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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一首儿歌，它叫《种太阳》，它似乎唱
出了我们“聚变人”的心声：

“我有一个美丽的愿望，
长大以后能播种太阳。
……
到那个时候世界每一个角落，
都会变得，都会变得，
温暖又明亮。”

每当唱起这首歌，我眼前就会出现波涛汹
涌的大海在熊熊燃烧，我国“人造太阳”在大海
金色烈焰中冉冉升起，那就是核工业西南物理
研究院的中国“聚变人”种下的未来新能源。

种下“人造太阳”，就种下了美好未来。到了
“人造太阳”成熟的那一天，地球上浩瀚的大海
将成为人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清洁的巨型能源
库！因为“人造太阳”能把核聚变反应产生的巨
大能量控制起来用于发电，而“人造太阳”的燃
料氘和氚就蕴藏于苍茫大海，“人造太阳”能用
一公升海水生产出 300公升汽油的能量！而且
没有核废料，没有环境污染！

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世界发达国家就
把研制“人造太阳”作为未来新能源的主攻方
向。

1955年，在著名核物理学家李正武的提议
下，经周恩来总理的批准，我国也开始酝酿种植

“人造太阳”。
1965年，在四川乐山大渡河畔一座荒凉的

山脊上，出现了一支特殊的部队，他们不穿军
装，却有着营连排班的建制。这些“战士”是毕业
于清华、北大等名牌大学的高材生。他们要在这
西南偏僻地区，建造二机部“585”所（即核工业
西南物理研究院），种下第一颗中国的“人造太
阳”！

那时，他们住的是自己搭建的土坯房，喝的
是天然池塘里的水，生活上一切都要亲自动手。
就连突破重重阻挠从美国归来的著名核物理学
家李正武先生，也要亲手用黄泥和煤粉搓煤球，
身背竹背兜步行十多里到乐山城去背回蔬菜大
米才能吃上一日三餐。

播种下第一颗“人造太阳”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国第一代“人造
太阳”装置——中国环流器一号装置的研制，在
艰苦中迈出了第一步。在当年与“美帝苏修”交
恶的背景下，能找到的参考资料真是少得可怜，
只有一张苏联装置的图片和几张草图。

可是，我国“聚变人”没有被困难吓倒，经过
刻苦钻研，终于设计出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太
阳”装置。可要种下这颗“人造太阳”谈何容易，
那是一项规模浩大的工程，仅仅需要的各类设
备就有 9000多台啊。而偏偏又时逢百业萧条，
连找寻加工这些设备的工厂都成了一大难题。
特别是“人造太阳”的主机，由于制造难度太大，

“聚变人”跑遍了大江南北，都没有工厂敢于整
体承接，不得不将其分开，由沈阳变压器厂和大
连523厂分别加工核心部件。

单说1973年“聚变人”进驻大连523厂研制
纵场线圈，一切都得从零开始，甚至使用什么原
材料都要反复实验研究。在研制的道路上，冷不
丁就会跳出一只拦路虎。怎么办？不能后退，只
能向前！“聚变人”顾不上吃饭，顾不上睡觉，和
工人师傅一起挽起胳膊昼夜奋战，闯过了一道
道难关。

技术难关要过，生活的难关也要过。虽然一
日三餐都是窝头和黑面馒头，一个星期只能吃
上一顿米饭，一个月只配三两肉、三两食油，但
没有一个人叫苦。为了播种“人造太阳”，“聚变
人”咬紧牙关也要挺过去。但是，自己吃苦还能
挺，看见厂里的工人师傅生活更加清苦，还常跟
着加班加点，“聚变人”心里很过意不去，总想给
师傅们一些帮助。大家一核计，首都北京的物资
供应要丰富一些，给师傅们弄点副食吧。于是，
不管谁到北京出差，都要背一些猪肉、油、糖类、
奶粉、肥皂等回来分给工人师傅们。北京每个人
一次也只能买 5块钱的肉，大家就多排几次队
去买。当时都是坐火车，为了不让肉在车厢内捂
坏，就用绳子把肉拴住挂在车窗户，可又怕肉丢
了，夜间就轮换着打一会儿盹。

