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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
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地飞翔。
一会儿翅膀碰着波浪，一会儿箭一般地直冲向乌
云，它叫喊着……”

——高尔基《海燕》
海燕所代表的是坚强，一如小山村里这个叫

梅海燕的姑娘，命运多舛、自强不息，用文字在编
织自己七彩的梦想。

身处塞上，榆阳区鱼河峁镇梅家畔村的冬天
很冷，但海燕此刻很温暖，她拿到了属于自己的作
品集，新打印的书籍还散发着墨香，虽然这还不是
一本正式出版物，但她的梦又近了一些。

坎坷人生七彩梦

海燕的梦是终年躺在床上筑成的，她是残疾
人，患有成骨不全症，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搪瓷娃
娃”或玻璃娃娃。

大约在1998年，就读初一的梅海燕突然出现
腿疼、走路不灵活的问题，并逐渐发展为易骨折的
症状，四肢骨骼均出现过骨折。经过多方诊断、治
疗，无情的病魔还是将海燕推倒了，身高逐渐萎
缩、常年卧床不起。没有发病前的海燕爱学习、表
现突出，每每都被评为“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周
围的人无不慨叹：“这个娃娃，可惜了！”

从此照顾海燕的重担就落在她父亲梅存华的
肩上。

读书期间，海燕就酷爱文学，喜欢写文章。近
二十年了，海燕饱受着“脆骨病”的折磨，家庭也遭
受了诸多变故，但那个埋藏于心灵深处的“作家
梦”从未熄灭。

在破旧的作业本上，她用心书写着生活的苦
与乐、人生的诗与思。那一行行娟秀小字，浸染着
对生命、对家人、对世界、对文学的爱……

海燕的文字里最多的是泪水和亲情：那天的太
阳毒得像是被烈焰驱赶，天地间像个大火炉，土地
冒烟烧得人影无踪。父亲在一条崎岖不平的黄土
飞扬的路上，背着患有腿病的我艰难地行走……我
低声地说：“爸，我能走动。”他无比难受地站了起
来，看着我一瘸一拐走动的身影……他背转身悄
悄地揩掉泪水，怕我看见。快步走到我身边，拉着
我的手在烈日燃烧着的黄土路上，深一脚、浅一
脚，高一步、低一步地向前挪去……

海燕的文字里也有希望和感动：透过泥点斑
驳，对我而言的“世界”之窗口。我看到一群小小
鸟压弯了院里那棵稚嫩、不太强壮的榆树梢。沉
甸甸的树杈被压得左摇右晃，上下乱颤，像负荷不
了这意外飞来的重礼，随时准备放弃生命的一条
手臂……我呼吸急促，心情紧张，担心地等待那榆
树致命的惨叫声撕裂我的耳膜。喘息的树梢没有
一只鸟儿掉下来……顽皮的小鸟定是惬意极了，
任由那可怜的树梢打着摆子发抖，没有丝毫离去
的意思。听那愉悦的歌声，多么响亮，就像一只小
鸟住进我的耳朵里唱歌一样嘹亮。发自内心的歌
声大概就是这样吧！这歌使本来担心榆树梢命运
的我完全沉浸在这美妙快乐的乐曲里。此曲只应

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呀！
海燕曾经多次鼓起勇气向报社投稿，也许因

为她的文字还显得稚嫩，也许是编辑们不知道这
些文字背后的故事……虽然没有得到回应，但海
燕还是继续坚持着自己的梦，笔耕不辍。

为海燕的梦想插上翅膀

因为结对扶贫工作，榆阳区委组织部副部长
高京走进了海燕的家，结识了海燕和她的父亲。

此刻，海燕家家徒四壁。父女二人相依为命，
已渐年迈的老梅罹患眼疾，几近失明。看着因病
致贫的老梅家墙皮剥落和墙上的裂缝，高京很快
帮他家向乡镇申报2016年的贫困户危房改造并
捐钱捐物。当高京再次来走访的时候，老梅和海
燕住进了明亮干净的房子。脱贫的强烈意愿又让
梅存华依靠政府的政策补贴买了头小牛，高京特
意又给他买了台价值 1200 元的秸秆揉丝机。
2017年，养牛让老梅赚了2000多元，对未来充满
了信心……

高京说，生活虽然贫困，但从未放弃，这家人
始终充盈着一股顽强的力量。这股力量，触动了
他的灵魂深处。修房买牛、添置农机、送钱赠物，
这些物质的帮扶固然实惠，但高京注意到，对卧病

