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右江沙龙

文坛资讯

心闻频道

秋风一起，树叶哗啦啦往下掉。我漫无目的
地走在街上。前面是一家理发店，我摸了摸自己
的头发，已经盖过耳根了，该修剪修剪了。
“嗯。”我径直走进理发店，坐到凳子上。
“先生要剪成什么样的呢？”理发师一边给

我准备一边跟我说话。
“给我理个光头吧”，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

会冒出这个想法，也许是刚才看到秋风扫落叶
触景生情吧，也许是对自己的挑战吧，懂事后就
再也没有理过光头。
“你是说理光头是吧？我没有听错吧？你的

头发这么好，为什么要理光头呢？况且现在天气
已经开始转凉了。”
“就理光头，没事的。我决定了，不会怪你

的。”
“你确定要理光头吗？剪完了就没有后悔药

了。”
“没事，剃掉了还会长出来的，又不是不会

长。”
理发师见我态度这么坚定，才很不情愿的

给我理，三下两下就剃光了。我摸了摸又光又圆
的脑袋，开心的笑了———没想到我理光头也挺
好看的。我迫不及待地冲出门，想给我认识的人
一个惊喜。

“记住，有什么事千万要想开点，别做傻事！”
理发师又追出门朝我打手势。我摸摸头，真正体
会到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为什么要那样
说呢？正当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有人叫住了
我。
“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你呀？！”小李过来摸摸

我的头。“怎么回事呀？怎么理个光头呀？是不是
受到什么刺激啦？跟老婆离婚啦？”
我说：“没有。你不觉得我理光头很好看吗？”
“谁相信呀？无缘无故理光头，肯定有问题。”

小李是小时候跟我玩得比较好的朋友，说话是个
直心肠。

第二天，乐滋滋地去上班。心想，同事看到了
肯定会很高兴。
“哎呀，我差点都认不出你了！”老王一直盯

着我的头看，从后面追上来跟我打招呼。“最近怎
么啦？是不是挨领导批了，对领导有意见？还是对
社会不满呀？”

我说：“没有。你不觉得我理光头很好看吗？”
“你要不想说就算了。”
过了一些天，我又遇见了小李。他又追着我

问：“到底什么事呀？你怎么无缘无故理光头呀？”
我说，真没什么事，就是图个新奇。小李又是软磨
硬泡，非要弄出点事非，我没办法，只好昧着良心
说“最近跟老婆离了”，小李一听，脸上露出了一
丝僵硬的笑意：“我就说嘛，没有理由理个光头
的，肯定是出了什么事情的”。一番安慰之后，小
李走了。

有一天我跟老王下现场干活，老王又追问我
理光头的事，最后实在说不过，我也只好昧着良
心说“被领导批了”。

日子似乎平静了一段时间，我也过了几天太
平日子。有一天小李和老王同时跑来找我。
小李说：“你那天不是说离了吗？怎么前天我

看见你跟你老婆手牵手散步呢？”
老王说：“那天你不是说被领导批了吗？怎么

我见你还跟他们有说有笑的呢？”
我说：“我不就是理了个光头吗？你们至于这

样吗？”从不发脾气的我扯着嗓门叫了起来，小李
和老王两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呆呆地摸着
脑袋。

光头记
氧化铝厂 佚名

今年夏天，在分公司的组织下，我有幸参加
了由南宁星宸公司举办的科级管理人员培训课
程。三名授课讲师都是企业管理方面的专家，他
们有着精湛的理论知识、丰富的实战经验、最前
沿的思维和独具特色的授课方式。听他们的课，
不仅对工作有益，也可以帮我们感悟生活。

舍得
刘剑老师讲，成长的四个前提就是目标、承

诺、舍得、检讨，令我感触最深的是舍得。
人最重要的不是得不到什么，而是舍不得什

么。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现在做的每一件事
都是在为自己打造未来的生活。有的人抱着拿多
少钱就做多少工作的态度做事，如果只做与自己
报酬相当的事，那么就只能原地踏步。舍得，讲的
就是付出的心态，你既然不愿意多付出，哪里会
有回报呢？

