰 润 的 谷 穗 迎
风荡漾

期 待 人 们 割 下
来割下来呀

姑 娘 们 赶 着 白
色的羊群

踏 着 晚 霞 她 们
就要回来要回来

远 方 的 客 人 请
你留下来

这是 20 世纪五
十年代末、六十年
代初传唱大江南北
的《远方的客人请
你留下来》。

歌词作者范禹，
当时在黔南自治州
首府都匀。他是参
加云贵音乐家采风
队去云南路南时写
下这首歌的。

1959 年 ，我 在
贵阳南明祠堂，有
缘见到范禹。那是
三个人的小聚，老
阮 做 东 ，白 酒 、红
酒，都有。好朋好
友，黄豆下酒。在
一 掬 昏 黄 的 灯 光
下，酒过三巡，妙意
难言。我再三把话

题引向云南路南：路南就是有著名的
石林哪里嘛？范禹抵挡不住酒的熏染
和我的追问，点上一支烟，打开了话
匣子。

说到底，我和贵州有缘，是贵州帮
助我创作好民族歌曲。1953 年 5 月，
我随队到了云南路南县海宜乡采风，
创作歌曲。两个月后，我为没能找到
新构思的突破点而苦恼。一天早上，
我把笔记本一揣，来到一个晒坝，看
见老乡正在打麦子，也就干脆帮老乡
打起麦子来，老乡们休息了，我也有
点累，便往麦垛一靠，望着广袤大地，
那惬意、那种回归自然的放松，是一
种从未有过的体验。我看着前面有一
条弯弯的小路，路上来了一个人，突
然间找到了感觉，歌词就像泉水似的
喷涌而出：路旁的花朵正在盛开，树
上的果实等人去摘。远方的客人请你
留下来。姑娘们追赶着白色的羊群，
踏着晚霞放牧归来，远方的客人今晚
请你住下来。歌词第一稿写成四段十
六句,只用了三十来分钟。

后来，经过麦丁谱曲，这首歌就流
传开来。莫斯科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
节国际音乐作品比赛，得获了金质奖
章，还成为人民大会堂指定的迎宾
曲。

老阮是个既写歌词也能谱曲的行
家，他即席说，这首歌曲调优美，顺
畅，特色浓厚，非常易唱，易记。

范禹说，曲子，是麦丁以撒尼风格
的曲调定下的主旋律，还揉进民歌
《放羊调》的音乐。

我说，这首歌的歌词，最重要的，
是表达了农耕时代的人际关系，表现
了人与人的亲密性，这可了得？这是
个大主题，被你老范抓住，几句就浓
缩了。那个时代，人和人没有这么多
提防，算计，更没有欺凌，讹诈，绑
架。就像我们农村，寨子里，谁家有
一点事，无论巨细，都会很快引起大
家的关注。一家的福，一家的祸，像
是公共的。婚丧嫁娶，寨里的人都会
出来帮忙，杀猪，推磨，沿街搭棚，埋
锅造饭，哪怕就是掌管钱粮，都不缺
人手。一家的客，就是大家的客，寨
子里的人，会邀约去一二十里外接
客，翻山越岭，风雨无阻的。大家认
为，客人是看得起我们才来的哟。

范禹说，是这样的，捕捉到这个人
际的主旨，最让我得意。我一开始就
朦朦胧胧意识到它是人原始的最好状
态。

老阮说，这就有唐朝李世民贞观
之治那时，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遗
风了。

我说，作为人应有的善良之意，它
无比美好。大家没有猜疑，伤害，相
伴相宜，几多简单、惬意呢？

范禹像找到知音一样，举杯喊干！
老阮也大声呼叫起来：吼吼，为这

我们民族共性，干！
我们又一次兴奋地喝了个酒杯底

朝天。
我们，你我他，都好像在一张张筏

上，时间是河水、江水，急急地或缓缓
地，把我们引渡到对岸，不舍昼夜。
少数民族古老而淳朴的生活，为我们
提供了一个视角，让我们遥遥地观察
历史，体会无数生命怎样熙熙攘攘散
发热能……