在床的海燕来说，似乎更需要一些精神的慰藉和
温暖。

一次偶然的机会，海燕告诉他，自己喜欢文
学，写过诗歌、散文和小说，但那些东西在家里整
修房子的时候弄得找不到了，言语间充满了遗憾
和惋惜……

高京决定用自己的绵薄之力，帮海燕圆一圆
她的“作家梦”。为了这件事，他发动老梅在家里
四处找寻，让组织部驻村扶贫的第一书记宣皓升
和工作队员胡军同志帮忙搜集。功夫不负有心
人，海燕的手稿终于找到了。那个写满文字、皱皱
巴巴、已经泛黄脱页的作业本，承载着海燕的沉甸
甸的“作家梦”。

海燕的文字打动了许多人，人们自觉地加入
到一个圆梦的队伍中，榆阳区组织部里年轻的同
志王关宝、高蔷、张悦、李叶等都放弃休息时间逐
字逐句整理文稿，又有热心人参与排版、印刷等工
作。他们把海燕的手稿变成铅字，汇成一本属于
她自己的诗文集，名字就叫《海燕的梦》。

塞北大地冰雪覆盖，寒风凛冽。握着自己的
作品集，海燕觉得周围的一切温暖如春。她继续
拿起笔，书写内心的感动。

海燕梦成的路也许还很长，但梦里有七彩光
芒在等待她凌空翱翔……

这就叫创作，白狼叫“药捻子”。他生前曾对采访他的人说，每
一首歌都有一个药捻子，就像堆了一大堆火药，但如果没有药捻
子，那是不会燃烧不会爆炸的，只有有了药捻子，才能引爆。实际
上，就是我们所说的“灵感”。

当然，药捻子之前，是要有“火药”，那才是多少年的积累，不是
一朝一夕就可达到的。

对白狼来说，他的“火药”就是赶牲灵。
从十六岁开始赶牲灵，他一直再没有停歇，最远的一次走到后

套的外蒙边界。他说，他的歌不是喉咙里唱出来的，是靠腿走出来
的。他一共走烂了多少双鞋已经记不清楚了，他只记得自己的婆
姨天天给他做鞋，白天也做，晚上煤油灯底下还在做，抽麻绳抽得
右手掌里起了一层厚厚的茧。白狼人长得大，分量重，走起路来特
费鞋。人家穿一双鞋，他就得穿两双鞋。他说，他穿烂了多少双
鞋，就唱会了多少支歌。确实，他可以三天三夜坐下来，不打重版
地一直唱下去。他曾对中央电视台的采访记者说：“我记性可好
了，八岁时学的歌这会儿也记得。识字的人是依着字看，啥事都往
本本上记，用的时候还得翻本本。我不识字，就在肚子里死记，唱
的时候‘翻’肚子，这样一辈子都忘不了。”

他就是个歌篓子。
最出名的还是那首赶牲灵曲子。
毛驴驴不乖那个棒棒捶
挨打受气那因为了谁
石狮子长腿不上树
想老命想得那实在不行
骑上骡骡八匝坡坡瞭
心也跟上你走了
骑骡骡骑在马身上
种病根种在你身上
想老命想得上不了炕
炕楞上画下那人模样
想老命想得得了病
抽签打卦问神神
心里头想老命井里头看
眼里头泪蛋蛋抛也抛不完
……
他说，想唱的时候就尽管唱，想唱什么就唱什么。不要憋，憋

长了，会把人憋坏的。正如他所唱的：“唱曲容易得调难，学会唱曲
解心宽。”

白狼所到之处，受欢迎的程度是自发和自觉的。西口路上，许
多店家设法让白狼住他们的店，免费为他提供食宿草料，他们为自
己听，也为客人听。白狼住什么店，其他赶牲灵的也住什么店。有
的店掌柜还专门宰鸡杀羊款待白狼，他成了深受口里口外店家和
百姓喜欢的红火人，山曲王。

陕北一带连带晋陕蒙交界地区赶牲灵的路有多少条，太多
了。赶牲灵的人有多少，谁也说不清。这些都是历史数字，过去就
过去了。但，还有那些过不去的仍留在人们记忆里的，就是那些既
赶牲灵又创造以及记录了赶牲灵过程和故事的民歌手。

其中，唱得最响的还数张天恩的那首《赶牲灵》。
张天恩的家在黄河岸边吴堡县张家墕村，这是东西赶牲灵的

驿站，山西赶牲灵的渡过黄河第一站就是张家墕，陕北赶牲灵的在
张家墕歇一站渡过黄河第二天即到达山西。不管冬夏，张家墕都
是人马吵叫，白天晚上的驼铃声不绝于耳。

父亲赶了一辈子牲灵，他不希望张天恩再干这个营生，这个营
生太苦了。

父亲哪里知道，儿子躲过父亲的眼光，跟着那些赶牲灵的“干
大”们混在一起。“干大”是父亲的结拜弟兄，是拈过香磕过头盟过
誓的“干兄弟”，自然对这个“干儿子”格外照顾。他们教他如何给
骡子备鞍鞯，如何给毛驴裹脊梁，如何让驮子左右两边一般重。还
在路上教他唱山曲。这家伙，天生一个唱曲的料，一拨就转，一唱
就会，还赶着一首接一首地让“干大”们再教。