工作如此，人生凡事莫不如此。
有一个关于舍得的故事。某公司招聘管理人

员，只有一道题目：在一个暴风雨的晚上，你开车
经过一个车站，有三个人正在焦急地等公共汽
车———一个快要临死的老人，需要马上送去医院
救治；一个是医生，他曾救过你的命，你做梦都想
报答他；还有一个女人，她是你做梦都想娶的人，
错过就再也没有机会了。但你的车只能再坐下一
个人，你会如何选择？老人快要死了，你应该先救
他；你也想让那个医生上车，因为他救过你，这是
个好机会报答他；还有就是你的梦中情人，错过
了这个机会，你可能永远不能遇到一个让你这么
心动的人了。在 200个应聘者中，只有一个人被

雇用了，他并没有解释他的理由，只是说了以下
的话：“给医生车钥匙，让他带着老人去医院，而
我则留下来陪我的梦中情人一起等公车!”他舍
去了自己所拥有的车子和先离开的机会，得到了
救助老人的机会，报答医生的机会，和情人在一
起的机会。

没有舍就没有得。多舍多得。

感恩的心
企业人有四大病毒，其中第一条就是对人不

知感恩。其实不仅仅企业人，应该是在现代人中
都很流行的一种病毒。

先哲云：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笑，它也笑；
你哭，它也哭。感恩就是一种歌唱生活的方式，它
来自对生活的爱与希望。我们应该在感恩中活
着，感恩于赋予我们生命的父母，感恩于给我们
美好爱情的爱人，感恩于让我们体验生命喜悦和
成长快乐的孩子，感恩于给我们知识的老师，感
恩于提供实现自我价值的企业，感恩于帮助、关
心和爱护我们的那些朋友，感恩于大自然……感
恩地活着，你才会发觉世界是如此美好。在水中
放进一块小小的明矾，就能沉淀所有的渣滓；如
果在我们的心中培植一种感恩的思想，则可以沉
淀许多的浮躁、不安，消融许多的不满与不幸。

无论是生产管理者、企业的管理者，还是战
斗在生产一线的员工，拥有一颗感恩之心的人，
他的行为处事必然会更塌实更沉稳，也更容易战
胜困难取得成就。心怀感恩，我们才会生活得更
加美好。 （未完待续）

“中国有个黑衣壮，黑山黑石黑衣人”。说的就是居住在我国西
南边陲那坡县的被称为“壮族活化石”的黑衣壮。黑衣壮是壮族的一
个特殊支系，自称“布壮”，其独特的生活习俗和文化特质越来越受
到世人的关注。近年在摄影界、民族文化界、旅游界掀起一次次影响
颇深的“黑色冲击波”。为探秘黑衣壮，我与一群摄友在那坡县委宣
传部部长李永峰和县文联主席田承学的带领下，踏上那坡进行摄影
采风。黑衣壮人神秘而奇特的服饰、婚丧习俗等所构成的古朴的原
生态民族文化，给我留下了深刻而难忘的印象。
靠近吞力屯寨口，首先进入眼帘的就是用灰黑色的石块筑成的

两米多高的长着苔藓的寨门。进村的一条曲折的石板路上十多个头
戴宽大的梭形黑头巾，身着黑衣黑裙，脚穿黑色千层底圆口布鞋，手
戴银圈，耳戴玉耳环，胸佩粗长银项链的黑衣壮妇女早已堵在路上。
走近一看，她们有的用盘子托着酒杯，有的用土瓦罐装着自酿的土
酒，正准备为远道而来的我们敬酒。李永峰部长告诉我们，去黑衣壮
寨，不喝进寨酒是进不了村的。我本想逃过去，不喝进寨酒，以保持
清醒头脑多拍几张照片。但她们密不透风地堵在进寨的惟一小路
上，我多次设法逃过去都被她们挡了回来。我被四个人围在中间，她
们唱着悠扬动人的敬酒歌，热情地将自酿的香醇米酒举到我面前，
我只好无可奈何按她们的要求连续喝了八杯，已感到有几分醉意
时，她们才放我进村，慌乱之中竟忘了抓拍她们向平常很少喝酒的
同伴武力敬酒的精彩瞬间。
带着朦胧醉意踏上通往村里的石板路，我们很快来到专为游客