当一年中时节到了立冬临界的时候，就见那对于热冷
空气比较敏感的、一树一树的叶子，黄的透亮了，红的现殷
赤色了，还有一些顽强的，系在枝梢上，随着冷风摇摆，发出
干涩的刺刺啦啦声，做着最后道别的姿势。

青葱岁月已经走得很远了，再怎么眺望总也看不见从
前。但树叶明白，轮回才是这个世界不变的真理。

云把淡薄的影子一刻不停留地从树叶身上拉过，让一
些贪念跟随着遭人嫌弃的冷风，慢慢去了遥远的地方，把立
在原地永不言弃的树木原本发心发念的初衷，带给了天际
间的殿堂，让丝丝缕缕的神谕，降下来，在尘世上，与人间的
香火气，融合，相通，完成天造地设的弘阔生态景象。

这时候的人，抬头望望一片片落地的树叶，色彩斑斓，
不免心生惋惜，暗暗感叹：“这么美好的，怎就要离开枝头，
变成泥？”

一股风带上了不被人看好的冷意，迎面吹来，人不自觉
地打了个寒噤，深深地呼出一口气，却见那嘴里的白色丝丝
缕缕地，很快成了这个季节吞没的对象了。

人知道，寒冷的冬天就要到了。
远处田野里，却是一番好精致呢。冬麦绿汪汪，一片连

着一片，像刚刚从神仙住的地方走过来，鲜活的生命，闪闪
发光，每一苗都怀揣仙念，把土地前世今生的抱负一一放
大，晶莹了一粒麦子对来年全部的期盼。

雾是秋末冬初最令人倍感神秘神奇又神圣的气象景
观，远远的，近近的，白白的，青青的，眼见着来了，却又走
了。有时，大晴天，雾总是用一个早晨的时间，浓浓地，犹如
白纱帐一般，罩住了城池，罩住了村庄和田野，罩得一排排

的树木似有似无，罩得楼阁和农家院落如同坐进了仙宫。
这个世界会在大半天的时间里，迷迷瞪瞪，做着糊里糊

涂的梦。
鸟儿们惊奇的叫声从高空滴下来，缺失了朗朗天空下

的清脆悦耳动听的声，人这才感知到，大雾还能阻碍声音的
倍率。

房顶上的炊烟起来了，人为地与天体搅和在一起，迅速
形成一幅初冬浓烈壮观的景象。

这是属于秸秆柴火隆重登场的好季节。
雾的味，有泥土的腥气，夹杂着庄稼和树木腐朽后的沤

肥以及天空之境特有的气息；而秸秆柴禾的味道，却有着亲
昵人嗅觉，勾人魂魄的清香。

柴火烧起的烟，袅娜多姿，摇摆在人家屋檐下，却摆不
落时间的光辉。

熏香中，一升起，转瞬，就是千年。
秸秆柴火最懂得燃烧的价值，即便化为灰烬，颤颤巍

巍，一股股的香气，四散开来，撒进田地禾苗中，又是一个涅
槃重生的好时节。

春夏秋三个季节已去，万物回归彰显凋零的壮美，唯有
初冬的雾和秸秆燃烧出来缥缈的炊烟，更加灵动有活力。
一张大大的雾网，撒下来，天上地头人间都让神秘的气氛包
围了，远望终南山，影影绰绰，连绵起伏，威严，庄重，给人以
无比的力量；近看城池楼阁，村庄河流，似飘浮在白色雾流
里的仙宫，而走动的人和事，也犹如浸润到神的恩赐光晕
中，显得美好又安静。鸟把歌声与微笑掺和在一起，向雾里
的人洒落，使那野狗野猫顿感与宠物狗猫没什么大的区别，

