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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雁行

1987年，我来到了一座叫东
营的小城。一下火车，望向空荡的
马路，路边河沟里繁茂的蒲草恣
意凌乱，路两旁偶见低矮的平房，
稀稀落落。顿生一股惆怅。1987年
的东营，除了随处可见的磕头机
(提油机)让人生出一丝好奇，相较
于我曾经生活过的那个有着几百
年历史的县城来说，实在是荒凉、
原始。

周末，我如脱缰的野马，掏着
档骑上我妈破旧的二八大自行
车，怒气冲冲地去检视这座破灭
了我诸多梦想的“城市”。沿着我
们家玉山路向外，找到了一个菜
市场，再往下走最“繁华”的就是
我们地标性建筑百货大楼，二层
高，顺着济南路往西，有一个相对
整齐的绿色二层小楼，就是新华
书店。灯光昏暗，人声萧条，售货
员态度傲慢，对我这个还没有自
行车高的小破孩颇不待见。直到
后来快到年底的时候我才真正见
识过新华书店里熙熙攘攘的拥挤
态势，那都是来买新年挂历的，谁
要是能抢上一本印有明星大美人
头像的挂历，足以美到明年端午
节！

我的城市生涯，除了上树掏
鸟下河摸鱼，上坡挖黄樨菜再无
其他。直到有一天，在我家仓库里
寻找能拿给我农村同学炫耀的家
什的时候，突然发现两个锁得严
严实实的大木头箱子，顿生好奇，
我似乎从来没见过这里面的东
西。于是锤子改锥一起上，终于撬
开了锁，里面居然是书！有《水浒
传》、《岳飞传》、《兴唐传》、《隋唐
演义》、《三国演义》等等，全都是
章回小说。这是一座宝库啊！虽然
因为撬锁被揍了一顿，但是读这
些书却没人阻挡，从此如饮甘泉，
如饥似渴。严重喜欢上了大刀关
云长、常山赵子龙、神箭手小李广
花荣、大将郭子仪、黄脸秦琼那么
一大批英雄形象，知道了世间有
忠义二字。从此违反我家八点半
熄灯的制度，逃学、躲家里读书、
挨揍都是家常便饭，都没能阻挡
我读书的热情。

1989年我家搬到了东城。东
城初建，铮亮的柏油马路，一眼望
不到边，除了三村有一片楼房，行
动范围一中师范机关食堂电影
院。记不得哪一年路边有了一个
报刊亭，还曾经感慨过这是一种
进步。国营书店都是好多年以后
才搬来东城的，沿着胶州路的三
村西面有一排简易房，那里有一
家个体小书店，就在我家楼下，老
板娘很热情，在这里能买到世界
名著，更多的是盗版书，不管怎
样，她不歧视小孩，我和同学整天
赖她家里她也不恼。那时我的语
文老师很有远见，竟然在每周两
节连堂的作文课上给我们开了一
个文学欣赏课，每周都给我们介
绍一本名著，并读上一段，强烈刺
激了我们对没读完故事结局的好
奇心。于是业余闲暇我都去小书
店里蹭书看，《茶花女》、《山姆叔
叔的小屋》、《羊脂球》、《老舍》、

《四世同堂》都是那个时期读的，
只要老师提到的，我们都去找。大
开眼界，人情之中粗略领会世间
百态。章回体之外还有另外一个

充满未知的广阔世界。我们四个
女同学因为都喜欢读书，每天上
学放学都一起结伴同行，从三村
沿胶州路、运河路走到市一中，路
上的议题很丰富，从一个女子天
真可爱是好还是不好到为别人的
幸福牺牲是不是一种幸福；从张
爱玲的尖刻、现实到三毛的浪漫
从容；从研习飞雪连天射白鹿、笑
书神侠倚碧鸳到集体学唱《滚滚
红尘》，不亦乐乎。

