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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业

西宁这座峡谷城市，就是山水的产
物。往古，人们依山而聚，傍水而居，乃有

“帝力于我何哉”的踏实和自在。之后，生
存的考验和文化的碰撞，使得此地也像其
他地方一样，模仿山形而筑城，以为抵挡，
以为自固。然后，除却山的凝固之外，所
谓有灵而动，有韵而生；三水绕西宁，把一
种游行和汇聚的品质也注入了斯城。

源自城市周围雪山冰川的三川之水，
汇聚于湟水，将来自高处的清冽和高地之
城的倒影引入黄河。这让孕自青海的中
华母亲河，染上了西宁颜色。我是说，西
宁是山川孕育的灵秀之城，并且天然地带
有引领、贯通的使命。这座位于北纬 36度
的高原古城，把声光色味投入河湟二水，
流淌二三百里后，同样位于北纬 36度的金
城兰州则在早晨拉面杂碎蒸蒙镜片的白
汽中，隐隐散发着来自青藏高原物料的香
味。带着西宁人的梦呓和姿容，黄河继续
东去，一路坎坷，一路创造，一路哺育，北
中国的苍茫和深厚，由此天成。至入海口
不远，竟诞生一座海边秀丽之城——青
岛。前些年，总有人将青海误作青岛，我
将这个笑话谬解为“思源”之无意识心理，
万水归海，海边的回望和回溯，一样是苍
远而阔大的。何况青岛和青海的明珠城
市西宁一样，同处北纬 36度。

这样，我们可以采取仰视的角度打量
西宁。西宁之城，在我看来就是一把有三
水四河修琢的秘钥，引指勾连的作用明
显。而海湖新区所处位置则如钥匙铜头
铁首，确定的匙身的厚长和位置。今天的
海湖新区自古就是大自然风气的呼吸之
道，也是运载文化金声玉振、玉鸣剑啸的
重要见证。同样，从西而走，过海湖，走湟
源山峡，乃至草原，在农耕与游牧交汇处，
陡见大天地，这番景象足以让居城壁之内
安稳生活的人们精神一振。再西，则可入
浩瀚戈壁，这里是人们追求声息相通，交
流有便的重大考验和障碍。逾此，则具备
了向更高处走进的营地；也可以喘口气，
再入丝绸之路而龟兹、交河、高昌，而撒马
尔罕、而大食波斯，直至茀林罗马。不提
近古、中古、远古，就是在五十年前，新城
格尔木在柴达木盆地顶领风沙日夜拔节，
如今已经是刚健青年。当年的筑路人，当
年的筑城人大都在海湖村路土道上留下
过血性的声音。新城格尔木就像是中国
西部的一个小兄弟，和年长的西宁、兰州，
一样神奇地并列于北纬 36度。

柳叶一样的西宁，哈达一样的西宁，
古琴一样的西宁，在两千多年的建城史中

有过独对大野的寂寞，有过阻隔
战火的凝重，有过因为其他丝路
阻绝，而兴盛一时的青唐时间：

“城枕湟水之南，广二十里，旁开
八门，中有隔城，以门通之，为东
西二城。”（李远《青唐录》）据说，
当年青唐城佛寺遍布，商铺鳞列，
各族各色人等杂居共处，十分繁
荣。所谓东西二城，东为商城，西
为王城。

在我的记忆里，西宁的商业
核心区不断从东而西流动。查资
料可知，在相当漫长的一段时间，
东关东稍门地区是西宁南来北往
的商贸聚集地，至上世纪 80 年代，我们还
能嗅到来自西域物什的那缕古香。就是
今天也能从中下南关丰富的饮食一条街，
感受到一种“市场街”的生气和繁盛。而
至淞沪抗战时期，被人称为“我国唯一的
女飞行家”的一代奇女子林鹏侠，奉母命
由新加坡欲赴东三省参战，终因中日签订
协定而抱一腔热血，独自游历西北，行程
万里著成《西北行》一书。在这本书中，我
们看到西宁的商业核心已有明显转移：

“城关划分三区，街市共二十九条，最为热
闹为中山街，商店林立，凡日用等物，应有
尽有，唯有舶来奢侈品则少见。……其余
大街如民生、共和、民族、北大、县门、民
有、同仁、西街、南大、莫家、教场、法院、先
觉街，大致皆现萧条，冷落之象。”