演出而修建的面积约一百五十平方米的平地上，三四十名村民正在
为客人表演枪法的黑枪舞、象征民族团结的八字舞、表示生活美满
心情愉悦的欢乐舞。他们边舞边唱，舞姿时而雄健时而轻柔，步履时
而深沉时而轻盈，神情时而严肃时而活泼。眼前的歌声、锣鼓声、欢
笑声、照相机的快门声演绎成了一曲民族团结，和睦相处的动人乐
章。此情此景我无法用文字来描述，只有当你身临其境，才能真正感
受到黑衣壮那被世人称为“活化石”的多声部民族歌舞振憾人心的
魅力。
看完歌舞表演后，我们来到村民家中。他们的家居、生活用具都

与石头密不可分，房屋依石山而建，菜园用石头建围栏，石墙、石缸、
石凳、石磨、石阶、石碑、石碓……简直就是一座石器博物馆。这些普
普通通的石头，被村民巧妙地用于生产生活中，不仅为他们提供了
生活上的便利，而且成就了黑衣壮独具特色的古朴民族风情。在拍
摄中我们还发现，传统的蓝靛染织业在工业化印染进程中已销声匿

迹的今天，黑衣壮人仍然保留着古老的蓝靛染织技术，大部分人家
仍然有蓝靛染缸，有的凉台上还晒着刚用蓝靛染制的油亮黑布，空
气中不时飘来淡淡的蓝靛香味。

我端着相机拍累了，就坐在黑瓦木楼下的石凳上，静静地聆听
织布机叽叽嗄嗄的声音，伴随着虫鸣鸟叫声，尽情享受凉爽山风的
吹抚，放纵自己的思绪，任其在黑衣壮古朴而神秘的历史长河中畅
游。
相传古时候，黑衣壮的祖先遭到外族入侵，其首领带兵抵抗时

不幸受伤，一名随从摘来蓝靛叶，捣烂敷在他的伤口上，顿时疼痛减
轻了许多。伤口愈合后他再次带兵重返战场，击退了敌人，保卫了自
己的家园。从那以后他便令族人种植野蓝靛，用蓝靛染衣。本族人一
律穿蓝靛染制的黑色服装，作为族群标记，一直沿袭至今。“黑衣壮”
也因此而得名。在几乎与世隔绝的大石山中生活的黑衣壮，至今仍
然穿着传统的服饰，住着古老的干栏式房屋，仍然吃着腊肉、五色糯
米饭等传统食品。他们在服饰、婚姻、丧葬、歌舞等方面仍然保留着
古老而又独特的习俗。

我们在村里见到的男人都是穿着黑布做成的前盖大襟上衣，宽
裤脚、大裤头裤子，头上缠着黑布头巾，腰间系一条红布或红绸。女
的则穿右盖大襟的葫芦状圆领紧身短式上衣，宽裤脚、大裤头的裤
子，头顶黑布大头巾。黑布做成的大围裙又宽又长，裙底垂挂到小腿
下部。田承学主席告诉我，她们系的围裙不但具有装饰性，而且是常
年随身携带的一种非常适用的劳动工具，无论去赶圩、走亲访友或
劳动，只要将裙底翻卷上来叠成小包袱，就可以装物品。妇女头巾都
是一块自织自染的长形黑布，戴时先围绕在头上，然后折成棱形的
图样，罩在整个头上，再把头巾的两端分别垂挂到双肩上，看上去既
奇特又美观。她们的衣边、衣角、袖口、裙边和头巾的边沿有的用小
条红布或黄布缝制而成，有的用红、黄、蓝色丝线绣成波浪形的线
条。仔细看去，从大面积的黑颜色跃出醒目的红、黄、蓝色的线条，清

雅明亮，色彩协调。有的妇女头发插着龙头形的银簪，脖子上带有筷
子般粗细的银链或项圈，手带银圈或玉镯，耳挂珍珠或银耳环。这样
古朴的穿着打扮，黑色中隐藏着艳丽，朴素之中包含着精美，充分体
现了黑衣壮人独特的以黑为美，但又不是惟黑是美的古朴审美观。
在吞力屯，我了解到最为奇特有趣的是黑衣壮的婚礼。他们的

