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完新疆阿勒泰女
作家阿瑟穆·小七新出
版的散文集《解忧牧场
札记》，感觉有股西部高
原的清风，掠过大地，萦
绕心间，一如草原牧歌。

新疆地域辽阔、地
貌多姿，多民族集居，文
化绚丽多元，历来就是
出诗人、作家、艺术家的
丰饶热土。

身居阿勒泰草原哈
萨克牧村的女作家阿瑟
穆·小七，就生活在哈萨
克牧人中间。她与呼伦
贝尔著名“草原诗性”散
文家艾平描写大自然及
少数民族生活的方式不
同，前者以“走进感”而
记而悟而诗，后者以“村
居感”而叙而创而哲，前
者像摄影师抓拍的大特
写，后者如影视导演的
短片精制，后者的文字
如解忧牧场四季生长之
草木……故而他们所呈
现的散文意境也截然不
同，其不仅是游牧文化
意向的折射，还承载着
作家极其宏大的精神世
界，这不是人们想象中
的普通家园，这里似在
构筑一条悠长隧道，依
其可抵达幽深广袤的海
洋。

这本《解忧牧场札
记》的鲜活性、奇异性、
亲历性、体验感等，都直
接来自那片丰腴的泥土
里，其内里的故事，外人
不明就里，亦无法替代，
无以描摹。

小七的文字，来自
阿尔泰山脚下解忧牧场
的观察实践，来自游牧
文化博物馆女主人生活
的涓涓细流，那些听似
弱弱的声音，看似恬淡
的情怀，听似万物的忧
叹，却饱藏无尽力度，像
时光培育河岸的树木，
像心灵融入思想的河
流，金秋时节就会涌出
汩汩作响的收获。现在，
让我们来欣赏作家笔下精彩神奇
的描写。

看其怎样艺术地描写那位江
河日下的老皮匠的：

他的白发柔软又稀疏地覆
盖着头皮，看上去像绽开的蒲
公英——我的思绪飘散开去——
以我的阅历，还无法理解他的苍
老。眼前，微风中摇曳着他的白
发，让我联想到躺在草地里，仰望
蓝天，随手拔起身边的蒲公英，吹
散开，许下心愿的场景。(《老皮匠
努尔旦》）

无限辛劳，岁月沧桑，尽在其
中。

看其怎样描写被牧人们称为
“暴”脾气，后渐变“恶人”的壮汉
阔孜：

他越来越不受欢迎，就像一
座危机四伏的火山，巨大，阴沉，
愤怒，顽固，以至于他的整个毡房
都成了暴戾和阴森的化身。(《暴
躁的阔孜》）

孤僻愤懑，内藏暗火，似乎大
地苍天皆成其敌人。

看其怎样描写牧人扎特里拜
与自家老马伏尔泰的情感。

一人一马就像是对峙中的警
察和罪犯——伏尔泰是警察，它
在侦察扎特里拜是否带了行凶工
具”，主人山野里抓住伏尔泰，想
给它套上笼头，让它臣服自己、失
去自由，而这马的智慧堪比主人，
二者斗智斗勇，主人敲打着草地

诱惑马道：“‘哇！好草
啊！这里有一片上好的
青草啊！来吧，我的伏尔
泰……品尝一口吧！’他
的声音温柔得好像一片
树叶飘落到地上，连他
自己都佩服自己像是一
个掩饰情绪的大师”。
（《扎特里拜满山坡找
马》）

文笔幽默，比喻奇
巧。文中透着哈萨克牧
人生活的天人合一。

看其怎样描写八旬
的库其肯奶奶，因高龄
不得不进城，她告别草
原前的一幕：

在她身后，半个太
阳正缓缓落入源出山
体，阴影在她的脚边越
拉越长，空气中的热力
渐渐削弱。在暮色的衬
托下，她的头发看上去
稀疏而干枯。她的神情
已经无法用苍老来形
容，而“被迫放弃”或者

