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昏黄阳光穿透干涸的玻璃，贪婪地吮吸着酒杯里的残

酒，一抹倒影被无限地拉长，直到消失在记忆的尽头，无声
无息……

有人说，从见面起我们就在彼此告别。这论调难免有
些悲伤，但也颇有几分哲理，如今走到这个时间节点上，告
别早已悄无声息地开始了。

记忆，翻越额头的皱纹，又在宣泄她的本事了，一点一
滴地传递着闪亮日子的回音，却听到了学校门口那池塘冰
裂的声音……

秋塘夜色
夜色渐深，秋雨降至，屋里闷得慌，信步在楼下园子里

走一走。
这方曲径的花园，是鲁院格外的习作园。沿着碎石小

径，不断地与近代文学巨匠们擦肩，每一尊雕塑都似一个
音符，总能拨动你心底的一丝微澜。

最让人留步的要数那林子外的一个水塘。人们总喜
欢称她池，称呼她湖，但我更喜欢称呼她塘。不论是婀娜
戏水的柳枝，还是沿岸嶙峋的怪石，亦或者是婉约的水面，
散落水上的细小的睡莲，以及偶尔掠过水面的不明生
物……这些都向人们展示着塘的特质。

请允许我姑且叫它塘吧，因为塘总能让我回忆起童年
嬉戏的往事，那么干净，那么唯美。

让人想家的，不止这个水塘，还有水塘柳墙后矗立的
高大桑树。家乡的桑树是用来摘叶养蚕的，总被乡亲们修
剪成矮冠虬枝，这样不仅可以便于桑叶采摘，更可以让桑
叶肥而厚、绿而可口。眼下的这姊妹桑，婆娑而高大，枝叶
细薄而散漫，惯于桑梓寄情罢了！

夜色寂静，也无月色也无星光。水塘四周楼房里露出
的光，并没演绎出什么精致，这倒是很好的，没有刻意的光
影演绎，才不会惊着水边的“荷塘月色”，才不会轻薄了近
邻的“家春秋”，也不会扰乱了“雷雨”的澎湃。

难道这一花一草都饱读了诗书不成，怎奈不论如何在
这尺寸间的院子里转悠，总有停不下脚步的意思。我想，
就像佛堂的灯芯、菩提下的莲花、佛案前的木鱼都能修炼
成仙一样，这些成天长在诗词歌赋旁的草木，哪天不小心
也能写出佳作来了。

如果水里有鱼，这夜里它会在干吗呢？游弋，如果还醒
着，可怎么也没看见一点点关于鱼游的痕迹呢？也许它在
躺着，如果有一张床，可是谁又把它抱上了床呢？也许，它
就那么静静地、悄悄地待着吧，不用给谁说话，不用理会谁，
不用恨，不用爱，也不用愁，但可以欢喜地等待雨后的明天！

夜色下的水塘是美的，那些并不规则的光撕开了水的
身体，折射在湖底的泥泞上，并不明亮，却也没被揉碎，因为
没有风，没有波纹。也许那些好事的光该后悔了，最起码它
没看见凹凸有致的塘的身体。宁，静！秋夜无月的塘。

冬塘睡着了
北京入冬了，一夜间到来的。
带刃的风，醉汉似的卷着枯叶和尘埃，呜鸣着彻夜不

息，撞击墙面、窗户、屋顶、树梢等障碍物的怒吼声，常常把
我从梦中惊醒。

常年生活在盆地，对于北方的风是陌生的。偶尔顶风
出门，走在大街上，风打着旋儿扑卷过来，带着尘埃和树叶
杂质包裹着身体，从头开始全身都是土的感觉，甚至顺着
衣领往衣服里钻。因为没风就有雾霾，没雾霾就是风，入

冬后倒不敢出门，也不敢开窗，只能宅在鲁院院里。
晒太阳，是成都人最熟悉、最擅长、最惬意的生活方

式。每年冬季，成都的太阳总被盆地上空厚厚的云层给收
着，偶尔露出个面孔，便是奢侈的享受。所以，漫长的一个
冬季，不论什么日子，只要有太阳，成都的河边、公园、校
园、郊野甚至马路边，到处都是晒太阳的人。当然，这些人
不全是老人、孩子，还有青年人、白领、企业老板、老外等各
色人群。如果说，对于成都人是习惯，那么对于那些外地
人、外国人到了成都也很快加入到晒太阳的行列，有人说
是成都太阳稀罕，有人说是成都空气好，不管是什么原因，
反正晒太阳成为成都人过冬的一种习惯。