悠然地摇摆着尾巴，迈动四蹄，汪汪汪喵喵喵地鸣叫几声。
初冬之季，世界的大格局无边，包容性好似秦岭终南山

里的神堂，让儒道甚至洋教都得以灿烂。
一切的信仰，是应该被历史认真祭奠和收藏的。人文

的根脉，横亘在神与人之间，一条秦岭巨龙，说尽了华夏大
地民族源远流长的拼搏精气神。

人行走江湖，季节的玄机就在脚步迈动的风声中，找到
了归属。

树木感受着初冬季的凛冽，使命召唤般放飞了叶子奔
向根部的意愿，于是，一枚枚形态各异、色彩斑斓，大小有别
的红黄绿，在一阵风的引领下，纵身一跃，离开了枝头，在半
空炫舞出圈圈曼妙，随后前赴后继，一头扎下，融入了泥土，
刹那完成了一世的诉求。

美丽的转身，拯救了天地间的玄妙学说，葳蕤生长。
炊烟懂得了生活的奥秘，从灶塘深处一冲出，就把梦想

展开，白色的翅翼不携带任何尘埃，同初冬的雾一起，飞向
遥遥的远方。

生命的本钱是灵动与空阔，冬天的所有飞离，全在前世
修来的定力中，安享眼前的境况。

雾和秸秆燃烧出来的炊烟，是一个初冬季最鲜活的景象。
无论树叶的飘零，还是人们的行走，一身的尘世味道，即浓烈又
清香。时节的江湖，像一张白色的气网，又像淌动的河流。

时间在走，走老了一茬茬人的步伐，走衰了一年年的叶
发叶落，却走不败初冬季麦苗、白雾、炊烟生生世世对信仰
的笃定。

直到地老天荒。

春天搬进小屋时，迎接我的是一盆垂死挣扎的德国兰。
屋子空置已久，高及膝盖的泥制大花盆兀自矗立墙角，灰头土

脸，落寞孤单。半盆泥土早已干硬，一丛三株的德国兰灰蒙蒙软
塌塌，十来条叶子歪倒的歪倒，垂头的垂头，折腰的折腰。还有陈
年败叶挂在花盆边沿，活像一条条腐朽的断麻绳或破布带，灰不
溜秋，一碰即碎。这就是我以“条”作为量词称呼植物叶子的原
因，唯有一个“条”字，方能准确表述它的颓萎与病态。

回想大楼落成时，德国兰也曾风光无限。新楼新居新气象，走
廊和各个房间都摆放了大小盆栽，高矮肥瘦、水生土养、草木藤本
……株株水灵鲜活，盆盆意气风发。德国兰半点不比其他花草逊
色，碧叶簇新俊秀，身姿颀长挺拔，冲天的如斗鸡得胜后翘起高高
尾羽，倾斜的似长剑出鞘散发幽幽绿光。站在近前与它比高，最
长的叶子可越过人头顶。

光阴易老，世事无常，大楼里的人事三年一调整、两年一更迭，
几度春秋复返，多少新颜旧貌。很多好看的盆栽都随离去的屋主
各奔前程、各找归宿去了，只有这盆德国兰，不知是花盆笨重挪移
不便，还是它与每一任屋主都不相投缘，始终如命运悲惨的弃妇，
独守空闺，苦熬日月，比“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境况还凄凉
与寂寞。

这间藏在大楼底层背阴处的十平米小屋，还真有古代冷宫之
阴冷、之昏暗、之幽深、之破落。铁门生涩难以推动，推动起来锈
粉沙沙、铁屑零落、嘎吱怪叫。窗框早已变形走位，玻璃有碎落成
碴的，也有成块嵌在窗框尽显寒光和戾气的。冷风肆意而入，看
到德国兰哪条叶子蹿高，它便狞笑着往哪条叶子上扑去，拦腰一
折，打横一劈，“咔嚓”折断。倍受折磨的是，断叶并没完全断落，
而是“打断骨头连着筋”地垂吊半空，挺也挺不直，断也断不了，活
也活不成，死也死不掉。可想而知，性喜温暖湿润的德国兰，一边
长期扛着寒、忍着饥、耐着渴，一边还要承受伤筋动骨的疼痛，将
是何等的屈辱，何等的煎熬，何等的无助！