闯过一道道技术和生活关，一台台设备在
“聚变人”手中诞生，到 1985年，终于种下了第
一颗“人造太阳”—— 中国环流器一号，还获得
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蓦然回首，12个春秋
已悄然流逝，“聚变人”乌黑的青丝，也染上了白
霜。可他们用自己的成功向世界大声宣告：我们
中国有了自己设计自己制造的“人造太阳”！

第二颗“人造太阳”绝处逢生

但是，“人造太阳”要达到点火、成为能输出
电能的核电站，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前进的道
路上要攀登一座又一座科学的高峰。核工业西
南物理研究院开始播种第二颗“人造太阳”装置
时，又面临数不胜数的技术难关，甚至面临巨大
的风险。

最难忘那一年，“聚变人”通过反复实验，终
于用厚达30厘米的不锈钢板制成了第二颗“人
造太阳”的真空室。可还没来得及享受成功的喜
悦，就被当头浇了一盆凉水。原来，这个真空室
的导磁率超过了设计技术指标的上限，有可能
影响到该装置今后做实验时等离子体的平衡。
怎么办？报废吧，不但已投资的数百万元付之东
流，而且装置建造进程的规划时间也不允许！

严峻的现实逼迫“聚变人”必须寻求一种两
全其美的办法。他们立即抽调骨干力量组成攻
关小组，一趟又一趟地奔赴全国各高等院校、科
研单位进行多方面调研和论证，一轮又一轮地
反复进行实验，终于摸索出了新工艺，使导磁率
基本达到了设计要求。注意，是基本达到，而不
是完全达到！那么，这个真空室到底敢不敢用
呢？这可不是普通工程，是我国第二颗“人造太
阳”啊！

“聚变人”知道，在科研道路上，不可能是零
风险，但更不能有半点侥幸心理，必须要有科学
的依据。攻关小组一次又一次地精确计算，一遍
又一遍地仔细讨论每一个细节，最后果断决定：

“冒险一搏，但必须把风险降到最低点！”
在工程调试的那一天，装置中央控制室内，

每个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随着“放电！”一声
令下，各种信号灯开始频频闪烁，我国第二颗

“人造太阳”——中国环流器新一号，开始了它
的脉搏跳动……终于，初始等离子体诞生了。大
家情不自禁地欢呼：成功了！成功了！我们成功
了！

我国第二颗“人造太阳”不仅达到了国际上
同类型、同规模装置的先进水平，而且部分实验
成果已经走到世界前列，进一步提高了我国在
国际核聚变研究领域的地位。

但是，“聚变人”不敢停留在已取得的成果
上，他们马不停蹄地又开始播种第三颗“人造太
阳”。

德国人竖起了大拇指

这时，世界发达国家经过几十年的艰难探
索，已经达成共识：建造“人造太阳”走的是一条

超越目前人类各项尖端科学的艰难历程，单凭
任何一个国家之国力都不可能实现，必须进行
国际合作，共同攻关。

为此，我国第三颗“人造太阳”引进了德国
ASDEX装置的主机。

1995年 8月，一支由“聚变人”中的技术骨
干组成的小分队到达德国，拆卸 ASDEX 装置
主机部件。

令他们吃惊的是，第一天来到工场，不但没
有看到合作方德国人欢迎的笑脸，反而看见一
副担架赫然停在大门口。怎么回事呀？这时，德
国方面工作人员来了，板着一张冷冰冰的面孔，
高昂着骄傲的头指着担架对小分队说：“这个担
架是专门为你们准备的！请你们记下急救中心
电话。”接着又冷漠地警告：“根据合同规定，从
今天开始，拆卸过程中的一切风险都将由你们
自己承担！”

德国人傲慢的态度让拆卸小分队感到突兀
甚至难堪，但他们并不胆怯。他们说：“我们要把
德国人的态度当成安全工作的警钟。我们每天
进门就要看看这副担架，让它时时时刻提醒我
们不管在任何情况下，绝对不能忘记安全操作，
我们绝对不会用到这副担架！”果然，长达半年
的拆卸工作，小分队没有发生过一丁点儿设备
和人身安全事故。