等到父亲知道这一切后，他已经是一名赶牲灵的行家了。父
亲只得打了门牙往肚里咽，引他上路。那时，他才一鞭子高。

环境塑造人呀。
父亲不让他多唱歌，父亲不识字，但主流文化的影响很浓厚，

对“唱戏吹鼓手”的人带有很深的偏见，认为那是下九流的生活，并
固执地坚持，如果就这样唱下去，恐怕连个婆姨也找不下。张天恩
不服，可眼看过了二十，婆姨还照不见个影影，张天恩也有些危慌，
也曾暗自思忖，真的不能再唱歌了？也有几天，他下决心不唱，可
憋到第五天头上，他的心跳得厉害，他摸摸胸腔，里边似乎憋满了
气，气鼓鼓的，马上就要爆炸似的，得了什么病？真得了大病可能
这辈子就唱不成了，趁现在还能唱得动，就唱几首吧。嗨，一唱出
口就刹不住了，一口气唱了十几首，再摸胸腔，平平的，舒舒的，不
憋不胀了。

自那后，他又唱开了。
又几年，天恩的山曲已经唱得炉火纯青了，一嗓子出去，满山

遍坬的耳朵都竖了起来。这之间，有一双耳朵尤其竖得端直，她离
张家墕不远，住在白家塔，张天恩赶牲灵常路过白家塔，这个十六
岁的姑娘就竖起耳朵听张天恩唱。先是偷偷地听，躲在麦草垛后
面听，后来就站在院里硷畔上听，再后来就站在赶牲灵路上听。张
天恩发现了这个姑娘，赶牲灵的“干大”们也发现了这个姑娘，就让
姑娘跟在驮队后面听。听着，走着，就走到了张家墕。

姑娘叫白来英，长得不算俊，但端庄大方，朴实能干。只是姑
娘的父母坚决反对，他们坚持认为，是这个赶牲灵的小子走南闯北
学油了嘴头子，将他家的黄花闺女骗走了。赶牲灵不是正经的庄
稼人，就是“刮野鬼”，靠一双脚靠一张嘴走到哪野到哪，没家的概
念，没家的牵挂，三月五月不着家，撇下家里老婆孩子只顾自己外
面吃四家。再说，时间长了，那些店里的女人都是薄嘴皮儿，为了
那两个钱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所以他们死活不同意。然而，
他们的女儿已经一天也离不开张天恩的歌了，晚上不听睡不着觉，
白天不听吃不下饭。爱屋及乌，她看见张天恩哪哒哒都好，走路疯
快，说话幽默，人也长得周周正正，正像天恩教她的山曲里唱的，

“墙头上跑马还嫌低，忘了娘老子忘不了你。”说实话，她已经顾及
不了娘老子的态度了，整日里一脑子想的就是天恩。

坚持就是胜利。娘老子的坚持硬不过女儿的坚持，只能悻悻
地对外人说：“眼睁睁看着女儿往黄河里跳。”

我生活在一个不健全的贫困灾难重重的家庭
里。爸爸、妹妹、弟弟这些至亲至爱的亲人们，用
永远不变的热情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卧病在床的
我，温暖我那颗孤独绝望的心。

朴素艰苦忠厚善良的爸爸，那双需要好好休息
的眼睛总是布满血丝，充满疲倦，黑黑的胡子密密
地插满下巴，使爸爸看起来和实际年龄不相配，显
得很老。他既是我们的母亲，又是我们的父亲，温
柔、慈爱又严厉和冷静。

爸爸也会讲故事，也会猜谜。至今我还清楚地
记得爸爸在有限的空隙里给我们猜那些谜。什么
一棵树不高高浑身长些木刀刀；什么青石板，板石
青，青石板上绽银锭等等。记得当时，我们姊妹仨
煞费苦心想破脑袋也没有猜对一个。不过这样的
时候是不多的。爸爸一年总是东跑西颠地干这干
那，他那双缠满胶布、布满老茧的手是岁月艰辛的
见证。

如果说家就是一座房子的话，那妹妹就是支撑
这座房子不倒的中心柱，因为我的原因，妹妹过早
地告别了那神圣庄严的知识殿堂，用稚嫩的肩膀
挑起了生活的重担，陷入了艰苦的生活泥沼中。

由于常年暴晒在太阳下操劳，妹妹黑黑的脸
庞，那双大大的眼睛里有着和年龄不符的疲倦。
妹妹做事风风火火、麻麻利利，就服气她那股敏捷
利索劲儿。

妹妹特别爱听故事。我总是把我知道的讲给
她，每次她都听得十分专注，十分认真，好像她整
个人都沉浸在了那些有趣的故事当中。有时，她
会为那些故事中遭遇艰难、生活悲苦的人掉眼泪，

