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责任编辑：吴旻

助理编辑：王腾

榴园副刊

刘淼

ZAOZHUANG

E-mail:zzxyb@126.com

XUEYUAN

BAO

2018 年 4 月 29 日

八 宝
履文学院

王宋艺

似简而复
履心理与教育科学学院

周末难得休假， 叶琳心里盘
算着好久没陪儿子出去玩了，于
是便打算用这难得的假期带儿子
去游乐园。 六岁的小孩正处于好
动的年纪，八宝也不例外，正在客
厅跟小汽车玩得正欢。 叶琳人还
没到，便叫了声“
八宝”,小家伙听
到妈妈的声音后， 手里的小汽车
还没放下就扑了过来， 嗡声嗡气
地喊着妈妈。 叶琳蹲下身把八宝
抱在怀里， 擦了擦他额头上的汗
珠。
“
八宝，今天妈妈带你去游乐场
玩好不好？”一听这话，八宝立马瞪
圆了眼连说
“
好！”，一边眉开眼笑
地拍拍肉嘟嘟的小手。
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
在游乐场玩儿尽兴已经到傍晚
了。刚出门口，八宝喊着肚子饿，叶
琳看见马路对面有卖糕点的小
摊，便嘱咐他等在这儿不许乱走。
叶琳没让八宝跟过去，自己去了。
向对面走去时， 她听见这座城市
的钟敲了四声。 可当叶琳拎着蛋
糕回来时， 却没有看见门前的八
宝。她忽然有点慌了，回到原地四
处寻找，但没有寻到八宝的身影。
“
八宝！八宝！”她高声呼喊着八宝
的名字， 行人依然在她面前来来
往往， 却没有她的孩子跑过来扑
进她的怀里。 叶琳心中似是有把
火在烧。
“
八宝！ 八宝！ 你在哪里
啊？”她在附近跑了个来回，没有。
她拉住旁边卖棉花糖的小贩，问：
“
你有看见刚刚在这的孩子吗？”他
摇头。叶琳松开小贩，去抓过路的
每一个行人，边说便在身前比划：
“你有看到过一个穿蓝色外套的
小男孩吗？这么高！”他们摇头。她
的心颤抖着，手颤抖着，沿着街道，
挨个问路人， 你有看到过我的孩
子吗？摇头，回应她的只有摇头。
这时，街道忽的拥挤起来，她

被挤在中间，在人群中侧身穿梭，
她想拉住每个人问： 你有见到我
的八宝吗？她像是着了魔，看每个
人都像八宝， 每个人又都不是八
宝。 她几乎是扑过去看每个孩子
的脸，八宝？不是，不是，都不是。她
在原地打转， 整个世界似乎都天
翻地覆了。 周围的人漠然地从她
身后挤过去， 像是看不到她焦急
无助的神情。这该怎么办啊？
可恍惚间，叶琳好像又听到了
八宝的声音， 她惊喜地回过头，但
身后空无一人。 此时钟声又起，还
是四声。叶琳看着自己的影子极速
地被黑暗吞没，天完全黑了。路灯
“
唰” 地亮起， 偌大的城市一片死
寂，可人都去哪儿了？四周被墨一
般粘稠的颜色笼罩，只剩下路灯发
出惨白的光，面前的路笔直的延伸
到无限远。只消一阵风吹过，就能
听见风穿过她单薄的身体，在她心
房荡过几圈留下的回声。
叶琳沿着路跑， 不知跑了多
久终于来到路的尽头， 尽头竟是
一幢房子。 她已经完全感受不到
什么了，但她还是冲了进去。这是
一间偌大的房间， 里面有形形色
色的人，他们脸上或喜悦，或悲伤，
或空洞。叶琳正想找一找八宝，她
身旁忽然闪出一个人来，高个子，
用口罩遮住脸， 帽子的前沿也让
“
你在找人。”
他整张脸阴晴难辨。
男人用的是肯定句。 叶琳像抓住
了救命稻草:
“
对， 我的孩子……”
话还没说完， 那个男人就把她打
断：
“
我知道他在哪，天亮后我会带
你去。”
“
不， 我现在就要找到他！”
叶琳紧紧地抓住高个子， 指甲几
乎掐进他的肉里去。
“
天亮才能出
去。”高个子只是这样说，便轻松挣
开了叶琳的手。叶琳险些摔倒，再
抬头， 那个人像突然像凭空出现