读书的日子一去不返，当年
的四剑客都已各奔前程。我仍然
留在东营这座我看着她一天天
美丽、繁华、变化之快甚至有些
陌生的城市生活工作。2003年，
东营市开放了公共图书馆。距离
我的新家只有一街之隔，这下除
了院墙外面的湿地公园更有了
新的好去处，再也不用坐公交跑
到西城油田图书馆借书看了。每
逢周末拎上一大杯茶水或在图
书室或在阅览室，一坐就是一个
下午，累了就沿楼梯上下楼检视
一遍，欣赏墙壁恢弘大气的水墨
东营字画，享受静谧清幽的阅读
时光。在这里，我的孩子也和我
一样爱上了阅读。她读《哈利波
特》、《纳尼亚传奇》、《三体》，读
瘾之重完全超越我之上，在她的
强烈“逼迫”之下，她身边的三个
伙伴也全部加入了她的阅读战
团，每晚去市府广场追逐嬉闹都
各有角色，甚至还有“暗语”、

“秘密口令”全都出自《哈利波
特》，对于要加入她们的新人，还
要回答若干情节加细节的通关
问题。在读《三体》的阶段，小家
伙提出了若干我根本解释不了
的物理问题，只好自己借助于网
络，一个一个地探究下去，阅读
兴趣不减反增，直到最后搜集齐
了刘慈欣所有的作品通览。对于
她的那些书，她和她的伙伴，不
仅通览而且还经常“反刍”，直到
上了初中，还整天惦记排练《哈
利波特》英文版话剧，整理好了
剧本让我给打印，一看我都没有
几句看得懂，自此觉得娃算是青
出于蓝了。

前一段时间第一次去南二路
新建的图书馆，真正是一所图书
的圣殿，高大宽阔、分类齐全，在
一楼大厅有通天的书柜，装满了
各种典籍和合订本，每一张读书
的桌上甚至都有一盏温馨的台
灯。管理完全能够电子化。这不禁
令我感慨万千，老图书馆的钟声
很快就要成为这座城市的一段历
史了。在东营这块日新月异的土
地上，最豪华的建筑，正是我最亲
密的老伙伴的家。她顶天立地，教
人正直善良、坦荡豁达，化解每一
种由欲望而生的胸中块垒，洗礼
每一块土地的虚荣浮躁。

东营街边一排排的苦楝树又
开花了，花香淡雅却香澈心扉，她
很像一个人，平凡地扎根在盐碱
地上，不仅用她的香花绿叶装点
城市，她的叶、她的果、她的根无
一废物，让我想起一句诗“溪水急
着要流向海洋 浪潮却渴望重回
土地 在绿树白花的篱前 曾那
样轻易地挥手道别 而沧桑的二
十年后 我们的魂魄却夜夜归来

微风拂过时 便化作满园的郁
香”。

苦楝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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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亓新滨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
深深地热爱上了读书，也许，从
能够懵懵的读懂厚厚的小说那
一刻起，就注定了此生与文字
有缘，并且，和文字一起携手并
肩走人生之路已经成为了我生
活的主题，成为了我平淡日子
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经常感动于文字的神奇。文
字，让千年前的宫廷秘闻，活色
生香再现于今人面前。让古人们
的日常生活，穿过时光隧道般立
体地来到我们面前。历史长河里
中流砥柱般的人物，那些有勇气
有智慧有胆有识能够改写历史
篇章能够给自己树碑立传的伟
人之所以现在成为我们心中的
楷模成为我们人生观的榜样，也
是因为有了文字的记录。

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
不可复制的个体，他人想什么
思考什么有什么样的生活价值
观，我们是无法知道的，也就是
经常说的那句话“人心隔肚皮；
知人知面不知心，画虎画皮难
画骨。”心理，是一种很微妙的
东西，用一般的语言难以描绘，
只可意会难以言传。但许多掌
握了文字技巧的作家，却可以
用手中妙笔活灵活现地穿透笔
下人物的眼神，穿透笔下人物
的衣着和面具，深入到他们的
内心，用有限的笔墨刻画出他
们深邃又神秘、常人难以窥探
到的心灵世界。

有的人和人之间，隔着一
道永不会交集的平行线，家和
家之间，隔着一堵永远不会拆
开的墙，但文字却会让人和人
之间、让家和家之间的隔阂瞬
间化为乌有，让我们了解了他
人，知晓了别的家庭的生活。所
以，文字的记录是无所不能的，
是其他记录方式不可替代不可
比拟的。比如摄影带给我们的，
是平面感的画面和信息，而文
字却可以综合又立体地再现这
一事物。照片记录的只是人物
瞬间的表情，而文字却可以让
我们知道这个人的所想所感所
悟所叹，笔墨纸张下的人物才
是有血有肉丰满又圆润的。