“无奈放手”这类词比
较合适。眼神、动作、
语言、健康……她的一
切的一切，就好像一个
决定放手一项为之终生
努力的事业的人，表现
出无力实施计划之后的
精疲力竭。大家的库齐
肯奶奶——那个伟大
的，了不起的，洋溢着阳
光和温暖的热心肠，看
上去要哭出来了。(《热
心过了头的库其肯奶
奶》)

生活原味，浓情深
藏，悲天悯人，大爱无
边。

最后，再看作家怎
样抒发自己对故土的爱
恋：

我有一种奇特的感
觉——现在，我知道了，
那叫“合一”，心灵融入
自然，自然渗透身体。就
在那一刻，我同大地天
空一样，没有任何肉身
的需求和欲望，过往的
物欲之累在记忆中已恍

惚，依稀只是我来过的凭证。
……很多人，走遍了世界，也

没能达到自己的内心深处，我却
在养育我的土地上有幸触摸心
灵。那种纯粹的快乐，那种幸福的
喜悦，叫人心存感激，难以忘怀。
(《野生植物的神秘魅力》)

小七笔端生机盎然，无论好
管闲事的库齐肯奶奶，渴望生活
幸福的年轻牧人，还是满山找马
的汉子，卖奶疙瘩的阿依旦，无论
捡鸡蛋的孩子和踢人的羊驼，还
是生灵土拨鼠、交际羊，以及被牧
人收养流浪狗等等，众多草原牧
人的生存故事，情思绵长、如泣如
诉，像激越低吟的诗篇，回荡在喀
纳斯湖畔、克兰河两岸、阿尔泰山
之巅……这即小七的存在。

作家迟子建在《额尔古纳河
右岸·跋》中言：“人类既然已经为
这世界留下了那么多不朽的艺
术，那么也一定能从自然中把身
上沾染的世俗的贪婪之气、虚荣
之气和浮躁之气，一点一点地洗
刷干净。虽然说这个过程是艰难、
漫长的。”通读小七的散文，我们
能够肯定，其已走过剔除虚浮、饱
蕴沉实的艰辛历程，就其文学意
境和表现张力而言，其散文已成
为植根于阿尔泰牧野的最具深
情、最具诗意的表达，其主题已变
做一曲圣洁草原的天籁诗篇，则
小七就是抒发阿尔泰大地诗意的
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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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文艺出版社推出的
长篇小说《东风擘》，通过
讲述华强军、向爱莲、厉东
方、高明亮等一批青年官兵
面对“打造世界一流战略军
种、加快建设强大的现代化
火箭军”的新使命、全面深
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新要
求、火箭军武器装备转型的
新任务，在不同战斗岗位上
对国家与家庭、命运与职责
的认知与践行的系列精彩故
事，呈现新时代火箭军的优
秀特质，展现中国火箭军

“绝对忠诚、绝对可靠、绝
对纯洁”的砺剑雄风、“随
时能战、准时发射、有效毁
伤”的铮铮铁骨。

（本报综合整理）

著名作家艾伟全新小说
集《演唱会》由人民文学出
版社推出。

书中既写了破碎生活带
给人的创伤，也写出寒夜里
的相互慰藉：《小偷》试图
探讨谁偷走了我们的生活和
情感，《在科尔沁草原》讲
述男女之间不可言说的复杂
和暧昧，《小满》讲了女性
母爱本能和身体的关系，

《幸福旅社》讲了不能承受
的罪感，《最后一天和另外
的某一天》写了不可理解之
理解。这些小说分别得过各
种奖项，并入选“城市文
学”排行榜。

（本报综合整理）

今年的三伏，足足有四十天。
现代人有空调凉房，解暑容易

些。
古诗云，“荷花入暮犹愁热，低

面深藏碧伞中”，水中荷花都嫌热
的三伏天，古人用什么避暑呢？

古人纳凉，有一些常规做法，
有扇扇子的，“木槿花开畏日长，时
摇轻扇倚绳床”；有焚香的，“燎沉
香，消溽暑”；有开窗户开门的，“开
轩纳微凉”“夜热依然午热同，开门
小立月明中”；有猫在树荫底下的，