一样消失了。苦寻无果，想推门出
去，却发现墙壁空空如也。天啊!这
一切太诡异了！ 八宝一个人该怎
么办呀！ 自己怎么会留下他一个
人呢？她无力地跌坐在地上，缩起
来抱住自己。
“
只有等天亮，那个人
说他知道八宝在哪儿。”叶琳自言
自语着，已是度日如年，恐惧和懊
悔像一张网束缚着她，慢慢收紧。
过一段时间就会有钟声响
起，每每都是四声，仿佛这里是时
间的尽头。 唯独第六次钟声不是
四声，而是不停地敲，不停地响，大
概直到有二十几下后， 门忽然被
打开了，阳光像海水般泄进来，叶
琳抬起头，看见高个子站在门口，
她眼里终于又再燃起希望。 她跌
跌撞撞地跑过去， 高个子把一张
纸塞进她的手里，道：
“
走吧，有人
在等你。”话音一落，高个子转身向
门外走去，他走的那样急，转眼间
就不见了。叶琳怕极了，她追出门，
却又是空旷的街道。 几次大起大
落耗尽她的心神， 如今连一声哭
喊都做不到了。 纸片从她手里滑
落，她费力地转动僵硬的脖子，透
过光的反射，她看清了，那是张照
片，上面赫然是她自己的脸！
叶琳惊醒了，直挺挺地躺在她
的床上，浑身是汗。呼！原来是梦。
她坐起来，天还不亮。叶琳伸手摸
摸心口，那种要命的恐惧和无能为
力好像萦绕不散，凑近些，还能听
见风呼呼地吹过。叶琳下床从冰箱
拿了听可乐给自己，心想一定是加
班久了才会做这么奇怪的梦。是时
候给自己放个假了。
两月后，叶琳终于得空去逛逛
商场。她没什么要买，只是一个人
闲逛。左边是对情侣，前面是一家
三口，还有两个女孩手拉着手说说
笑笑。叶琳忽然想起自己已经一个

人好久了，久到记不清了。她有些
出神，没注意到一个女人迎面冲过
来，跑过去撞到她的肩膀。她皱皱
眉头。那个女人扑过去抱着一个小
女孩，嘴里念叨着:
“
妞妞怎么跑到
这儿来了，叫妈妈担心死了！”叶琳
看着母女相拥， 母亲失而复得，喜
极而泣，她却像被定住，有什么从
脑海里挤出来， 肆意叫嚣着。
“
八
宝，妈妈马上回来，你呆在这里，谁
来都不能跟哦。” 叶琳忽然就流下
泪来。商场里的人诧异地看着这个
年轻女子无征兆地泪流满面，又发
了疯似的向门口狂奔。她是不是这
样疯过一次，记不清了……
叶琳来这座城市三年了都不
曾好好逛过， 现在她却在这座城
市的马路上奔跑。
“
八宝，跟妈妈出
门了！”去哪儿？她不知道，反正跑
就是了。
“
八宝真乖， 要不要吃蛋
糕？”我要！她想喊却不做不到。她
很累，可有人告诉她不能停，要往
前跑。
“
八宝，过来妈妈这，快跑。”
快跑！快跑！不知为什么，她毫不犹
豫来到的地方是警局， 如此理所
当然，就好像，她早该来了，来赴一
个迟了很久的约会。
民警小张被这个突然出现的
女孩吓一跳， 她满脸是泪， 眼神
却如此坚定。 她缓了几口气， 说:
“
我来找人。” “
啊？ 好， 你是？”
“叶琳， 小名八宝， 今年二十五
岁， 六岁时在一家游乐场门前和
家人走失。” “
啊？” “
我的宝贝
啊， 她出生的时候像个小肉团，
很可爱， 她第一次会笑是在腊八
节那天，我就叫她八宝了。”
从警局出来， 叶琳的长发被
风吹起，这阵风好像是有温度的，
它穿越时空， 裹挟着二十年的望
眼欲穿扑面而来， 带了一声温暖
熟悉的呼唤:
“
八宝！”