古往今来，所有的人都是
匆匆过客，或如流星闪烁出一
道光芒，或如草芥砂尘默默无
闻不留丝毫痕迹。只有在浩如
烟海的书中，我们才会读懂流
星虽有光芒也是一颗凡尘心，
才会明白草芥虽是飘萍也渴望
绽放美丽花朵。不是我们选择
了人生和生活，而是每一个人
都要为来到红尘间而有所担当
肩负起做人的责任。既然无法
选择肌体和呱呱坠地的瞬间，
那么就让眼光一直向前看，做
最好的自己，不求完美，但求无
愧；一路走来，风雨无阻，无怨
不悔，少一点遗憾，多一些明明
白白和感悟，让自己的人生名
片多一些喜欢的风景。有一天，
你合上自己用一生的时间和全
身心的笔墨书写的这本书时，
你会轻轻地说：“我对得起光阴
对我的恩赐，我对得起文字给

予我的启迪，我更对得起红尘
留在我心中的感动。”

读书，是我平凡又普通的
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有肌体，是
我认识生活认知自己文化母体
阅读世界的一种方式。这种方
式是唯一的，是唯一让我喜欢
并且身心俱醉于其中不能自拔
的一种方式。我实在无法想像
没有书读没有文字的生活是种
什么状态，那一定是我个人生
活中的世界末日到了，暗无天
日，飞砂走石，心灵没有文字的
润泽而枯竭了，生活没有文字
做导师而迷茫了，每一天对朝
阳和明月的感动因为没了文字
的陪伴而抑郁了，对柴米油盐
和明天的希冀因为没有了文字
做底料而没有了温度没有了热
火朝天热汽氤氲的快感。

白天，忙忙碌碌，为了生活
奔波劳累的人们，都渴望晚餐
那一刻的幸福和温馨。饭香四
溢，灯光和暖，美好又融洽。日
子，是需要劳逸结合的。劳，是
为了让肩上担子将来有个好的
归宿；逸，是让紧绷的日子有个
休整，让心灵充充电，明天就可
以更好地负担前行。暖茶一杯，
墙灯一束，这是属于我自己的
安逸夜晚。捧一本心仪已久的
书，或一目十行，或细嚼慢咽，
品味精神食粮，武装被平凡日
子快要风干了的头脑，这是何
等的乐事，幸甚至哉！让红尘带
来的忧扰慢慢沉淀下去，取一
些书中思想精华做就的酵母引
导思想，让日子中的喜怒哀乐
慢慢发酵，你就会独自品尝到
一杯属于自己的弥漫着人生感
悟之醇香的美酒。之后，你会看
到，你比昨天又上了一层人生
的阶梯，看生活的视野宽广了，
看生活的眼光锐利了，品人生
味道的嗅觉灵敏了。于是，你不
再怨懑，不再作无用的嗟叹，而
是多了一份自信和动力，相信
明天你会有新的收获，相信未
来的日子里不再有迷乱的雾
霾，而希望正能量永远陪伴在
你身畔。这些，都是阅读给你带
来的无形的礼物，也是流走的
光阴对你最珍贵的馈赠。慢慢
地，你会知道，没有文字作洞察
一切的双眸，你就不会读懂光
阴对你的无私馈赠。

所以，我的梦里有文字如
瀑布般飞流千尺而下。我的梦
之所以安恬，之所以如回到了
母腹般如意又自在，是因为有
了阅读作为金色的砝码平衡了
我日子的天平。我感动的看到，
在我绿意盈盈的梦中，我信心
满满地回到了我儿时最爱的森
林中，徜徉、畅想、呼吸着最洁
净的空气，尘世间烟熏火燎带
来的羁绊和无奈无影无踪。这
时候，我用文字开蒙的明亮又
干净的双眼前，一道纯金色的
文字瀑布缓慢又坚定地垂挂下
来。这页瀑布，就是我白天阅读
书籍的精华所在，就是我最爱
精神食粮的再现，就是我和书
中人物共鸣时的对话，就是我
几十年在阅读中修行带来的对
文字感悟的升华。

阅读，我日子中的半边天。
阅读，我心灵的伴侣。

读书，是日子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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