“避暑高梧侧，轻风时入襟”；有水
边蹭凉快的，“避暑临溪坐，何妨直
钓鱼”……

还有吃吃喝喝消暑的，比如喝
冰镇的饮品，“挫糟冻饮，酎清凉
些”（屈原《楚辞·招魂》）；吃冷水浸
过的水果，“沉李浮瓜冰雪凉”（李
重元《忆王孙》）；吃冰凉的甜品，

“玉来盘底碎，雪到口边销”（杨万
里《咏酥》）……

当然，也有那么一些“非常规”
的纳凉方法和纳凉神器，举几例博
诸君一笑。

其一，穿凉快衣服，呃，以及少
穿衣服。

首选轻薄布料。《国朝宫史》
载：“春秋以缎绸，夏以纱，冬以
裘，随时所宜。”夏天当然要穿最
凉快的衣服，“浅色縠衫轻似雾，
纺花纱袴薄于云”，轻薄透气的衣
料，再舒服不过了。白居易 《夏
日作》：“葛衣疏且单，纱帽轻复
宽，一衣与一帽，可以过炎天。
止于便吾体，何必被罗纨。”葛
衣，用葛之茎皮纤维织布而成，
廉价易得，且“白如雪华，轻譬
蝉翼”，轻薄不输丝织品。

竹子、珍珠做衣料。竹衣，
俗称“隔汗衣”，用细竹管穿结而
成，透气、解热，隔绝汗水，防
止外层的珍贵衣物因浸汗褪色变
形。其制作工序繁琐、工艺精
细，成本较高。珍珠衫，或可分

“汗衫”和“披肩”两种。冯梦龙
《喻世明言》“蒋兴哥重会珍珠
衫”，王三巧偷赠陈大郎“珍珠
衫”，“暑天若穿了他，清凉透
骨”。珍珠汗衫，是贴身穿的，取
珍珠清凉润滑功效，作消汗之用。

潇洒疏狂之人，干脆敞着衣
服，或者不穿衣服。东晋时，太尉郗
鉴想从王导子侄中选女婿，王家诸
郎都比较矜持，“唯有一郎在东床
上，坦腹卧，如不闻”（南朝宋·刘义
庆《世说新语·雅量》），只有一个人
敞着衣服，露着肚子，躺在东床，对
选婿之事置若罔闻，便是后成书法
大家的王羲之。

其二，躺凉席、凉枕，以及
拥抱一切凉东西。

凉席古已有之。三国张纯
《席赋》 称“席以冬设，簟为夏
施”。簟，本意是指蕲竹所制竹
席，“溽暑快眠知簟好，晚凉徐觉
喜先成”，为纳凉神器，因为祛

热效果实在好，南唐宗室宜春
王李从谦以竹席拟人，封

它为“夏清侯”，还特意

作了一篇《夏清侯传》。古人编织
凉席，多以藤、竹、蒲草为主，
也有以兽毛、兽皮为材料的：有
牛皮席：晋《东宫旧事》“有赤皮
席，今盖仿而为之。皮性暖，此
却着身有凉意，质亦软滑，夏月
颇宜。”

枕头也要选择凉快材质。有
玉枕，宋代李清照《醉花阴》：玉
枕纱厨，半夜凉初透；有石膏
枕，唐代薛逢 《石膏枕》：“表里
通明不假雕，冷于春雪白于瑶。
朝来送在凉床上，只怕风吹日炙
销”；有瓷枕，清代邓瑜 《南柯
子》：扫簟欹瓷枕，开窗隔绣帘；
有水晶枕，唐代崔珏 《水晶枕》：

