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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阎诚骏

难忘战地猫耳洞
笔走心缘

□ 施东泉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参加了南
方边境的自卫反击战，回想起战地的
猫耳洞仍然记忆犹新。那年二月十五
日，我所属的工兵团，开到南方边境交
界处一座高山的北坡停了下来。连长
找了一处大约有二十多米高的峭壁作
防炮，召开了班排长会议。连长说：前
面这座山叫金鸡山，山南边的山沟就
是国境线，我们连就在这里驻营，并布
置全连迅急分散挖猫耳洞，当场对各
个班的挖洞区域进行了划分，至于如
何利用地形地貌，如何挖猫耳洞，如何
防炮等军事常识在开进的列车上都进
行了预演。

我是一九七五年入伍的，算是老
兵了，挖猫耳洞连队要求新老兵结对，
我同班里新战友祝尉兴分在一起。现
场的地形是一块畦地，大约有两个足
球场大，四周是高地，高地一直延伸到
山脚下。而高地与畦地交接处有一个
一米五六落差的坎。我俩选择了一处
在坎上面长着密密麻麻蒿草的地方，
上前仔细一看，原来是个坟墓。我想
也好，一般人是想不到会有人藏在坟
墓里的，这样更安全。我对着坟墓深
深地鞠了三个躬。我俩在坟墓偏左的
下方开始挖，为了不使炮弹炸蹋猫耳
洞，在洞顶上预留了一米厚的土层，这
样，半个洞口露出地面上方，半个洞口
在地面以下。我俩一人拿工兵锹挖
土，一人拿脸盆向外运土。气温达到
三十多度，非常闷热，我俩挥汗如雨，
拼命挖掘。到了黄昏，水壶中的水已
经喝完，附近的水源还没有检测，所以
不能随便喝，嗓子渴得厉害，但只好坚
持着。晚餐吃的是干粮和罐头，因为
附近的敌情不明，不能炊饮。晚餐后
继续向里掘进，半夜十二点我们向里

掘进二米，向左拐弯又掘进了一米，我
俩认为即使洞外炮弹爆炸，弹片也伤
不着了，就坐在拐弯里边，手端着冲锋
枪轮流睡了一会。

第二天，天蒙蒙亮，我俩继续挖
掘，九点钟左右，掘进了二米，我俩
认为差不多了，于是将洞顶和洞壁
铲光滑，洞底铲平整。猫耳洞挖好
了，为防止敌方侦察人员的捕俘、暗
杀、爆炸等破坏活动，我俩商量了一
下，觉得首先要将洞口隐蔽好，其次
防止敌人钻洞。于是我俩将挖出去
倒在外面的新土堆成坟墓模样，上
面覆盖上植被，种上蒿草，和四周的
环境保持一色。在如何防止敌人钻
洞这个问题上我俩着实动了一番脑
筋，决定在洞口处垂直向下挖成一
个直径零点八米，深达二米的深井，
井壁光滑垂直。这样不知情的人进
洞就会一下子掉入井内，由于人头
没入洞口，而且洞的直径小，掉下去
后很难施展手脚爬上来。我又在几
个空罐头里面放入石子，用棉线挂
在洞的中央。人一旦掉下来，罐头
盒就会发出声响，我们在洞内就能
迅速反应，抢敌先机。至于我俩怎
样进洞，我在猫耳洞底延伸到深井
对面的井壁处挖一个口子，用一块
木板搭在深井中，下去时踩在木板
上，晚上睡觉了把木板拿了，这样就
安全了。

由于我的猫耳洞挖得非常符合战
时特点和要求，连长看了后，请其他班
排逐人前来参观，参观后大家集思广
益，根据战时的要求挖出了各色各样
的既能藏身，又能防钻，还能反击的猫
耳洞。

第三天凌晨，天空还是灰蒙蒙的，

突然传来轰隆隆、轰隆隆火炮声，大地
也跟着颤抖起来，洞外一片红光，我迅
急提起冲锋枪冲出洞外，只见天空中
一条条火龙向金鸡山南边飞去，啊！
自卫反击战开始啦！

王安石词登临送目
（书法）徐云飞

购物频道的噪音

文化沙龙

读 完 季 振 华 的 组 诗《百 花 迎 盛
会》，不由地想起《诗经》中的一句歌
咏：“何彼秾矣，唐棣之花”。这是我读

《百花迎盛会》的强烈感受——怎么这
样美啊，棠棣树上的花；怎么这样美
啊，《百花迎盛会》！

“秾”，指花木茂盛浓密之貌；也指
花朵的美丽。我说“秾”，是因为色彩
亮丽的美感冲击着视觉，摇曳在脑际。

花 朵 ，是 客 观 存 在 着 的 具 体 形
象。人人都爱花，喜欢观赏花。问题
是为什么同样是花，一般人看过也就
看过了，诗人看了，则看出其中有诗
料，于是就把这种形象通过诗歌再
现。这是诗人从花中看到了真境，发
现了自然的奥秘。