在朝阳的见证下， 我们飞了一大
圈。 落地后， 每个人的头发都被
风吹得乱糟糟的， 脸也红扑扑
的。
吃完早饭草原上的人逐渐
多了起来。 朋友带我们去了马
场，我挑了一匹棕色的马，看上
去样子比较温顺。尽管有工作人
员的帮助，我还是费了九牛二虎
之力才勉强坐稳。 由于腿短，骑
马跑一圈的愿望是不可能实现
的了，只好由工作人员牵着马走
了一圈，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很遗
憾。
中午去了蒙古包，租了几套
衣服我们在草原上拍照。这里没
有工业，远离城市，再加上海拔
高，仿佛站起来就可以触摸到天
空。天空是湛蓝色的，大团大团
的云朵点缀其间，我们四个人躺
在草地上，闭着眼，谁都没有说
话，只享受这一刻的宁静。风柔
柔地吹过脸颊，放松着每一个毛
孔。微风不燥，岁月静好。

傍晚的时候，朋友家的农家
院和另外几家燃起了篝火，没有
载歌载舞， 可依旧欢声笑语。不
远处是草原音乐节的现场，歌声
随着空气传了过来，时不时地还
能听到人们的尖叫声。原以为只
有酒会醉人，如今才明白，情醉
才是真正的沉醉。
夜已深，本该熟睡的我却失
眠了。披上衣服，走出去发现朋
友坐在熄灭的火堆旁，手里拿着
一根木棒， 不知在拨弄些什么。
我在她旁边坐下，她笑我真会挑
时间，原来是地瓜熟了。用木板
棒扒拉出两个，拿纸包好。虽然
烤焦的部分占了三分之二，但我
们仍然吃得很开心。 到了最后，
她轻轻地对我说:“
有你真好。”我
在想，是“
有你们真好。”
湛蓝色的天空， 大块的云
朵，一望无际的草原，香喷喷的
烤羊肉……一幕一幕，印在我的
脑海里，挥之不去。明年夏天，定
再访一次三宝营盘。

访三宝营盘
履旅游与资源环境学院
暑假应朋友之邀，去了趟三
宝营盘。 大约在晚上七点到的，
那时天色已晚，走在路上，能听
到草丛中的虫鸣声，月亮不是很
圆，却是满天繁星。朋友将我们
带到她家的农家院，规模不是很
大，但很温馨。叔叔把我们叫过
去吃饭， 刚刚烤好的烤全羊，香
味扑鼻，使人胃口大开，大约是
心情好的缘故吧，连饭都多吃了
一碗。 同桌的还有两个外国大
叔，是开飞机的飞行员，中文不
是很流畅， 但我们半英文半中
文， 其中还夹带着不少手势，居
然交流得很愉快。 最有意思的
是，他们很喜欢我们坝上草原的
家常饭， 尤其钟爱那道凉拌粉
条，坚持认为是面条，令人哭笑
不得。晚上躺在床上，本以为很

张艳梅

难睡着，谁知没一会儿就进入了
梦乡，和周公下棋去了。
早晨，太阳还未升起，我们
就去了草原。 露水打湿了裤边，
深深吸了一口空气，带着青草特
有的味道，也是记忆中最为熟悉
的味道，进入肺部，再缓缓吐出，
那感觉，棒极了。询问朋友有什
么计划，她一脸神秘，算了，听从
她的安排吧。远远望去，有两个
“大家伙” 在等着我们， 走近一
看，是两架“飞机”。刚刚好四个
人。 我们听从工作人员的安排，
乖乖坐好， 毕竟是人命关天的
事。是昨天那两个飞行员，回头
给了我们一个大大的微笑，叫我
们放心。 伴随着一阵轰鸣声，我
们离地面越来越远， 下面的人成
了一个个小黑点。太阳升起来了，