“千年积雪万年冰，掌上初擎力不
胜。南国旧知何处得，北方寒气
此中凝”；有瓦枕 （陶制枕），宋
代杨万里：竹床移遍两头冷，瓦
枕翻来四面凉……

除了日常寝具，还有见啥凉
快就贴啥的。

贴棋盘。《世说新语·排调》载，
“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弹棋局，
曰：“何乃渹！”盛夏酷暑，丞相
王导（王羲之叔父）将肚皮
贴在棋盘上，大呼“怎么
这么凉快！”

抱冬瓜。岭南

炎夏，会将大冬瓜泡在水
缸里，吸透凉气后，放在床上
让小孩子抱着睡觉。冬瓜体量
大，不易腐坏，中空外实，热容显
著，是很有特色的消夏方式。

束冷蛇。《酉阳杂俎》卷十七
载，“申王有肉疾，腹垂至骭”，申王
肚子上的肉下垂到小腿，外出要用
布条勒住，一到夏天便喘气困难，
唐玄宗令人从南方捉两条冷蛇，

“蛇长数尺，色白，不螫人，执之冷
如握冰”，申王把蛇系在肚子上，

“不复觉烦暑”，再也不觉得夏日难
挨。

其三，花香纳凉。
“一卉能熏一室香，炎天犹

觉玉肌凉。”鲜花的芬芳气息可使
人放松精神，解暑湿、消郁热，令人
酣然入眠，达到消暑目的。

有在水塘、院子里栽花的。唐
代高骈院中有满架蔷薇，“水晶帘
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宋代
陆游在窗前栽植兰花、玉簪和百
合，微风一过，花香入堂；曹雪芹的
祖父曹寅住在荷塘边，“湖边不用
关门睡，夜夜凉风香满家。”《泉南
杂志》记载，官署里的茉莉，“高及
檐”，夏天夜晚设木榻，坐于花下乘
凉，“清芬郁烈”。

有在厅堂、器物里放花的。
宋代周密 《武林旧事》 记载，南
宋皇宫中“避暑多御翠寒堂等纳
凉，置茉莉、素馨等南花数百盆
于广庭，鼓以风轮，清香满殿”，
百盆香花置于大堂，用风轮吹动
花香，这阵仗可是了得。前文提
到的“竹夫人”，夏日里，常常在
其内部放入薄荷、栀子、茉莉
花，以花香熏床。

其四，意念纳凉。
俗语说，心静自然凉。
白居易就是这么认为的。他

的 《销暑》写道：“何以销烦暑？
端居一院中。眼前无长物，窗下
有清风。热散由心静，凉生为室
空。此时身自得，难更与人同”，
但是他自己也感慨，跟我有同样
想法的人，肯定微乎其微吧。

那他是多虑了，跟白居易有
一样想法的，还有宋代邓深，“心
地清凉无热恼，炎天直与冷秋
同”，再热的天儿，我也觉得跟凉
爽的秋天相同。还有清代郝懿

行 ，“ 心 清 不 借 甘 瓜
镇，几静惟闻古墨

香”，读书安心，
就 一 点 儿 也 不

觉炎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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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军95周年之际，品读长篇历史
小说《建军大业》，沉浸于作者的红色
书写里，心如潮涌。该作品系青年作
家关河五十州的力作，全书聚焦于20
世纪20年代风起云涌的中国近代史，
以翔实的史料和生动的叙述，真实地
再现了我党在血雨腥风的斗争中创
立革命军队的光辉历程。

全书循着时间的经脉，以厚重
的笔墨，将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
义、“四一二”事变、“马日事变”、
南昌起义、“八七会议”、广州起
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三湾改
编、井冈山会师等一系列党领导革
命武装的重大事件全景式地勾勒出
来，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枪杆
子里面才能出政权”。