在北京，我也想去晒晒太阳，很多时候走在鲁院门口
的院子里，简单走一圈就回去了，因为北京有太阳的日子
多伴随着不小的风，风夹杂着灰尘，迎面扑腾，很不舒服。

在成都不一样，有太阳的时间里风很小，几乎没有风，
在河边有赚钱的茶楼老板摆好凳子和茶桌，一杯茶 10 元
钱，可以晒一个中午的太阳；公园里的椅子上、石凳上，清
闲的老人、散步的老太、好动的孩子，坐着、闹着、说着、笑
着；露天院子里、校园里，搬一把椅子或者提一个凳子，随
着太阳的移动而移动，清闲的人足足晒到太阳落山；郊野
外的人，多半是闲暇的人，或者是在周末，呼朋唤友，赏花、
看草、戏水、吃喝、打麻将，农家乐比比皆是，家家爆满。

鲁院的生活对于北京人来说是幸福的，起码有一个院
子由得我们去走走逛逛，算是消食也好、透气也罢，在寸土
寸金的首都，有这么一个院子，绝对是奢侈。

这些天，风不大，太阳还有一些温度，中午便独自去园
子里散步晒太阳，虽然冷清，但也是惬意的事情，清净地走
着，观察园子里裸露着的各种灌木，梅树、桑树、玉兰树、桃
树、李子树、柳树……在园子里走的时间长了，倒也能通过
树的枝条和树皮把树给认清楚了。打小就在这些树影下
长大，都是通过叶子、花朵和果实来辨认，从来不曾认真琢
磨过树枝与树枝的区别，这会子是补上这一课了。

最让我觉得稀罕的还是门口的人工水塘。几天不见，
塘里竟然结了一层厚厚的冰，这对于我是稀罕的。四川的
湖、塘、河大抵都是不结冰的，而我生活过的地方，川东丘
陵、川南峡谷、川西平原，最冷时节也就零度左右，而且只
有那么一两天，水面都是不结冰的，而今我突然面对偌大
一个冰面，别有几分新奇。

湖畔有和我一样新奇的人，不断用一根枯树枝捅冰面，
静静地看了一会，突然也想感觉一下这冰的厚度，于是从岸
边找了一根细细的树枝，学着试了试，但是树枝断了，在冰
面上滑行了一米见外。找不到工具，我试着伸出脚，用鞋后
跟敲击冰面，连击几次，没有结果，便也死心了。绕着水塘走
了一圈，落在水面的树叶，浸在水下的部分都被冻住了，水
面上的半截树叶此刻迎风摇摆着；细看冰面上浅浅的褶皱，
证明了我昨夜梦里的风声真实的存在；冰面下游动的彩色
鱼群，预示着塘还活着，此刻她只是在寒风里睡着了！

门口的塘睡着了，提醒着我在鲁院的日子不多了，当
雪花纷飞的时候，我们就该散了，别了！

一塘闪亮的日子
天气回暖了，冰融化了，所以水塘苏醒了……
记得来这里的那天清晨，院子里的树郁郁葱葱，叶子

上尚未干涸的露珠，折射着夏末的北京味道。如今走在院
子里，只能看到松树还绿着，想和这绿亲近些，脚下黏糊糊
的，以为是谁不小心把糖洒在这里了，可来过很多次之后，
才发现这不是糖，而是松油，是松树落下的泪。

北风还是那么肆无忌惮，寒冷不期而至，宿醉醒来，院
子里的池塘又睡着了，树上残存的叶子也被撕碎了，说不
准明儿起来，雪花就该“千万次落向一切的大街了”！

雪花落了，梅花还没开，离别的惆怅正在弥漫。
就是这个院子，还是这个院子，从第一天步入到今天，

不知道被我们绕了多少回，走了多少趟。一圈一圈的步子
里，踩响了我们无数的歌声、笑声、谈话声、戏谑声，我们手
挽着手谈人生，大步流星地说创作。

还是这个院子，就是这个院子，我们观摩了每一个雕
塑：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赵树理、丁玲、叶
圣陶、艾青……他们的姿势已经印记到了脑海里，成为我
们纪念这段闪亮日子的标记和符号。穿过园子，篮球场对
面，文学馆两栋楼的夹角里，一尊汉白玉雕刻的冰心像格
外引人注目。园子里的所有雕塑都是金属的，静若处子的
汉白玉冰心雕像，自然吸引人。花丛背后，冰心坐在一个
汉白玉平台上，脚边摆着一个花瓶，平台最远处是一个凸
起的正方体，面上两只黑色的小手嵌在汉白玉中，旁边有
一行冰心撰写的文字——“有了爱就有了一切”。绕着平
台，走到立方体的背面，只见一块木牌贴在正方体上，上书

