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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在心中的云飘在心中的云
□ 崔 云

火红的晚霞，红火的工地 大尉 摄

如 寄
□ 郑智兴

（外二首）

工匠叙事工匠叙事
□ 韩振远

天气分外晴朗，蓝得澄澈，高耸
的古塔在纯净的天空勾勒出刚劲的
线条，天与地就连在一起了。这是座
宋塔，与东边不远处的另一座古塔兄
弟般并峙，被称为妙道寺双塔。我每
天都多次从两座塔前走过，望双塔耸
立，白云舒卷，古代建筑特有的文化
气息好像在眼前氤氲开来。我突然
想到了工匠，我和我的乡邻，天天看
这两座塔，将这两座塔视为地标，引
为骄傲，赞之为唐风宋韵。却从没有
人想过这两座塔是谁建造的。若是
一本书、一篇文章、一首诗词被如此
关注，早就不知有多少人为寻找作者
考证了多少遍。若是一首歌、一出
戏、一部电影，被这么多的人关注，演
出者早就成了名星。这么两座屹立
千年、堪称国宝的古塔，却从没有人
在乎建筑者是谁？

查阅了资料，其实很简单，建塔者
的名字明明白白写在地宫碑记上，只
是没人在乎罢了。谈了此塔的方位、
形制“广方四角，高耸玖层”之后，地宫
碑记文末记载：“修塔匠人乔真”。

如此精致、雄伟的古塔，竟出自
一位普通的民间工匠之手。就是这
位叫乔真的匠人，用自己的方式，为
后人留下遥远的宋代信息，从建筑风
格到民间信仰，他的叙事方式是直观
立体的，穿越历史，跨跃时空，但是，
没有人像在乎一首小诗、一支歌曲那
样，在乎他的著作权。因为，他只是
个匠人，做的是与泥水砖瓦打交道的

粗活。
双塔所在地，是唐代开元名相张

嘉贞的家乡，名三相坊。开元十四元
（726 年），张嘉贞罢相后，“代卢从愿
为工部尚书、定州刺史、知北平军事”，
路过赵州，留下了一篇影响巨大的文
章《石桥记》，记叙赵州桥的雄姿，开篇
一句即为：“赵郡洨河石桥，隋匠李春
之迹也。”一句话，让后人得知这座伟
大的桥梁是工匠李春的杰作。看这座
桥，比读一部厚重的史书更清晰直观，
可知隋代的桥梁技术、审美观念、交通
状况和气候特点。

地处山西芮城县的永乐宫内，有
中国现存唯一的元代宫廷建筑群，其
中三清殿的大型壁画《朝元图》代表了
中国古代壁画的最高水准。四百多平
方米的画面上，祥云缭绕，瑞气浮动，
二百九十位神祇层层叠叠，盛大的场
面，众多的人物，流畅的线条，绚丽的
色彩，既气势宏大，又纤毫毕现。至今
仍是叹为观止的艺术巅峰，若是文字，
可称得上宏篇巨制，其表述方式可称
得上宏大叙事。可能没人想到，描绘
这幅伟大画作的人连画家也称不上，
该怎样称呼他们呢？匠人，对，画壁画
的匠人。壁画诞生后，甚至没人知道
画匠的名字，几百年后，考古工作者才
在三清殿神龛东北角上方的一组题记
中发现了他们的名字。“河南府洛京勾
山马群祥、长男马七待诏，作正殿前七
间、东山四间、殿内斗心东面一半、正
尊云气五间。泰定二年六月工单

（毕），门人王秀先、王二待诏、赵待诏、
马十一待诏、马十二待诏、马十三待
诏、范待诏、魏待诏、方待诏、赵待诏。”
原来是一位画匠带着他的几个儿子和
几个徒弟所为。

这让我不由得想起乡间常见到的
匠人班子。

以后，游览各地古建筑和古器物，
我会留意有没有工匠的名字，多数情
况下，都令人失望。中国古代只有工
匠，没有建筑师。因为工匠的无足轻
重，古人、今人只注重建筑、器物本身
是否有价值，没人在意是谁制作的。