到我上小学时，西宁人气最旺的地方
首推莫家街。农贸市场加特色小吃，再加
街口著名的和平餐厅，再加西宁大十字百
货商店，以及附近的大十字新华书店和刘
胡兰商店，风头一时无两。这种人间热
闹，随着城市的发展而生长、而发展，很快
和水井巷西大街商业区域连成了一片。
夜晚以莫家街和水井巷为核心，一条大街
连通诸多小巷，灯火璀璨，人声鼎沸，临时
搭起的白帐篷遍布街市，烤羊肉、烤饼和
麦仁粥的香气，挑逗着人们的食欲。之
后，商业之火继续西移，城西商业巷成为
了新的繁盛所在。至此，西宁改变了古来

“西为王城，东为商城”的历史格局。而在
商贸向西的过程中，城市也完成了一次次
地自我革新和成长，西宁人也一次次地在
实现对于现代城市的构想和改造。

这样的城市之梦，在海湖新区呈现了
前所未有的实在化。一方面，最大限度地
以万达、唐道 637、新华联等等密集型商
圈，展示了城市的世界时间和互联性；另
一方面，本土的文化和生活元素也以渗入

和连体的方式参与到城市的创造之中。
汉语中“城市”的“市”字，在海湖新区得到
了充分展现。可以说，西宁如今商贸活力
和颜值担当非海湖新区莫属。城市对于
文化和文明的创造、传播和推动作用，怎
么形容也不算过分。二战以后，城市化研
究是西方发达国家科学家瞩目的学术焦
点之一。20世纪以来，加入全球化过程的
一部分城市发展迅速，而远离全球化进程
的城市衰退者众多。中国的城市化发展
的背景、速度远比西方城市化高潮时期，
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状态和问题
更加错综复杂。因此，同一和差异之间比
值的调整，将越来越成为城市性格、气质、
内涵的主核。简单地说，城市应该强调自
我身份，而且是独特的自我身份。这是本
地居民对于本地文化和精神的认同，也是
与其他城市的显著区分。海湖新区的同
一和差异之间比值，某种程度可视为西宁
再次确定自我身份的象征。

作为在大十字长大成人的老西宁人，
我 本 能 地 对 于 海 湖 新 区 持 有 观 望 的 态
度。可是随着一次次在大剧院观赏舞剧、
歌剧、话剧，随着在海湖大大小小的书店
徜徉、凝思，随着不断感受海湖河畔四季
风景的变化，随着在有时呈现梦境一般的
楼群间的迷失和导出，随着生命不断在海
湖留下印痕，而海湖也不断将甜苦酸辣渗
入我的内心——我知道西宁分娩的另一
半，正以化蛹成蝶的轻盈、繁复和美，在北
纬 36度应和着历史的交流融合，生成新的
姿容和载量。西宁放飞海湖新区，这是感
受和理解一种使命，这是西宁在健步向前
走。

这是西宁献给世界，也是献给自己的
一首情歌；这是西宁和西宁人融入世界的
一个梦想；这是一种仍然在变化和生长的
现实，沿着北纬 36度指向更广阔的时空。

读杨廷成散文
◆范超

由长安西北望，仰之弥高着一片高山
高水高大陆。其上有高人，临高风而独
立，风里又丝毫不闻高声语，刮目相看去，
人正为讷言敏行、深情似海的廷成兄，风
便是属于这一场春阳载途、真爱如织的风
吹河湟了。

这是我的梦境吧？却显然是活生生
的现实。细细想想，我们文学兄弟间，又
是长久未见面了！幸好，金秋里乡风阵
阵，吹送来他第二部散文集的样稿，一页
页摊开在我的书桌上，照拂着我的思念，
就像他默坐于我的对面，在海晏河清的国
风里，在尊道贵德的时风中，说几句互助
衷肠，道一声乡邦平安！

廷成兄黑发曲卷，相貌堂堂，一米八
零的个头，是典型的西北男子，却并非风
流才子之类。他为人有侠义古风，诚挚恳
切，顺和自在，从无做作言行，还总是惴惴
不安地怕辜负和亏欠友人。如此一来，天
下斯文人到了西宁，就都爱去他处一游，
共拥一窗灯火，共饮一盏美酒，共同感受
属于他那独一份的“梨花院落融融月，柳
絮池塘淡淡风”的雅致情怀。在那样的聚
会里，我觉得他是能写好散文的，就建议
他以后可以在写诗的同时多尝试这种文
体。他不强迫自己，也不着意装扮，来来
去去，平常旷达，葆有诗人心性。但他渐
渐也就写开了。他的散文就是他的人，少
而精！他心素，没有架子，其文便也不浓
妆艳抹，花拳绣腿。他把农家的生活、故
里的风情、永恒的乡愁一劲儿写出来，每
一篇都是真正的创作，汤汤浆浆，干干净
净，诚诚实实，精精彩彩。他心热，那些从
生活中细致采撷来的诗意矿石，经过他的
文思熏染，又经过他的不俗阅历、个性认
知和柔美情感的冶炼，就化成了铁骨铮铮
的钢水。当这荡气回肠的热流寻找到一
个个合适的时机，完全是自然喷发而出，
充满着热能和热量，温暖着读者，感润着
读者。凡有幸读过他文字的人都不知不
觉地为其中蕴含着的真情实感所震撼，赞