尽管总体拆卸方案早已制定出来，但面对
这个有着上万个零部件，高达十米，总重量达
450 多吨的庞然大物，具体操作时的难度仍然
大大超出预料。

如在拆卸真空室内部件时，施工空间非常
狭窄，而且当初德国人为了牢固，在每一颗螺钉
上都涂了一种特殊的胶，因此螺钉根本就拧不
下来。小分队反复试验，才摸索出了加温拆卸
法。但是这个温度很难掌握，温度低了，胶不能
软化，温度高了，又会损害部件。所以，每拆一个
螺钉都得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而且当初德国人安装主机时靠的是机械设
备，而他们拆卸时受场地限制只能靠人工，半年
下来，一双双握纸笔和敲打计算机的手硬是磨
出了厚厚的老茧。在装置现场协调拆卸工作的
德国人，看到中国人那么能吃苦备受感动，面容
一天天变得和蔼可亲，最后终于带着钦佩的笑
容，竖起大拇指连声赞叹：“中国人真是不可思
议，中国人真是了不起！”

2002年底，我国第三颗“人造太阳”——中
国环流器二号A装置巍峨的雄姿在成都拔地而
起。

光阴似箭。又过了17年，今年，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年轻一代的“聚变
人”又亲手种下了第四颗“人造太阳”，再一次向
世界展示了一个科技超级大国的实力！

难怪不少国外媒体惊呼：这一次，中国又站
到了世界技术的顶峰！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一代又一代中国“聚变
人”的心血浇灌下，我国“人造太阳”必将一天天
走向成熟。

燃烧吧，海洋！燃烧吧，中国“人造太阳”！

赵文来消息说，他要出一本散文集《寻根草》，让
我给他写序。我有些吃惊。我非名家，对散文也缺乏
研究，怎堪承此重任。可赵文执意说，相信我的在场
写作与介入精神，与他的散文有相通之处。于是抱着
同道心理走进赵文散文。

赵文生长于内蒙古科右中旗，是地地道道的蒙
古族，蒙语是他的母语。他的写作是在蒙语语境下的
汉语书写。因此，他的书写所面临的首要障碍是语
言，而文学又是语言艺术，这就决定了他的写作比用
母语写作有更多的困难。他两年前才开始写散文，从
起初的懵懂书写到这本洋洋洒洒的《寻根草》闻世，
不能不说验证了勤能补拙的真理。他怀着对文学的
执着与热爱，以先天的悟性和后天的勤奋，克服了汉
语表达的隔膜。在短短的两年时间，不仅写了大量的
散文作品，多次刊发于各类杂志，还尝试写文学评
论，并成为《作品》的优秀评刊员。

怀着对文化错位的好奇，翻开赵文的《寻根草》。
当我读到他的一篇篇带着他的精神原乡——西日嘎
草原气息的文字，比如《那个叫莫日根的男孩》《大坝
沟，有个寡居的蒙古女人》《巴特尔的公车》等时，我
的内心是新奇的，总是被他笔下的草原人和草原事
揪扯和撕裂，感到隐隐作痛，忧伤而沉重。我先还没
有意识到这正是在场介入的力量打动了我，我试图
从赵文作品中寻找到那种打动我的东西。当我进一
步阅读他带有鲜明草原叙事色彩的作品时，顿觉眼
前豁然一亮。我坚信自己找到了，那就是赵文散文中
透析出来的深深的痛。