“谢冰心 吴文藻之墓”，顿时明白了，此处该是冰心先生的
墓地。带着敬意，默默地献上一份祝福，远远地回头一瞥，
能读出她眼神里的淡定、执著和希望。

散步的环境，也不止这个院子，马路对面和学校右侧
的大学校园也是我们经常光顾的地方。晚饭后，大把的时
间留给我们散步，不用邀约，到了时间径直往外走，路上自
有同路人，一波接一波，谈论着各种话题：老师的课、政治
体制、经济改革、文化改革、股票、高考、小说、剧本、散文、
诗歌……反正嘴闲着，开诚布公地交流自己的观点和经验
倒也难得。

4个月的生活，我们的活动半径远比现代文学馆要远
得多，超市、饭店、旅馆、照相馆、药店、医院、车站、商场、邮
局……出于生活的需要，我们对环境的熟悉程度和速度，
比学校的老师和工作人员快。门口的池塘还是要去的，不
仅仅因为她在路边上，出门就会看见或遇见，更因为这里
倒映着闪亮的日子。

鲁院的生活很干净，以至于我有种错觉，感觉自己生
活在乌托邦里。这乌托邦似的日子被无奈的时间狠狠地
咬了一口，在我们愿意与不愿意之间，时间就那么过去，偷
走了我们闪亮的日子，只留下一塘沉睡的影子！

又一个日子流走！撕掉旧台历，鲁院剩下的日子还剩
下多少……

故乡如一面旗帜，总是在我心中猎猎
飘荡。

我虽然只在故乡的土地上生活了7年，可
是，故乡的风物却足以让我念及一辈子。我
想，这大概源于血脉的起源吧。其实我在另一
个城市，也就是在所谓的第二故乡生活的年头
远比那7年长得多得多。可是，故乡却仿佛是
一个钟情的男人，死心塌地对我念念不忘，还
大有与我一起终老的决心。也许，故乡的情结
宛如一个人的初恋，无论此后经历怎样热烈的
情感都不能忘怀初恋时的纯粹吧。

祖父的一双儿女，也就是我的父亲和姑
姑，都先他之前去了另一个世界，与他们的母
亲，也就是我的祖母团聚了。没了儿子、女儿
的祖父，住进疗养院。几年后，祖父摔断胯骨，
只能住进特护病房。我带着两个妹妹去看他，每次我们去看他，都
是妹妹们先进去，而我只能在她俩的掩护下，偷偷地溜到祖父看不
见的角落里。一生劳作的祖父自从躺到床上后，基本不吃饭，只依
赖烟酒。他只要看到我，就让我去给他打酒买烟。

祖父不让妹妹们花钱，他说，我有的是钱。
我们深知陪伴祖父的日子不多。二十几岁就独自带着一双儿

女的祖父，却是白发人送了黑发人。我想，他是铁了心要离开这个
让他备受苦楚的世界，所以，我们每天都是早早地到疗养院陪伴
他。由于我们去得早，疗养院的小卖店还没开始营业，我只有在小
卖店开始营业时，才敢现身到祖父的床前。现在想来，我为什么不
能买上两箱酒两箱烟，放在祖父的床头呢？

祖父是我心中永远的痛，我在众多写给他的文字里都有提
及。我妄想用文字来冲淡他给我带来的疼痛。

祖父除了给我留下疼痛，还留下了一个坟头，父亲也住在他的
脚下。死后的祖父，注定还要在故乡与边外奔波，因为姑姑葬在故
乡的山上。祖父就是既当爹又当妈的宿命，无论是生前还是死
后。还好，祖父再也不用舟车劳顿了，听说，人死后的魂魄是可以
飞的。

好像我是在念及故乡的风物，其实是在怀念亲人。
小时候，我大多是住在姥姥家。姥姥家人口多，除了姨和

舅，还有表哥表姐。记忆中，姥姥从来都是手脚不得闲地忙着，
而姥爷基本都是坐在炕头。姥爷是个才子，而且是地道的白面书
生。他读书写诗，对书法和绘画也颇有研究。我什么时候识字
的，已经没有记忆了，反正我是6岁上小学，上学之前我就会背
小九九 （乘法口诀）。想必，那时候我也识得几个字了吧，因
此，我总是觊觎姥爷写的文字。就在姥爷不留神时，翻他放在炕
头脚底下的一堆纸张，“可恨年轻性太狂，为何娶妻房？生
儿……”从外面进来的姥爷一把抢过去，他说：“你看这个。”姥
爷麻利地给我拿过另外的诗。我过目不忘，姥爷不让看的诗，我
只扫了一眼就牢牢地记住了。几十年过去了，所有我看过的姥爷
的诗都能倒背如流，只有那首没看完就被姥爷抢去的诗，一直不
得其解。