从这些古建筑、古器物中，我看到
了历史。人类文明的延续，固然有帝
王们的改朝换代，有武将们的沙场驰
骋，有文人的书翰弄笔，更立体、直观
的，其实是工匠的制作。帝王将相的
故事很精彩，留在纸上，刻成碑碣，供
后人津津乐道，却只是如烟往事，过眼
云烟，只有工匠们的默默劳作，留下了
实物，可以观瞻，可以触摸，可以感知，
还可以联想。

人类文明传承的途径，最令人信
服的实物竟然是由不起眼的工匠留下
的。在国家博物馆，有一种感受很强
烈，那么庞大的展厅，满满当当，陈列
有序，看似展示不同的时代风貌，不同
的文化风情，不如说是在展示工匠技
艺。新石器时代太遥远模糊，连文字
都没有给后人留下，却由工匠们留下
了陶器，黑陶、彩陶、纹理、彩绘，只用
那么简单的工具，不管由一双什么样

的手做成的，传递的都是上古信息。
最感动的是青铜器，四羊方尊、蔡侯申
方壶、七牛虎耳铜贮贝器、乳丁纹青铜
方鼎，一件件看罢，赞叹器物的巧夺天
工之后，进而联想，整个青铜时代，一
千多年的历史，其实是由制作这些器
物的工匠们表述的，连那些甲骨、竹简
上的文字也不例外。与后世史官们浩
繁的文字相比，他们的叙事华丽而又
简洁，真实到可以触摸，立体到可以多
方位观看。

还有引起轰动的三星堆宝藏，那
些陶器、石器、玉器、铜器、金器，震撼
了人们心灵，解释了大量历史迷局之
后，大家其实都直接忽略了四千多年
前制作这些器物的工匠。

人类脱离蒙昧至今，经历了数千
年，工匠们是历史叙事的全程参与者，
即使文字诞生后，工匠们仍然是历史
叙事的主角，史家、作家和艺术家不过
是伴奏者。

帝王将相由史官留下了名字，文
人墨客用作品留下了名字，所谓千古
风流人物，大多是这么表述的。工匠
们好像根本不在乎这些，做完了自己
的事，得到该得的酬劳，然后去养家糊
口，过平凡的生活，至于留下的以后归
谁，与自己无关。但他们的作品是实
实在在的，集实用、艺术、文化、历史于
一体，不光当时供人使用、观赏、把玩，
还会留下深深的印记，像浮动于空中
的歌，若描绘在大地的画，如泣如诉，
如梦似幻，甚至永恒。

小时候看云，纯粹是觉得神奇而
好玩，天空就像一个大魔镜，各种云
在那里变幻着身形，或似人或如兽，
或像山或如树，或静或动，或虚或实，
且四季晨昏及晴天雨天的云也各不
相同，天上仿佛是另一个人间，虽飘
忽不定，却精彩纷呈，让人生出无限
遐想。

乡下单调的童年生活，看云是一
件快乐而惬意的事，那动感十足、变
幻莫测的天空，常惹得我和小伙伴们
欢呼雀跃，难抑兴奋，想象力也变得
异常活跃。抬头仰望或躺在地上与
云对视，虽然无法触摸，竟觉得自己
恍若飞身空中，似乎与云融为了一
体，内心满溢着欣喜。云，飘在童年
的记忆里和美好的香梦中……

青年时期的我对云的自由、洒脱
与浪漫充满了向往。一年四季，东南
西北，各地的天空自有不同。或红霞
满天，或翻云泼墨，或洁白无暇，似群
峰耸立，又似琼楼玉宇，如写意的山
水画卷，在天空肆意铺展，且变化无
穷。离家求学的我像一片潇洒而自
在的云，飘出了父母的视线，带着青
春的梦想白云般向着高远飞升。

参加工作后，我因为出差的缘
故而一次次乘坐飞机，每一次想到
万米高空可以近距离接触云，我便
十分兴奋。飞机在云层中穿梭，而
云朵就在机身周边飘荡，或近或远，

或上或下，自由闲适，云并不因为飞
机强大声波的惊扰而乱作一团，它
们静若处子，岿然不动。坐在机舱
内，最大的感受是天外有天，仰视、
俯视或平视，处处是云曼妙的身影，
或白得似雪，或黑得如墨，或大如高
山，或小如细烟，像士兵列阵，似河
水奔流，犹峰峦起伏，自如舒展，让
人捉摸不透。