婚礼一般在夜间进行，新娘出家门时，其父、兄不能看其出门。新娘
出门后，不准回头看娘家人，更不能往回走。否则，被视为不祥之兆。
新娘到男方家后，只能在洞房中象征性地吃一点点饭菜。当夜鸡叫头
遍时，新娘和伴娘悄悄返回娘家。此后，每月由男方的姐妹到女方家
接新娘到男方家小住两三天后，再送回娘家生活。直到新娘怀孕后，
才到男方家长期居住。婚后男女双方在家庭中拥有同等权利，共同承
担义务，不受任何歧视。黑衣壮男子入赘后生育的小孩，按先后排序，
逢单跟母姓，逢双跟父姓。

在丧葬方面，黑衣壮的祖先曾经采用火葬，后来采用土葬，墓地
大多选择在靠近村屯的自家土地中。黑衣壮奇特的丧葬习俗与其它
民族的最大区别主要在葬式上。建坟时要按活人住房的模样在坟上
盖上瓦片，坟顶、坟碑均用瓦片加以装饰，俨然像一座活人的房子。
黑衣壮人生性浪漫，生活丰富多彩，男女老少都喜欢唱歌跳舞，

人人能歌善舞，在黑衣壮寨中还流行着许多古朴多姿的民间舞蹈。
如长辈过生日跳祝寿舞，喜庆的日子跳贺对舞，劳作之余跳欢乐舞。
每当夜幕降临，村民便聚集在一起，以歌代言，全村人都沉醉在歌海
之中。他们劳动时、恋爱时、逢年过节时都要唱歌，有客人到来就用
山歌迎客。歌的内容主要反映青年男女相互爱慕、夫妻恩爱、家庭和
睦、礼尚往来、自然环境、社会现实等方面。形式多样，有独唱、对唱、
联唱，特别是被誉为天籁之音的多音部合唱，都会在每一位游客心
中烙下深深的印迹。歌声寄寓了黑衣壮人的生活理想，也流淌着他
们优秀灿烂、色彩斑斓的历史文化，体现着他们坚韧不拔、乐观好
客、吃苦耐劳、俭朴勤勉的优秀品质、传诵着他们世代传承的独特的
民族精神。

2004年，黑衣壮山歌《尼的呀》（壮语意为“好的呀”）首次在南
宁第一届国际民歌艺术节上亮相就轰动了世界民歌界，黑衣壮的经
典代表作《山歌年年唱春光》屡次在中央电视台及各个地方电视台
多次演出和播出。此次深入黑衣壮寨中采风，我不仅亲眼目睹了黑
衣壮人别具一格的生活及风俗习惯，也让我终于找到了黑衣壮山歌
深受人们喜爱的原因之所在。

探秘黑衣壮
平果铝办公室 刘正平

域外风情 组图 （白泉 摄）

感悟工作 感悟生活
氧化铝厂 李浩

近期，在平果县人大和县文联的支持下，分公司
员工、平果铝“右江源”文学社成员杨才强、尹文胜的
诗集《无尽的爱》和《如果雨季再晚些来》由作家出版
社出版发行，并收入到平果作家丛书行列。

杨才强、尹文胜从事业余文学、诗歌创作多年，
创作了大量的诗歌作品，此次出版的两部诗集收录
了他们各自近百首原创诗歌。这两部诗集的出版，是
公司企业文化建设中的一个亮点，也是公司“文坛”
的一大喜事，必将激励广大文学爱好者创作出更多
的优秀作品。(韦融江)

杨才强 尹文胜出版个人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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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纳河岸飘扬着优美的琴声。

襌 高耸云霄的埃菲尔铁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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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客今游

江浣烟尘天色净，
长林苍郁鸟虫喧。
流金岁月如风过，
羁旅人生似水弯。

英鸷盘云绝朔漠，
良驹腾雾贯山川。
登高讥笑冯谖唱，
欲挽雕弓视九关。

七律·重阳登高
铝城中学 施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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