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千万支蜡烛，
万千束灯光，
拼尽全身能量，
也竞争不过
高高在上的
一轮太阳。

小小的你，
从未奢望与日月同样，
乐享荣耀的诗行，
领受赞美的勋章。
只怀揣一份理想，
坚守一星顽强。
但你署名发表的，
却真真正正是
自己的文章。

□赵国培

萤火虫

本版邮箱：
zhoumolvyou@126.com

红袄漫话
□张文泽/画 冷冰/文

也是乐
朋友晒图度假
山中海边潇洒
咱们守家待地
馋了画鱼描虾

除荒
人忙天地旱
庭院已荒芜
莫等邻家问
回家大扫除

成其材
生尘多戏剧
朽木变良材
多少翻云手
撑持祭祀台

读史
日月不停交替
昼夜相随相依
书中时光无序
出元入宋乱飞

我们这里的春天， 雨水极少， 也
有春雨贵如油的说法。 然而， 风却极
多， 多的几乎天天都有。

因为风多， 而且还很猛的样子，
所以很适合去放风筝。 常常是， 我们
手里拎着花里胡哨的风筝， 顶着风儿
没跑上几步， 风筝便迫不及待地腾空
而起， 好像一个被我们捉住的大鸟，
想迫不及待地逃离我们的手掌， 去寻
找那自由的天空。

春天的天空极美极美。 白云似洁
白的棉絮， 游来荡去， 蓝色的天幕像
一个无边的怀抱， 任凭云儿玩耍。 初
春的风儿已经很柔很柔了 ， 吹在脸
上， 暖洋洋的， 好像一个婴儿的唇贴
近你的脸， 软软的还带着清香。 当你
扬起风筝的线， 牵着他跑来跑去， 拂
着暖风， 顿然觉得醉醺醺的， 真的有
春风吹得游人醉的感觉。

孩子们是最喜欢放风筝的， 每每
此时， 便会不由地念起那首脍炙人口
的诗歌： 草长莺飞二月天， 佛堤杨柳
醉春烟。 儿童放学归来早， 忙趁东风
放纸鸢 。 一首诗 ， 尽显那灵动的画
面， 将春天的景象描绘得异样传情、
唯美。

空中的风筝多姿多彩， 跟这绚烂

的春天景色很匹配。 风筝有雄鹰、 大
雁、 蝴蝶、 蜜蜂、 蜈蚣等应有尽有，
就像田野里七彩的花朵。 只是这些花
朵长了翅膀， 越飞越高， 越飞越远。

这不由念起我曾在南方打工那几
年， 每到春天， 当风筝飞满天， 我仰
望着浩瀚的天幕， 心里不禁会阵阵酸
楚。 这些飞得起劲儿的懵懂无知的风
筝 ， 何尝不是一个个年少轻狂的孩
子， 他们走出家门， 张开稚嫩的翅膀
遨游在天空 ， 想着有一天能飞黄腾
达、 满载而归。 而他们又何尝知道，
那根牵着他的长线 ， 是父母牵挂的
心， 无论他飞得再高、 再远， 这根线
永远都不会断。

风筝的线， 是父母深深的爱， 有
了这根长线， 你才能安稳地飞翔。

记得法国思想家罗曼罗兰说过，
没有志向的青年， 就像断线的风筝，
只会在空中东摇西晃， 最后必然丧失
前程。 可见风筝的线是何等地重要，
短 短 几 句 话 又 将 他 上 升 到 一 个 高
度——志向。

风筝蕴含着爱， 承载着志向， 风
筝的线可是千万不能断。

也有人说， 风筝是船， 线是桨，
没了桨， 船儿只能在风中流浪了。

流浪的风筝 □陈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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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春，我就忙碌起来了。去年以
来， 因资金链紧张带来的一系列麻烦
还在纠结， 堪称我创业十二年来最艰
难的时刻。这段时间，老友奔跑兄寄赠
的新书《面朝大海 烧水煮茶》是我行
囊中的唯一读物。