前人曾用达摩西来创禅宗的妙悟
来比喻诗歌的创造，说诗道的关键也
在“妙悟”。

钱钟书先生说，学诗在功夫之外，
另拈出诗成后的境界，妙悟而后，尚有
神韵。

季振华的《百花迎盛会》也是由妙
悟而得。

季振华咏百花，不着眼于形状的
描写；也不粘滞于色彩的刻画。其“妙
悟”在于花的精神，花的神韵。他咏白
玉兰：“你的素淡，有独树一帜的丰盈
……绽放，每一朵都朝向蓝天，带着奋
发向上的信仰。”“素淡”“朝向蓝天”是
白玉兰的特征，“信仰”则一下子就把
白玉兰写成了呼之欲出的生命，写出
了它的精神！

又如，季振华咏旋复花，这是一种
俗称“蟛蜞头花”的草花，极普通，极卑

微。可是，诗人却充满激情地唱道：
“看见你，就看见了光屁股的发小/就
像回到童年的田野上/……你金色的
花朵于我不可替代/如同我心里永远
的故乡/只要你还在田野上开放/我的
乡愁就不会流浪。”

这首诗虽然短小，涵概的内容却
非常广大。童年、乡愁、生存的意志，
回忆的思绪交织在一起，构成丰富的
诗歌意象，使诗歌的语境开阔而感人。

“光屁股的发小”，是对无知、无
告、无猜的童年的暗喻。既再现了人
生最初的本真，又暗示了“蟛蜞头花”
的原始和渺小。但造物又是公平的。
渺小的、不起眼的花儿与参天大树，与
人类在宇宙中并存，尊严地运行着自
己的生命历程。诗人选择“蟛蜞头花”
作为移情于故乡的物象，以小寓大，贴
切而情真。“只要你还在田野上开放，
我的乡愁就不会流浪”。这是诗人在
怀恋童年中产生的体验，也是在喧闹
的时代寻求心灵宁静的愿望。

与《旋复花》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
《萱草》。古人以为萱草可以使人忘
忧，故又称之为“忘忧草”。古称母亲
居室为“萱堂”，后人因而以“萱”为母
亲的代称。在诗人心中，萱草“有至高
的神圣”。母亲早已离世，诗人亦已年
迈，可是，“怎能忘得了那永世忧伤”。
这是埋藏于诗人心中久久挥之不去的
情感，是长远萦怀的诗歌旋律。

这首短诗，没有亢奋的表面化感
情，可是，无论是情调还是意味，是那
样的饱满、深沉，达到了让人可以感
受，甚至可以触摸的境界。

季振华写花，赋以人格化、个性
化。这本来是文学家常用的手法。季
振华摒弃了以摄像机镜头照录花朵的
方式，无论是菊花或是兰花；无论是薰
衣草或是康乃馨，诗人写出了他的灵
魂对物象最独特的体验和感兴；写出
了他对物象逐渐深入理解后的认识，
并由此“移情”而到达象征的高度。这
是以主体心灵的渗透和想象力的激
活，对客观形象来表达自己的生命体
验和价值确认。

《百花迎盛会》的精湛，就技艺而
言，诗人还运用了曲喻的修辞手法。

例如诗人写荷花的“生命内涵”，
连续用“圣洁”“清廉”“和谐”“挚爱”等
美词来寄寓深意。荷花因其不蔓不枝
的挺拔形象，纯而不杂的色彩，自古以
来就有“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
妖”的美誉。诗人抓住荷花这个物象
的基本特征，借物喻人。形象而委婉
地表达了自己内心与物象的契合，不
但给人以诗情文采斐然之感，更牵动
了读者之心。