好像这些是她亲眼看到的。
不管是吃东西还是对我们极有诱惑力的新衣

服，她总是设法让自己少拥有，这使我这个做姐姐
的常感到无地自容。

妹妹和我一样是电视迷，不过她太辛苦了，总
抵挡不住瞌睡虫的诱惑，和电视剧失之交臂，只能
遗憾地在梦里幻想了。

弟弟是我们家的希望，他是我们家唯一上学的
人。我们都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希望他不再重
复爸爸一样东山日头背在西山靠卖力气刨土地吃
饭的命运。但弟弟好玩，他对那些厚厚的书不感
兴趣，难道他不知那些宝贵的书是他摆脱农民命
运，通向美好生活的一块铺路石吗？

弟弟胆小，说他胆小如鼠，他还不如老鼠呢。
老鼠大白天还敢肆无忌惮地偷食呢。雷声有什么
可怕，只不过声音震耳罢了。而他却怕得要命，怕
得掩耳，就好像雷声和炮声一样会把他炸个脑袋
搬家似的。有一回夜晚，天气很好，星星调皮地向
人们眨眼睛，谁也不会想到这么好的天气会使我
的弟弟想到雷声，这真是让人笑掉大牙。

弟弟很淘气，倒真像个歪话发明家，他把爸爸
的胃药雷尼替丁故意戏说成“雷没屁停”，没雷这
恐怕是他的愿望吧。我想给这药命名的那个人知
道会不会被气疯。

唉，这个胆小、古怪、淘气、可爱的半大小子。
这就是我的那些至亲至爱的亲人们，他们用

他们的善良、他们大海般宽阔的胸怀包容我的
一切。

噢，我的亲人们！

昨夜，你一身素白，悄然降落在人间，
带给人们一个意外的惊喜。你用你特有的
洁白，装扮了一个世界。你给房屋戴上了
白帽，你给枯草披上了白纱，你给山穿上了
白衣。

我躺在床前，隔着玻璃窥视你的杰作。
这使我想起了：“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
梨花开。”啊，真美呀！我多想置身于你的怀
抱，走近你，细细地看你，欣赏你打扮得独一
无二的纯白世界。你用你的身体，给大地盖
上世间绝无仅有的纯白的厚厚棉被。我们疲
倦的大地母亲，在你的呵护下沉沉地、舒服地
睡着了。

听那脚踏你的声音，那脚污染了你的纯
洁。我觉得心痛，但你不在乎，你在人们脚下
唱着动听的歌。咯吱咯吱……那是任何音乐
都难与之媲美的歌，那是你用生命谱写奏响
的生命之歌。

听，孩子们的笑声、喊声、叫声、歌声，那
是孩子们唱给你的快乐之歌。这歌是你让他
们唱起来的，这笑是你带给他们的。他们用
你打仗，他们用你堆小人，他们用你滚球。你
任凭他们脏脏的小手拍打你、滚你、踢你，你
无怨无悔。因为你听到他们发自内心的快乐
之歌。

我隔着窗玻璃静静地聆听你的歌。哦，
我听见了。我听见了你唱给我这个生命枯萎
的孤独人的歌。我想那是你唱给我的，仅唱
给我。那歌只有我能听到，只有我懂。

赶 牲 灵
垄耘

连
载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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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燕的作家梦
本报记者 李苗苗

述说我的一家人

梅海燕作品选登

雪之歌

人间有真情
李苗苗

这是一个扶贫路上的故事。
这也是一个人生的励志故事。
这还是一个文学可以温润人生的故事。
这个故事讲述人间有真情。我们相信，梅海燕的作家梦在越来越靠近。

但断翅的海燕真的需要爱和温暖的支撑才能鼓起勇气前行。《海燕的梦》这本
小书凝聚着海燕的心血，也寄托着扶贫干部的真情。这种在细节处所体现出
来的温暖，似乎微不足道，却能恰如其分地让阳光照进她的生活，也许能帮助
她度过生命中难熬的时光。

断翅的海燕趔趄启航，飞过陡峭冰岩，飞过凶悍的风雨雷霆，一颗勇敢的
心，飞翔，飞翔……她的文字，也许又是一个奇迹的开始，能给人带去积极向上
的力量。这标志着一场圆梦接力已经开跑，还将在今后的岁月中延续下去。

海燕的故事是个例，但也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脱贫攻坚贵在精准精细，
成在用心用脑。扶贫既要送温暖，更要送志气、送信心。深入细致地面对面去
开展工作，送去的是“润物细无声”的感动，也让人看到了未来和希望，鼓足了
从“要我脱贫”到“我要脱贫”的勇气。

人间有真情，暖意融融。

梅海燕沉浸在倾听高京为她阅读自己创作的喜悦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