读读他那宠辱不惊的文字， 似乎
有某种疗效，能让我安静下来。一本20
多万字的书，就这样不知不觉读完。忽
然发觉， 自己多久没能完整地读完一
本书呢？

读完奔跑兄的书， 我第一次为自
己没有好好看看这路上的风景而感到
遗憾。 这些年， 每次出差都是匆匆忙
忙， 喝酒应酬谈判， 对其他事了然无
趣。做一个创业者，总是感到无形的压
迫时时尾随着自己。

奔跑兄虽在国企， 但他负责的业
务不仅行业初创， 生存也是非常市场
化。一些订单几个回合下来，毛利就被
挤压得很薄，有些客户不得不放弃。我
们到达彼此的城市， 有机会就会见见
面。 他酒量有限， 往往很快就不胜酒
力， 此时他的焦虑和沮丧常常溢于言
表。不过，他更会兴奋地交流一些得意
的案例，总结其中的“商业模式”和可
进一步优化的方向，如何发现利润区。
他结束牢骚的口头禅往往是这么一
句 ：“不要太担心 ， 坏事往往也是好
事。 ”他是豁达的。

我常常认为他的豁达来自他的
“背包客”经历。 他早在2000年左右就
是老“驴友”了，活跃在新浪旅游论坛
等一些户外旅行爱好者聚集地。 这里

聚集了一些“特殊物种”，他们坚信“花
最少的钱， 走最远的路， 看最好的风
景”这样的信条。这本书里他特意安排
了一辑“风行万里 不问归期”，是他做
背包旅行的几个案例，略带“自虐”的
风格，有对青春岁月的怀旧之意。不过
于我看来， 却足见那个年代年轻人的
某种“幸运”。那个时候，“诗和远方”都
还不算是太奢侈的话题。

这本书里的篇章更多是奔跑兄这
两年写成的。按我的理解，他的豁达更
来自他的历史学专业背景。 历史学曾
是他的第一专业。 这个学科的修养使
得他的视野似乎比别人有更多的维
度。 他来到一个地方、一座城市，他不
仅能看到一个“现实”的世界，也能感
知一个“历史”的世界，甚至进而期许
某种“未来”。他能把这两者打通，进行
观察、比较和思考。

不过， 你如果以为他一定要去实
地游览一番才能写出文章来， 你就错
了。他的行程也往往很紧，有时来到一
座城市，也只有望洋兴叹的份儿，但他
却能利用酒店安静的夜晚， 用文字来

整合自己关于这座城市的交往史、阅
读史，铺陈出一篇“奇文”来。

他的方法很简单， 就是对与这个
地方有关的某些人物表示关切， 然后
汇集自己的关键经验， 来讲述他们的
故事、他们的人生决策。无论当时曾经
多么惊涛骇浪，他总是写得云淡风轻，
娓娓道来。这时，你可以感受到他的阅
读量可是惊人的。深厚的文史基础，使
得他能够摆脱概念化，走出所谓“借古
讽今”的老套路，他可以从浩瀚的文史
资料中梳理其中的脉络， 探索当时的
人物如何决策，为什么这么决策，给读
者很大的想像、思考空间。 比如，在阅
读的过程中， 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思考
自己：为什么会创业、创业为什么会如
此艰难、又该如何去求解。

手头这本书是奔跑兄赠送我的，
扉页有他的八个字赠语 ： “一念执
着， 一路繁花”。 他说这曾是他给这
本书准备的书名， 最终出版社没有采
用。 听得出来， 他多少有点惋惜。 我
倒觉得两个书名都不错， 对书的主题
都能做某种总结。 他对此表示同意，
只是觉得自己没有浪漫到 “面朝大
海， 烧水煮茶的程度”。

这不是一本普通意义上的 “游
记”、更不是一般性的文史故事，而是
一种风格独特的大文化散文， 来自一
个“老背包客”兼“老读客”的书写。 我
称之为读书与行走的“跑兄境界”。 他
借助旅行主题，带你一起探索山川、历
史、人物背后的文化密码，并洞察其与
现实生活的隐秘联系。

□路风

读书与行走的“跑兄境界”
———读奔跑的文化散文集 《面朝大海 烧水煮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