李文沛

她问，一切从简不好吗？我没回话，
只是透过洁净的玻璃俯瞰下方那纵横交
错、宽窄不一的道路。我所在的地方是这
所城市最高耸的大厦顶层， 我脚下的路
上正奔流着五彩的血液， 而它们替我回
答了她的问题。
看， 我们本就行走在条条繁乱的路
上，本就生活在一团嘈杂之中，有了这层
层对比， 我们才会将双手高举到空中呼
喊着“一切从简”！“简”在光怪陆离中愈
加求而难得，更显可贵真诚，好似三头犬
翻了个身将肚皮敞给你看、 任你触碰抚
摸。无非只因它信任你。因此在撞上“简
单”时，我们几乎不会去想对错，而是率
先有了个单纯的好印象。 你认为对方待
你再无掩藏，“
信任” 似乎将人与人间厚
重的玫红色帘幕在你们面前缓缓拉开。
“这就像归乡。”你发出这么一句喟
叹。确实，当你对一个人毫无保留，把底
牌全部摊开在桌面， 随后肢体也陷进软
沙发内， 瞧着那金色的灰尘在从窗户漏
进的一方阳光中漫舞。 气氛自是不言而
喻的舒畅。 流动的空气中弥漫着洋丁香
的香气，那正是故乡的芬芳。对方将你桌
上的牌拿进手里端详， 而你并不觉得被
侵犯了自己井口那片狭窄的天空， 反为
那片天空涂上夕阳的颜色， 每片被染上
火色的云都在热情地挽求对方留久一
点，再久一点。因为你爱死了这种“就像
归乡”般简单的舒适感。
你放松了警惕，保持了本色，没再虚
张声势。你简简单单存在于世，如同一望
无垠的沙漠。怠倦渗入骨髓，你懒于制造
绿洲，拒绝让仙人掌生于肌肤，也不再请
风蚀出巨大的蘑菇。放眼去，尽是暴露在
烈日下的黄沙。
然而旅客从不愿久留在沙漠。 旅客
路过沙漠，是为了寻找绿洲、欣赏奇境，
而非是想面临黄沙席卷亦或濒临渴死的
险境。
你大可将帘幕为对方卷起，不过，若
不加遮掩的你只是一捧沙， 无法再制造
惊喜，对方恐怕会选择离开，像离开沙漠
那样离开你。 一旦造成我们成为一个复
杂的人的原因消失殆尽， 我们的思想再
没有戏法可变，那亲密还能持久吗？若一
直简单下去度过将来的年月，复而回首，
必定会感无趣， 因为我们永远更乐于寻
找新鲜感。当你对一个人毫无隐藏之时，
真的能感到自由与安全， 而不是惘然若
失吗？
普通人总是大多数， 我们普通人又
总怕被人轻蔑以待， 所以在揭开帘幕前
甚至之后都在不停成长。 或许成长本身
就是变复杂的过程。 我们本是纯粹无知
的孩童， 清澈的双眸是一对透明的玻璃
珠，而后在不停汲取颜料的过程中，它们
终是成了各色混杂的彩泥。 没人是真的
简单， 说不定他的简单也只是诱你前来
的果香。所谓“
保持本色才是真正的装腔
作势”，或许正是如此。
吹捧一切从简，不过是人为懒惰、为
不愿动脑惺惺作态找来的借口。 不可否
认我们确实需要放松，但还是让“简单”
成为在历经一系列“复杂” 后的奖励怎
样？毕竟，你知道的，越珍贵的东西，人们
越会把握，而路边随手可捡的，人们往往
视而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