我把花盆挪到窗边的拐角处，顺手扔了擦过桌椅的污水淋漓
的抹布到叶子根脚，并没产生挽救它的恻隐之心。我也没闲心感
叹和悲悯一盆衰草的际遇，因为我的处境比它好不到哪儿去，一
身风尘仆仆，一路行无坦途，不知此地栖身小憩后，又将漂向何
方，漂到何时。

德国兰可没这么悲观。洇湿了小半边根脚的叶子，一夜之间
活泛起来，有了绿意，连吊在半空的断叶，也气色好转，更添光
泽。不可能吧？这也能活？我不太相信，捡起抹布使劲一拧，污
水洒得叶子满面斑驳，污迹点点。我又把残留杯底的凉水泼向另
一边根脚，权当给它润润唇、尝个味。这一泼，还真就检验出德国
兰“给点雨露就滋润”的强大，在我连续几天“分享”残茶剩水给它
后，叶子一条条抬头挺胸，一天比一天鲜活了。

也不知是哪一天，枯叶中居然顶起一枚瘦瘦的舌形小芽，高寸
许，嫩绿偏黄，柔弱而又毫不示弱地彰显出新生之力量。这种力
量让我震撼，不由大发慈悲，向花盆动起手来：清除陈年枯叶，擦
净花盆边沿，灌满溢出盆边的清水，最后拖干地面，德国兰找回了
精气神，整个屋子也清爽亮堂。

饱饮后的德国兰满血复活，葱郁的壮叶下面，断断续续冒出嫩
芽，抽出新叶，长成壮叶。

可惜泥土太少，养分早已吸干耗尽，生发出来的叶子又瘦又
窄，长得越高越摇摇欲坠。叶子一旦高过窗台，便不可幸免地被
风折断。德国兰也天生一副犟脾气，偏就较着劲儿往上长，壮叶
一条接一条被折断，新叶又一条接一条长起来，络绎不绝，前赴后
继。断叶也不肯屈服，仅凭一层薄皮覆盖和相连，就能十天半月
坚持着不褪色，不枯萎。最不可思议的，是数九寒天它也不休不
眠，仍在缓缓地发芽，缓缓地抽叶，缓缓地长高，一条老叶折腰蔫
萎，一条壮叶挺身而起，一条壮叶重蹈老叶覆辙，一条新叶又长成
了壮叶……好像风的打压，反倒给了它动力和斗志似的。那股子
没心没肺、无畏无忧的韧劲，让人不知该敬仰，还是该嘲笑。

冬去春来，万物复苏。三月初的某一天我心血来潮，又想起给
花盆“瘦身”。先从根部剥掉半枯和即将泛黄的老叶，再用大号螺
丝刀撬松泥土，以裁纸刀切了断肢，操细抹布一条一条拭去壮叶
和新叶上的灰尘……算是真心实意、细致入微地为它服务了一回。

一切就绪后，我轻快地走到房门外。本想远远地品味一番劳
动成果，不料看到的是一大败笔——德国兰不伦不类，像极一只脱
毛的瘦公鸡，全身就剩皮包骨了。横看竖看不顺眼，拿起剪刀又
是一通修理。存心补救，却越救越露出缺陷，花盆只剩参差不齐
的茬儿了。索性嚓嚓两刀，把茬儿也齐根剪个溜光。花盆彻底失
去生命力，德国兰多半已遭了灭顶之灾，我开始心虚了。悔恨之
余，又浇了一大盆水进去。