又如，诗人写《菊花》说：“把温暖
的阳春让给群芳/把繁华的盛夏让给
众香/你只把萧瑟的秋天留给自己/为
渐次离去的百花殿后”。写《水仙花》
说：“你头戴玉琢的冠冕/身穿碧绿的
裙装/站在一泓清水之上/风韵独秀，
姿彩天成”。

两物相比，只要有一端相似即可
作比。季振华的曲喻，也可称之为暗
喻，比直接比喻曲折。他写菊花，是根
据其生长特点引申出人的品质；写水
仙花，则根据其外形发挥自己的想

象。这种个性化的比喻，既是诗人对
物象的描述，更是诗人从物象的某种
特征出发而作出的生命体认。

多年以前，我读过美国学者迈克
尔·波伦写的《植物的欲望》这本书。
这是一部以文学笔法讲述的植物文化
史，我惊叹于作者有关花朵的讲述。
作者说，2 亿年前，世界上没有花，那
是一个沉睡的世界。直到地质年代的
白垩纪晚期，人类还没有诞生，但是，
花出现了。并且以极快的速度在世界
上传播，从而改变了这个世界。作者
还说“是花产生了我们这些它们的最
大钦佩者”，花给了我们“各种感觉的
愉悦，有它们的果实和种子作为食物，
有新的隐喻的丰富储藏。但是，对于
一种鲜花，我们甚至还凝视得更为深
入，发现了更多的东西：一种考验美的
坩埚，如果不是对艺术的话，这或许是
对生命意义的一瞥”。

这让我意识到，是花朵向这个世
界展示了美的观念。如果不首先理解
花朵，就不可能理解美；如果没有花
朵，世界的文学、美术、音乐就不会如
此灿烂。生活就不会如此多趣而让人
留恋。

季振华咏百花，除了它本身的美
感，又折射出世界的多样性。多样性
产生了美学，产生了诗意。德国伟大
哲学家海德格尔说：“诗意让敞亮发
生，并且以这种方式使存在物发光和
鸣响……我们必须学会倾听诗人的言
说”（《诗·语言·思》）

是的，百花迎盛会，何彼秾矣！让
我们屏声静气地倾听。

打开现在的电视机，最害怕
的就是遇上各家的购物频道。那
些地方，推销人员的穿着打扮包
括长相，基本上还端正，受不了的
是那说话的声音、口气和神态，以
及渲染的气氛。这声音，就是“叽
喳”和“哇啦”，通常短促，紧要，急
迫，慌忙，夸张，一般都像发放连
珠炮，说话的人的血管都爆绽了
起来，使人头皮发麻，心生焦虑。
神态配合于语言，则一个个装出
捡到了什么宝贝的样子，装出机
不可失时不再来的样子，装出卖
出去了又像亏大的样子。这样的
手法，几乎就像在大街上硬是要
把人拉扯进门店似的，更像进了
门店又硬是要摸别人家的腰包似
的。有时看到的，不是专门的购
物频道，而是一些为购物的商场
作的广告。那种语言、语气，就干
脆直接变成“快快快”“马上马上
马上”一类的吆喝了，听了让人做
恶梦。

按理说，于购物而言，环境应
该是优雅、安静和舒适的，而且愈
是购买高档商品的地方，环境愈
是雅静和美好——这种美好，就
像我们已经见识到的各种理想的
实体店。其中推销人员的职责，
就是热情、细致和专业、如实地介
绍商品。想不到的是，现在我们
在电视里看到的一个个购物天
地，竟然是一片声嘶力竭、迫不及
待的叫卖声，这一片噪声里所缺
少的也只是吹喇叭、敲铜鼓和放
鞭炮了。这样的天地，污染了市
场环境和商品购买氛围，甚至让
人怀疑起其中的某些真实性来，
看了要被人耻笑的。

电视购物频道，是社会的一
个窗口。有一天，那里的一个个
推销员都在优雅地、得体地介绍
各自的商品，那么我们由此而透
视到的，则是人们素养的提高、市
场 环 境 的 优 化 和 社 会 文 明 的
提升。

□ 北风——读季振华组诗《百花迎盛会》

真的不用懂
风一暖
你便如约而来
随便摆一个 pose
就十分春天
挂一抹微笑在柳条上
听锦瑟细说
夹岸的桃花蘸着河水
寻找春意人面

真的莫怨
春深处花事荼蘼
我的岛和我
都是洁静的素颜女子
等你开发
不如
找处净土
扎根开花。

自在
□ 施莹

诗韵悠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