是的，赵文的散文是疼痛的，正是在场精神所一
惯倡扬发现的那种身边之痛、当下之痛、时代之痛。

我去过内蒙古草原多次，包括呼伦贝尔草原、乌
拉盖草原，还有许多大大小小不知名的草原；也洋洋
洒洒写过一些关于草原的美丽文字。但旅行心态下
的草原，审美被游玩驱使，表象占据了记忆的空间，
印象中的草原是蓝天白云，牛羊牧歌，曲河绿海，晚
照炊烟，马头琴长调，蒙古包哈达；是美好的，诗意
的，温暖的，更是自在的，惬意的，辽阔的。可赵文笔
下的草原，却给我提供了一个似乎完全不同，至少是
相差很大的草原。在赵文的叙事范畴里，草原是孤独
的，血泪的，挣扎的，困窘的，绝望的，疼痛的。

赵文笔下的草原，撕碎了我对草原如诗如画的
印象。蓦然回首，我对草原的认识是多么肤浅，多么
片面而主观。读他的《寻根草》，我才发现，原来我所
谓的去过草原，不过是对草原地理疆土的踏入，即身
体的在场；而灵魂则相距甚远。我和大多数城市人一
样，只是把草原当作了一个由城市内向城市外逃逸
的喘息地，而飘浮于草原物象带给人的唯美意境里。
随着对赵文文字的阅读，我第一次真正走进草原，走
进草原的深处，触摸到草原的脉搏、生息和疼痛。从
这种疼痛中，我读到了他含着泪对故乡爱的深沉与
关切，读到了一个写作者的悲悯情怀和对苦难的介
入与体察，读到了一个写作者对群体生存处境的忧
虑、关怀、责任和担当。

贫穷之痛。贫穷是落后乡村的共同表征，草原也
不例外。从赵文散文里我们看到，许多草原的悲剧，
都与贫穷有关。如小小年纪的莫日根，学会了偷鸡摸
狗，偷拿作者家里的空酒瓶子去卖钱，翻箱倒柜偷作
者家衣柜里的钱，后来，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小偷。
最后，与惯偷的表哥因偷窃甚至伤及人命被抓进了
监狱，毁了一生的前程。

因为贫穷，图雅的阿爸满仓，经常偷人家的东
西，还教唆自己的孩子去偷西瓜、赊酒等，成了村里
出名的小偷。因偷东西，他经常被抓，放出来，又被抓
进去，反反复复。满仓变成了众人皆知的盗贼和草原
上的一颗毒瘤。关键是，众矢之“毒”下，他的人心似
乎也变得歹毒起来，视偷窃为常物，无罪恶之心；无
端伤害温柔漂亮的妻子萨日朗，毁灭着家庭和人伦
的底线。赵文把这种人性的恶之痛，与草原的自然之
美对应起来，形成了强烈的审丑与审美的对立，让他
笔下的痛，具有了鲜明的草原特色。“满仓常被抓，放
出来一回家就抡皮带抽打萨日朗，哭声振飞了毕勒
古泰山下那片白杨林里刚合眼的百灵鸟。”“满仓被
抓进去了，满仓放出来了，满仓又被抓进去了，满仓
又放出来了……每一次满仓被抓进去好几个月才能
出来，满仓一出来就听到百灵鸟飞出树林的声音和
萨日朗嚎啕大哭的声音。”（《寻根草》）

赵文从小生活在西日嘎，初中去了巴镇。因故乡
的落后与贫穷，让他渴望早日离开西日嘎，去到外面
繁华的世界。后来，他如愿去到了城市里工作和生
活。但根在西日嘎。有根在，便就有了牵挂，对西日嘎
的贫穷衍生出来的痛，更有切肤之感。

孤独之痛。城市人的孤独是因为乡愁。从草原进
城，再从城里返乡的赵文的孤独，是原乡的丢失，从
具象到抽象，从物貌到精神。席勒说：“现代人的中心
特征就是失落了自己的归属性。”城市的拥挤，让他
压抑、焦躁和不安，精神无依。他开始怀念故乡。他在