几天过后，三个剑锋一样的扁平芽儿从老根处破土而出——
德国兰涅槃重生！芽苞一寸一寸长高，分出叶片，抽长成条，再次

新绿变碧绿、碧绿转深绿，比未剪光之前还健康。当然，长高的也
不可幸免，轮回到一条接一条折断的悲剧中。

当我拿起剪刀正要处理断叶时，一滴筷头大小的透明汁液停
留在骨折的凸起处，清亮晶莹、晃晃悠悠。叶脉的折断，戳破了叶
肉和表皮，让德国兰疼痛到流泪。这触目惊心的泪滴，可是一个
生命最深处的血呀，谁看了不为之一颤，疼到心尖上去？！

我突然产生一个念头：救德国兰，助它与风抗争一把！
上山砍了三棵整段都带着丫杈的粗壮树枝回来，再经一番修、

剪、割、砍，把根部削成尖锥后，以三角形的方位插入到花盆。小
心地扶起断肢搭上就近丫杈，再捋起歪斜的新老叶子挨个靠上树
枝，然后用细绳围着树枝从下而上绕圈缠稳，围成一个紧固的三
角形篱笆。如此这般，所有叶子都固定在“圈内”，相依相偎，相互
搀扶，高高挺立。办法粗笨，也不美观，但阻止风的伤害卓有成
效，长得再高都没折断了。

不知是我的用心鼓舞了德国兰，还是德国兰时来运转遇上了
好年景，今年春天，它为小屋献出了一份惊爆大礼。

某个芽苞高及一拃长时，并没见它张嘴分叶，也不是寻常的扁
平状、嫩绿偏黄色，而是浑身椭圆，粗过大拇指，像一枚顶端较钝
的弓箭头。到了尺把高时，它还是一独根秆儿，梢头近五分之二
是长桃形的深绿苞蕾，以下五分之三左右是稍细的红绿混色的圆
柱形长柄。体貌特征，倒像一支吸饱墨汁的毛笔，有一种想对屋
顶描摹什么的欲望。

莫非……莫非德国兰要开花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刚作猜
想，我又立马否定。小屋并不具备孕育花朵的条件。先不说德国兰从
未受到过甘霖雨露之洗礼，也未获得过日月星辉之沐浴，单是那一小
团赤贫泥土，就早已掐灭了它酝酿一场花事的美梦。这或许就是一个
发育不良的叶芽，拼尽全力扭曲了身体，也挣不开命运的捆绑和束
缚。只好缩着骨、裹着身，憋屈地破土，艰难地长高。

事实证明，我的判断出现了方向性的错误。它可没受什么委
屈，正在甜蜜地孕育着新的生命。茎秆在噌噌拔高中，颜色由淡
红变成紫红，表面覆盖着一层灰蒙粉霜，苞蕾也已完全形成，像身
怀六甲的孕妇，愈发笨拙臃肿了。毋庸置疑，小屋将有一朵鲜花
横空出世！我按捺不住地激动起来，想象那花开时节，陋室将是
怎样的蓬荜生辉，怎样的霓虹闪烁，怎样的香气满溢！

我以为，任何一种花开，都是迫切的、冲动的、雷厉风行的，苞
蕾一经膨胀，花瓣就“啪”一声打开。没承想德国兰是个慢性子，
一天、两天、五天、十天……我等啊、盼啊，一晃半个月过去，两瓣
对称的深绿色萼片还紧紧闭合，保护着里面的心肝儿酣然沉睡。
第三周开始，萼片稍有动静，从顶部缓缓地、一天一个小细丝地裂
开，但仍然看不到花朵。好吧，继续等待，继续期盼。又过了几
天，萼片松动的裂缝变大，勉强看到一丝暗红。大约又用了一周
时间，萼片拉开四五分时，里面的暗红更多了一些；剥开六七分
时，花蕾“犹抱琵琶半遮面”地露出大半边来；褪到八九分时，惊喜
非同小可——花朵是“一胞四胎”！花柄尽头生出四根花托，各自
托起一枚柳叶弯眉的花骨朵儿。她们像久别重逢的闺中姐妹，攒
头聚首，紧紧相拥。