刚过而立之年的我从江汉平原
来到了南方滨海城市，此时觉得自己
就像空中的一小片云，飘忽不定，看
不见来路与归途。在低头忙碌的日
子，难得有看云的闲情，但众人的惊
呼又常常把我的视线从地面拉向空
中。由于是亚热带季风气候，南方的
云与故乡的云有着明显的差异，南方
空中的云总是一团团一簇簇的，气势
磅礴、排山倒海一般，让人震撼。有
时是红云满天，彩霞般迷人；有时是
黑云压城，让人心生恐惧；有时如雪
峰林立，宛如仙境；但更多的时候是
蓝天白云，让人心旷神怡，浪漫情怀
油然而生。诗和远方，原来就在一抬
头间。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诗
佛王维已然明白水和云是两种不同
的生命状态，悟得世事变幻之无穷
妙境，他不再为俗世所扰，达到了清
静无为的状态。田园和自然才是心
的归宿，这也是对王维生命最精彩

的注解。
大度看世界，从容过生活。云聚

云散，从喧哗到平静，这真是像极了
我们的人生。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
马儿跑”。因为有了云，草原才变得
灵动起来。正是因为有了萦绕在头
顶的云，我们的生活才多了几分生机
与活力。而云，你看或不看，它就在
原处，一刻也不曾远离。

突然想起一件趣事，一次友人
请我们小聚，席间，正念小学二年级
的儿子小鸟般讲个不停：“妈妈，今
天上体育课时，太阳好大，同学们都
热得出汗了，我头顶上正好有一大
朵云遮住了太阳，就没被晒着。”朋
友开玩笑逗他说：“你知道吗？你头
顶上的那朵云叫崔云。”朋友的妙答
弄得小家伙一脸茫然，我却忍不住
哈哈大笑。原来母爱不仅可以为孩
子遮风挡雨，还可以为孩子送去一
片清凉哩。

孩童看云，看的是一份稚气，找
寻的是无边的欢乐；成年人看云，看
的是一种心情，搜寻的是久远的记
忆；乡下人看云，是为了识天气，以安
排农事；城里人看云，看的是一份闲
心闲情；修行悟道之人“闲看一窗
云”，看的是生命的风景。

云，飘在空中，飘在梦中，更飘在
心中……

如果你在风中
就无挂念地迎着风走
如果你在雨里
就踏着歌声蹚过水吧

五月的原野上
万物勃发出无限生机
石斛花在山崖上忘情盛开着
从不忧虑何时凋谢

打好行囊 随时准备出发
不必费力去寻找生活的意义
远方山间的一缕炊烟
抵得上哲人的万千问答

只是 请把心带上
容身的江舟很小
但天地很大

有赠

我想说的
都缝进了云的衣袖
所感怀的
已汇入了夜色下的河流
我的行色匆匆
你的旅程总在挽留
你说过要出发去远方
却仍在春光里踌躇

沧浪之波上
已经流转光阴无数
迢遥羁旅中
我们用桂花蘸酒
青石桥边的马蹄声远

谁在用玉笛诠释乡愁？
在牧歌里找不回童年
在爱中可留得住幸福？

总要迎着风雨前行
在离别中找到归途

凤仪桥

这是岷江上一座桥的名字
有凤来仪 蕴含着圣洁和吉祥
羌族人民用四角楼托住这些美好
他们在云上的居所
有雪山和晓岚绕过

远山探出头的白云
从容地在群峰上漫步
而我们 在稍作停留之后
将途经下一个驿站
在岁月中我们已经习惯告别
没有过多的感伤

为了在这个纷扰的尘世生活
我们不得不奔走于四方
任凭风雨的吹打
在朱红的门外
折叠高贵的内心
用不在意来保持一份体面

希望有一天
能重回凤仪桥上
让风吹散那些隐忍和惆怅
当繁华落尽
依然江流浩荡

七夕那天，我和丢失了一个月的
晴雨伞重逢了。

这是一把放在包里随身携带的小
伞，很轻巧，颜色也颇为喜欢。7月初
不知何时何地丢失的，突然就找不着
了，遍无所获，网上也没有了同款。南
国盛夏里的随身轻巧伞是刚需，虽然
重新买了另一把，但还是偶尔会想起
曾经相伴两年多的那把小伞。