《回西日嘎》里写到：“我在城里生活，偶尔登上高楼，
若论海拔，有的已经远远超过西日嘎的山，却不能给
我辽阔的感受，那是一种被电梯硬拽上去的垂直的
高度。”城市文明的发展，在带给人生活便捷的同时，
没有给故乡的草原带来莺飞草长，而是让草原变得
愈发苍凉、孤独、荒芜。绿茵如海的草地，渐渐被各种
工业厂矿所吞噬，掀开了草皮，露出黑土，一些草地
被开垦成了农田。鸿雁纷飞的赛罕湖，湖水一天天干
涸，变成了一些鱼商生财谋利的养鱼塘；草原上炊烟
缭绕的红瓦红墙的村庄，渐渐变成了一排排整齐化
一、冰冷别扭的蓝铁皮房。

陌生的草原，让赵文感到空前的孤独。
赵文开始怀疑，怀疑曾经向往的城市生活。他想

到逃逸，借助文字寻求精神的还乡，哪怕是短暂的一
瞬半刻。他对故乡的怀念与书写，便是他的精神还乡
之举。这是全人类的精神命题，也是一个作家的价值
立场和选择，彰显出了作家深邃的人道主义情怀和
超拔的思想境界。在《寻根草》里，西日嘎的草原、毕
勒古泰山、白杨林、塞罕湖、河流、村庄、巴镇等，都是
他骨血里故乡的影子，故乡是他内心深处的一枚朱
砂。他亲切地贴近他们，触摸他们的痛，而思归，记忆
成了精神的依皈。

没有想到的是，还乡也成了碎梦。
偶尔返乡，他总是怀着急切的激动与兴奋，仿佛

不是回曾经的家，而是去一个向往已久的朝圣之地。

他与朋友专门带了相机，希望定格下草原的一切美
好景致。然而，现实很快就把他们的激情粉碎：“当镜
头对到村庄和田野时，他泄气了，满脸愁容，成片的
蓝皮屋顶，在阴沉沉的天空下，显现出刺眼的瓦蓝，
与山草格格不入，村的外围是成片的农田。”（《回西
日嘎》）记忆的撕裂，让赵文精神的依皈和支撑顿失。
在《巴特尔的公车》里，孤独是消失的湖水，是被破坏
的草原，是被驱离的故土，“那时的塞罕湖，碧波荡
漾，一望无际。湖边不时飞来鸿雁，发出动听的旋
律。”“这几年湖边的牧区开始种田，把湖水引到田里
浇灌，湖面逐年缩小。听说过几年还要搞开发。”《孤
独的大灰牛》里写道：“刚出村子有一片灰色的土地，
像一面极度混浊的湖，阳光下吐出奇怪的味道。就在
灰土的边上，大灰牛一动不动地站着。”“回家路上额
吉告诉我，灰土的制造者是铜矿，从未往南走过的大
灰牛想找一片肥沃的草原，它没找到。”原来，大灰牛
为寻找肥沃草原而走丢了，下一个走丢的又将会是
谁呢？更没有想到的是，自己一个土生土长的草原
人，在还乡途中竟被驱逐：“我去了塞罕湖，却被人赶
了出来。原来，塞罕湖已经承包给了鱼商，灯火通明
的水边已听不到鸿雁那动人的鸣叫。”

应当指出的是，赵文的这种孤独，不只是属于他
个人的，而是属于整个草原，是当下草原的精神病
候。在《心中流淌草原的孤独》中，赵文写到了草原的
孤独，草原人的孤独，自己的孤独。当他深刻认识到
孤独、疼痛和荒凉，是草原的本质、基因和胎印，谁也
无法回避时，他开始了反思，反思自己过去因对理想
草原的渴望和向往，他所表现出来对现实故乡草原
的荒凉和疼痛，幼稚的背离、嫌弃和漠视。他在该文
中写到：“城市在南，声音在北，我的羞耻，我的背叛
被来自北方的声音提醒。我恐慌起来，用力抽出抽
屉，将刚写好的‘美丽’的草原付之一炬。”于是，他不
再写一些所谓美丽草原的文字，来满足一些对草原
有浪漫憧憬的外来者的阅读欲望，而是重新审视草
原，接纳草原，直面草原的痛与悲伤，从而，有了写作
立场的转变。他的转变，令人感到欣慰。他对草原曾
经美丽的怀念，真挚而热切，痛也更加彻骨。