当萼片彻底皱缩、贴着花茎凋谢退场以后，四枚弯弯细细的花
蕾也直起身来，亭亭玉立了。或许是为了避免绽放后的相互挤
压，每根花托自觉向外扭身，拉开花蕾与花蕾之间的距离。最大
的一朵伸向窗口正前方，第二朵微微偏向窗的左侧，“三丫头”朝
我的书桌张望，“小幺女”朝地面勾着头，情窦未开，懵懵懂懂，似
梦非梦。

有一天我外出归来，开门便见两团红影停在窗边，德国兰开花
了，红底白纹，如漂亮的喇叭，又似撑开的小伞，十分亮丽。第三
朵隔了一天绽开，“幺妹儿”第五天赶上。花期很长，此后的小半
个月（大约 13 天）里，四朵花伞竞相映衬，小屋空前地温馨、祥和、
红火和喜庆。

守得花开后，我的心情反而平静了，除了欢喜，只剩怜惜。最
初的震颤，所有的猜测，无边的遐想，莫名的恐慌，盼星星盼月亮
的焦躁，都在那“十月怀胎”的漫长等待中，一点一点消磨殆尽，当
结果趋于明朗，真相不再神秘，再大的喜事也就激不起受宠若惊
的波澜了。生活中的很多事不过如此，过程越是曲折，结局将越
无悬念，经历越是坎坷，到达坦途也越能镇定自若。

我想，世间万物，唯德国兰最懂知恩图报。为了一滴污水的浸
润，为了一间破屋的容纳，为了一块脏抹布的润泽，它便奋力而
起，全力暴发，让不可能变成可能。德国兰也是活得最通透明了
的智者吧，历经沧桑从头来过，千帆过尽从容而开，万劫归来初心
不改。

原本以为，是我在为一盆植物摆渡，相伴三载才知，是德国兰
在陪我过河。它让我追着花香，逾越人生天堑，跨过旅途鸿沟，奔
向烟火彼岸。

守望家园

我们是一群游子
背井离乡
在异地的繁华都市
开始新的征服和流浪

血汗和泪水交流
雄心开始成长
无论潇洒还是尴尬
平淡还是辉煌
走过黑夜和风雨
就是黎明和阳光

无论离家多久
也无论距离多长
游子的心中
家园永远是出发点和归宿

在遥远的异乡
守望家园
就是守望心中的圣地
守望未来和梦想

不敢说“爱”

我把“爱”字在草稿纸上写了十遍
为的是相聚时勇敢地向你说出
真的相聚
心中的拖拉机震得地板也抖
意念从你的脚跟吻向发梢
第一百零一次鼓起勇气
还是没有说出那三个字

你是一本书

你是一本书
阅读时你在案头
入梦时你在枕边
高兴时你轻歌曼舞
失意时你与我风雨同舟

你是一本书
春天读你送来的暖暖和风
夏天读你奉献的全部真诚
秋天读你馈赠的丰富和充盈
冬天读你的祝福和问候

你是一本书
安妥我的魂灵

去年在临潼兵马俑

威武的军阵
穿过岁月的隧道
走到我们面前
两千多年前的呐喊和厮杀
惊天动地
让不可一世的秦始皇夜夜失眠

刀光剑影
打破了临潼骊山的宁静
七千兵俑
站成了千年不倒的卫士
护驾着每日川流不息的游客
和这片土地上世代繁衍的生灵

远
方
的
客
人
请
你
留
下
来

■

卢
惠
龙

初冬有味
■ 林仑

田冲的诗
■ 田冲

给 予
■ 杨建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