作者在书中既有端庄大气的历
史讲解，也有战争场面的入微描画；
既有国共两党在路线与方针上的分
歧与纷争，也有革命武装与反革命武
装在正义与非正义间的博弈与对垒。
历史的大幕，不时辉映着革命先驱为
了理想抛头颅、洒热血的英勇身影；
也不时在我们的耳畔，响彻起多少志
士仁人，在白色恐怖下为了追求民主

与光明，而迸发出的惊世警言。历史
没有忘记，在风云激荡的近代中国，
中国工农武装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从此，中国革命便展开了崭
新的画卷。

《建军大业》透过斑驳的历史烟
云，以极强的纵深感，不仅历数中
国共产党创立革命军队，在阴云压
城城欲摧的险恶环境下，打响了武
装反对反动派的第一枪。而且，还
通过一场场胜利与失败的经验总
结，通过红色武装与对敌的一次次
血与火的殊死较量，深刻地阐述了
党指挥枪的深远历史意义。全书聚
焦于震天的炮火和弥漫的硝烟，用
还原历史的创作态度，真实而生动
地演绎着一场场血与火的红色故
事，传颂着一曲曲革命先辈舍生取
义的英雄赞歌。翻开这本洋溢着革
命英雄主义的史诗般力作，心怀激
荡里，常常被那猎猎的“八一”军旗
所牵引，那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
命凝成的旗帜，飘扬到哪里，哪里便
有了胜利的保证。更震撼我们心灵的
是，那些革命将士不畏艰难，为了理
想信念敢于流血牺牲的大无畏精神，

正是这种可贵的精神，支撑着这支红
色的军队，始终听从党的指挥，战胜
前进道路上的一个个艰难险阻，去夺
取中国革命的新胜利。

《建军大业》 不仅用意深刻，
而且写作方法也十分新颖。作者在
铺陈这段建军史时，没有流于对相
关历史的简单复述，而是将讲史与
艺术再造巧妙地相融在一起，在情
景交融中让这段历史和笔下的英雄
人物，都一一鲜活地矗立起来。作
者一边以宏阔的笔法，苍劲有力地
记述着这些烽火连天的历史大事
件；另一边，则在尊重历史真实的
基础上，不时以见微知著的白描手
法，对我党我军早期领导者和革命
将领，都予以了文学上的细微刻
画。比如，对广州起义总指挥张太
雷的记述就颇为动人。起义前夕，
正值张太雷的妻子生产不久，张太
雷一边紧张地谋划着起义大事，一
边见缝插针赶赴上海与妻儿短暂相
聚，细心为产后虚弱的妻子炖鸡熬
粥，为幼儿抹身子换尿布，还曾特
地买回一张藤靠椅，让久卧在床的
妻子能起来坐一坐。但随后不久，

张太雷便牺牲在了广州起义中，让
人生出“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
雄泪沾襟”的扼叹。这些细节化的
铺垫，在书中随处可见，意蕴深远
地将一桩桩历史大事件有机地串连
到了一起，不仅对深发主旨起到了
画龙点睛的作用，而且，对于我们
学习这些英雄人物的优秀品质，传
承其昂扬的奋斗精神，更是到了潜
移默化的启悟意义。

长风浩荡军旗红。全书对我党
创立革命军队的光辉历程予以了立
体式的回溯，对建军史上那些彪炳
千秋的历史人物和他们的英雄事
迹，都予以了生动的诠释和演绎。
95年后的今天，瞻望这段铿锵的历
史，我们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
福生活。当前，尽管世界形势复杂
多变，但和平与发展仍是全人类共
同的美好愿景。新时代的人民军队
一定会在新的形势下，圆满实现

“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
风优良的人民军队”的强军目标，
为捍卫祖国的神圣领土，为维护世
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新的更大的
贡献。

长风浩荡军旗红
□ 刘昌宇

寒夜里的
相互慰藉

以铮铮铁骨
践行职责与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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