人性之痛。这是最深刻的痛。赵文散文的疼痛，
是通过人呈现出来的，包括人的生存状态、人的命
运，人性善与恶、追求与挣扎等等。从作家的存在价
值看，这无疑是正道。文学是人学，文学关注的人，是
当下的人、身边的人，及当下人的生活、生存处境与
精神困境。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指出：“现代知识
界对于道德进步的主要贡献，不是哲学或宗教的论
文，而是（诸如小说或民俗志中）对于各式各样特殊
痛苦和侮辱的详细描述。”关注人类生活的痛苦，对
人类自身精神世界和生活世界进行审视和问询，是
现代文学基本的文化功能，也是现代文学必然的使
命和归宿。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草原养育了草原人，也改变
着草原人。昔日“田园牧歌”式的单纯怀念，或诗意栖
居的草原，草有多美，水有多美，似乎已成往事。赵文
不仅发现了这个残酷的现实，而且怀着一个作家应有
的责任、关怀和担当，去匍匐草原，关注草原的疼痛，
介入草原的苦难，陷入草原人性之痛的悲伤。他笔下
的草原人，无论是图雅、金刚、满仓、萨日朗、莫日根、
牡丹，还是其其格、齐鲁、巴特尔、色仁叔、阿茹娜，都
是悲伤的，忧愁的，无奈的，无助的，痛苦的，甚至充满
了人性异化的恶。“生活有时荒诞可笑，原本老实的木
匠在五颜六色的世界里失去了自己，酗酒、打牌、找小
姐……从一两天不着家，再到十天半个月不着家。”
（《寻根草》，木匠是文中主人翁图雅的丈夫）。

在《大坝沟，有个寡居的蒙古女人》里，人性则成
了强权的象征，爱情的祭品。其其格与齐鲁是爱侣和
夫妻，某部长的儿子对美丽的其其格垂涎已久，“未
得到其其格的某部长的儿子恼羞成怒。他设计陷害
狱中的齐鲁，使其得了严重的性功能障碍，还利用关
系辞掉了其其格的工作。”

《寻根草》一书，是赵文对西日嘎草原人性之痛
的立体呈现。在书中我们看见的草原，有生存之痛，
爱情之痛，梦想之痛，生态之痛，还有他个人内心对
草原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纠结之痛。可以说，一切人
性触角所到之处，都可触摸到疼痛之感。作者以审丑
的逆向审美方式，来揭露草原的黑暗、丑陋、肮脏、冷
漠，他深沉地爱着他的故乡西日嘎草原。他想通过他
的书写，让更多的人关注草原，了解草原，认识草原
真正的样子，从而帮助草原健康地发展。他心疼草原
人生活的贫穷、落后、不堪与艰辛，却又抵触现代文
明对草原的撕裂、破坏与改变。赵文说，他多么希望
他的西日嘎草原的未来，既能保持传统草原的和谐、
宁静与美丽，又有现代文明的优越与舒适，在草原上
生活的人们，自在地放牧着牛羊，享受着天人合一，
不再痛苦、挣扎与悲伤。生活的美好，就像草原上回
荡萦绕的长调一样，悠悠绵长。愿望是美好的，也是
值得祝福的，西日嘎草原的未来，值得期待。

无疑，赵文的《寻根草》，以一名在场者的姿态，
通过鲜活的草原叙事，呈现出了草原的现状与疼痛，
表达了作者对故乡草原的深情与关切。他的写作价
值取向，直抵散文写作的本质和核心，也是对文学终
极价值的追求与践行。记忆中，赵文似曾一度对写作
介入现实、关注当下、体察苦难产生怀疑；对文学对
现实的关注、痛感的表达，是不认同的，甚至是抵触
和排斥的。欣慰的是，在经过一段身体力行的创作探
索后，他用自己的作品作出了自信的选择。我不否
认，我也经历了一个由“风花雪月”到“俯身大地”的
写作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是名副其实的“患
难同道”。