佩着他的本质、本分、本色，真挚服膺着他
的朴实、朴善、朴率……

多少年来，文坛上时常兴起这风那
风，呼呼刮过，人也是五颜六色，走马灯似
的在轮流转换。但杨廷成却还是杨廷成，
依然是三十年不改秉性的河湟男儿。笔
端从不见风花雪月的小儿女扭捏作态，亦
从未有生冷、凛冽和暴戾，他纯真朴朗的
文风丝毫没有受到任何世风的影响。他
的笔墨一直深情地眷恋着故乡三月里田
野上的雨滴、五月里树枝上的花朵、八月
里秋风中的庄稼、十月里缝补寒衣的老妈
妈……他的散文和诗歌，自初始至现在，
几乎全部在书写歌颂着他的故土和家园，
即便去了异地他国，一着眼、一落笔，依然
还是“村桥原树似吾乡”。一个人出生在
哪里，灵魂即永驻其中。制作一个陶罐，
从哪里起手，也得从哪里收口；多些“留一
份心田交与子孙耕”的不开发地带更是体
现着时代进步的大智慧。杨廷成经年守
心一处，终于守得云开月明，惠风和畅。
如此，其人其文，也就必然成全一种让人
喜悦的风范！

大风起兮云飞扬！我祈愿《风吹河
湟》早日出版，也期待能尽快和廷成兄一
道，樽酒相与细论文，兄弟骑马归故乡
啊！此为序！

山水有别
(外二首)

最怕饱满的山水渐生颓废之心。
一抬头，便望见

不堪一击的崖头，大地涌来，野花
散开。飞翔的鸟

牵走云朵，山脊细心触摸草木植
被折后的痛感

春色散尽。你早记起此处秋野疏
密俯仰

霜天中顿首的人
这辈子已山穷水尽。而他的末路

细流如水
它需要微妙的重力压入河床
被迫停下来，才能将混迹于身体

中的漩涡掌控。
江面宽阔，舟辑之外
谁能将或近或远的岸粗鲁拆除？

恰有这镂空的猝然交汇
在一轴画卷中洇透失控的嗅觉。

有时候
不仅仅是起伏的光线
可以细致到流泻某种神秘的指

引。比如残存的经验
从未感到渲染中的勾勒仍可以讲

述呼啸与喧嚣。
像同时仅剩伟大的林涛和石缝中

的杂草
直到山水变在我身体里盘旋，一

首诗和一首诗之间
从未掩饰的与生俱来的裂缝
闪电一样斑驳，和很快将会消失

的轻重
泛起古器安详的节奏与呼吸。

隐藏之物
期待这次停止有洪荒之愿望——
隆起嶙峋，空无的蜜汁一直在冲

撞，沸腾。那无以得见的
持续存储暴力与折叠，废弃这多

念想和期盼。
无法相互占有，足够的易碎的心

有卷土重来的决心
就以一朵花开的苦难
赶来向多年前的碎片致敬。高过

亿万年前的雪莲
雪山之巅的溺亡
仍有人踩着冰浪而来，为能够抵

达山顶扭转风痉挛的忧伤
有人看见云仍挂在山尖，细碎的，

慢慢聚拢的，轻微的呼吸
正在修理自己坏掉的部分。

兰草
迅速充盈胸中的翠色

没有比这更君子的风度。加之汹
涌之势纵横高出天空的部分

黄金的年代执念都无力撤出胸
襟。他们说

招魂后魂魄附身的人
才有原始的忠贞与不渝。
如破茧的蛹，总有用久的律法获

得隽永的尊重
那迷恋于宗法的诱因藏在闪电的

胸膛。
当我在一株草上生活，常常惊讶

有谁敢于做不速之客
像静坐雨水中的钟不知道德早有

预谋
一些时光要把春天的讯息带到叶

脉的纹路……

◆郭建强

北纬36度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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