七夕那天去大院开会，适逢雨天，
会前把雨伞放到会议室走廊旁的雨架
时，突然发现自己那把轻巧小伞就搁
在架子上面，这才醒悟当初一定也是
雨天到此开会，会后天晴便遗忘了此
伞，直到此刻才得以重逢。

感既于雨天丢失又在雨天重拾的
这番际遇，忍不住和前同事分享失而
复得的这份喜悦，前同事笑言是否感
觉很像一位失联的老朋友，你以为失
去他了，突然又回来了。

人到中年，渐渐明白人生就是不
断地告别和不断地遇见，我们在风云
变幻中学会了坦然面对，在流年更迭
中懂得了品悟生活。当然贯穿始终
的陪伴最让人感动，不期然的重聚也
令人欣喜。旧物和故交，都是曾经时
光的一部分，默契，温暖，妥帖，令我
安心。

人生中的重逢时刻，不管是人还
是物，都要珍视，都应珍惜。

七夕七夕，，宜重逢宜重逢
□ 翠 茜

搅碎满天的狂风暴雨搅碎满天的狂风暴雨
□ 黄官品

卸下一身疲惫，告别秋风
一场场霜雪，从天上捡来的披风
铁骨铮铮的雕像
旁若无人，任岁月流逝

曾经一身穿戴过的绿叶红花
在立春后，远和近的心愿挂满枝头
从不和临技的鸟儿，搭腔说话
也不和风，戏言

模糊的印象，毛茸茸的火色芽儿
无声无息排着队，挤倒一片阳光和风声
活着，高举一棵树的名分
风风火火，站出来

那一树树翡翠的绿
那一树树火焰的红
招魂的花朵，赶集似的涌现枝头
怂恿大地，搅碎天空的一场场狂风暴雨

此时，不等看清紫薇花的容颜
忽然转身离去，留下一树揪心的尘烟
沦陷街头，一地落红烫人的美

我有一部分记忆，来自于你的描述
盛夏时被叩响，严冬被冷藏
春天来临我需要 被你的描述唤醒

我打开第一层密语
水库的岸边飘浮颠簸流离
第二层密语
夜里的悄悄话漫过脚踝
床单上的檀香味是第三层密语

我嘴里的密语在阴暗处闪着光亮
但我如此迷恋如此这般相信

我若是一个虚构的人
在这个世界被放下
檀香味融化。你从此嗅不到
我身体里的任何味道

镜中人

端详镜子里的人，确实是有
衰老的迹象，先是体形走样
皮肤耷拉着贴在脸上，像极了
路上拉着几个小孩子的疲倦妈妈
窗外温柔的阳光，轻轻地打在
刚长出来的几根白发上，这么不易察觉
也被它发现了。我环抱自己
像一朵已经在夜里开败的花
八点准时上班，照例午睡

晚上和女儿穿梭在熟悉的
几条路上。夜里无梦
我盯住镜子里的人，她逐渐模糊
白发盖住的地方依然茂密生长
对于滚烫无形而又深刻的人间疾苦
依然一无所知

小城女人

久居小城，渐生怯懦
上周我们要回省城，她坚持不肯走
说要等太阳下山，巨鲸巡游归宿
已然忘记她曾不属于这里

她呆坐在海边，仿佛被海浪卷走过灵魂
太阳已经下山了，海风不断拍打脸颊
直到我们的眼睛逐渐适应了黑暗

渐衰的体格让她寸步难行
她愈发温柔，对周遭宽容
总在深夜打听我的下落
说起与我的过往总是欣慰又沉默
羡慕我毫无忌惮的一生

她终将留在小城
我离开的数日后
忘记了她的执念与影子
像一根香烟点燃后迅速衍出的烟灰
已经脱落了浩浩荡荡的一生

檀香木
□ 林凤燕

（外二首）

湾区巨变（国画）

戴郁明 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