俗话说，“道不同者不同与谋”；这话反过来就
是，“道同者当同与谋”。作为同道，我最深切的感受
是：文学观念、价值立场的确立固然重要，但要形成
介入的自觉、提升发现的能力和做到表达的“辞达”，
是一个长期艰苦，且只有开头、没有终结的过程。就

《寻根草》而言，部分篇什对书写对象的发现与艺术
表达，如能再下些功夫，对人性的挖掘再深入一些，
进一步探寻草原破碎的更深层次的根源似更好。

知道“痛”，并关注“痛”，这是一个作家的良知所
在。发现没有止境，散文写作没有止境。我们永远在
路上。与赵文共勉！

赵文的散文集《寻根草》日前已由团结出版社出
版。

赵文散文的“痛”
□ 张蔓莉（重庆）种太阳

□ 刘小革（成都）

亲水南部杯《我和我的祖国》征文

前一阵，朋友回家探亲，我终于又见到了儿
时的“发小”。寒暄之余，我带“发小”找地方喝
茶，找来找去，来到一河边露天茶园，其时天气
正好，暖阳高照，闲暇的人们齐聚于此，喝盖碗
茶，谈天说地，好不热闹。

热闹归热闹，热闹的另一面却是嘈杂，露天
茶园环境绝对不能跟大都市里茶楼的清雅幽静
相比。正担心“发小”不适，“发小”却一屁股坐了
下来，像久归的游子找到故土一般，神情惬意地
直呼上茶。一股滚水直冲碗壁而下，上好的花茶
顽皮地在沸水里打滚，馥郁的茶香便在会心的
笑意中直入人的心脾，惹得“发小”呀呀地直呼：

“安逸，舒服！”
暖阳下面喝“盖碗”，喝着“盖碗”聊家常。话

题在时光中翻飞，我和“发小”也在不经意间重
温儿时的快乐，工作的劳累生活的艰辛仿佛也
淡然化之，我们就是两个无忧无虑的少年，心地
变得特别的纯净。

我忽然想到前不久，我一个朋友请客的画
面。朋友有一定职务，又是医学专家，而她要请
的是大学闺蜜和闺蜜的老公。这对夫妻也很了
得，妻子是一家省儿童医院主任医师，丈夫是一
所大学医学院博士生导师，两口子都是留美博
士。赴宴前我暗想，请这一对“璧人”一定得找个
高大上的地方，不然可能配不上他们的身份地
位。

可是到了请客的地点我傻眼了，那就是
一个路边店，专卖串串香，虽食客如云，环境
却不敢恭维。要命的是从不沾酒的朋友正和
这一对夫妻“拼酒”，用的是土碗喝的是土
酒，一副大碗吃肉大碗喝酒的派头，一桌人
甚是高兴，竟看不出一点身份与地位的烙
印。高谈阔论间，那个博士后丈夫在独自吞
下两大碗粮食酒后，竟“口出狂言”明年还要
来拼酒。我敢发誓，这份欢乐，这种无拘无束
的轻松与自在，在此刻是绝对真实的。越是

平常的地方，越是容易放下伪装抑或是社会
附加的某种标笺，让心灵变得单纯，让友情
回归本真。

我们有时候活得累，就是因为在人际交往
中过于“用心”，怎样请客，送什么礼，往往超越
了加深情谊的范畴，让交往变成一种累赘，一种
受罪。如此的交往，可能受之者有愧，反过来想
方设法加倍报答，无意的攀比就演变成一种恶
性循环。其实生活中的很多好习惯和平常心往
往都是被我们自己破坏的。

现在，探完亲的“发小”要回南方了，我送他
两袋家乡的红苕粉条，他送我两包南方的紫菜，
礼轻人意间，留下了情深意长。多年前姜育恒唱
的那首《平平淡淡才是真》，正是悟透人间世事
的心灵之声：“不管明天要面对多少伤痛和迷
惑，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
平淡淡从从容容是最真，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
首我心依旧……”

至深情谊是平淡
□ 杨力（成都）

“聚变人”在“人造太阳”内部进行检修 （王大江 陈荣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