有一天，我长大了——才豁然明白，谁的爱情没有创伤呢。
姥姥走的那晚，我独自一人在家。虽然，我十分清楚，人生不

过百年。都快 100 岁的姥姥该走了，可我还是有痛失家园的灼
痛。原来有姥姥在，才有家。姥姥走后，我却没写只言片语。每每
想起她，我都会难过，但是却不知道怎么表述我的思念。而且，我
不敢直面姥姥离去的事实。虽然，母亲带着我们很早就离开故乡，
离开故乡的亲人，但是，我们依然依恋着故乡，依然牵挂着故乡的
亲人。我们之所以不离不弃地念及着故乡的风物，其实，还是因为
那里有着亘古不能改变的血脉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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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塘闪亮的日子
□岩 溶

唱歌回故乡 黄永玉 作

高原守望者（外五首）

□亚 楠

举家搬到开发区的新房子后，我逐
渐养成了晨练的习惯。小区门前即是长
河公园的一片大湖，每天早上绕湖两圈
成了必修之课。

长河公园种植了数百种奇花异草，
空气清新，但因为远离市区，晨练的人并
不多。

有一男一女，慢慢引起我的注意。他
们和我一样，天天坚持。不一样的是，他
们不是散步，而是坐在湖边一个固定的
木制连椅上，女的拉二胡，男的吹箫，琴
箫合奏，配合得非常默契，听来，别有一

番情趣。有时，他们也停下来歇一歇，站起来伸伸胳膊，转
转腰。

他们的年龄应该在 60岁左右。起初，我一直以为他们
是一对退了休的老夫妻，但有一天，我去得较晚，发现他们
分手时是各奔东西的。后来，我因每天早上要先送孩子上
学，8点多才到公园来，这正是他们要离开的时间。

他们不是夫妻，那是什么关系呢？是黄昏恋的情人？如
果是这样的话，都这么长时间了，能走到一起的早就双宿
双飞了，不能走到一起的，也该分道扬镳了。是师生关系？
那也不可能，如果各自有家庭，天天在这么个公共场所约
会，也不合适，毕竟，他们都是有了年纪的人了。那是——
我脑子里忽然灵光一闪，是婚外的情人关系！借早上晨练
的机会约会？大体差不多。真不容易呀，我对他们有了同情
之心。

时光飞逝，转眼间，我搬到新家已经5年了。
忽有一日，我发现那对男女常坐的位置上，只有那个

男人在独自吹箫，是很忧伤的一支曲子，我叫不上曲子名。
我想，大概，他的那个伴儿今天不方便出来了。
但随后的几天，男人还是形单影只。
我猜想，可能是女人病了，或是其他原因暂时来不

了了。
此后的半年间，长河公园一直只有瑟瑟的箫声，没有

了二胡的悠扬。
有一天，我走到男人面前时，恰逢男人休息。四目偶然

相对，我下意识地问了一句：“您的那个伴儿呢？”
男人看着湖中的水说：“走了，心梗，都走半年多了。”
我感觉到了自己的冒失，为掩饰尴尬，又冒出一句不

该说的话：“可惜了，你们没能走到一起。”
男人看了我一眼，又转过头去看着波光粼粼的湖水

说：“那是我老伴儿，我们走到一起都40年了。”
我有些吃惊，他们竟然是夫妻，这是我怎么也没想

到的。
我在连椅上坐下，和老人攀谈起来。
老人在外地工作，和妻子一直是两地分居。后来，两人

都退休了，终于团聚在了一起。可惜，好景不长。他们有两
个儿子，一个住东城，一个住西城，都已经娶妻生子。儿子
儿媳都是工薪阶层，请不起保姆，又没时间照顾孩子。老两
口只好再次分居，一家住一个，帮着照顾家。早上，儿子和
媳妇们自己送孩子上学，然后上班。老两口就抽这个空闲，
在一起待上一两个小时，说说话，重拾年轻时的业余爱好，
吹吹拉拉，自娱自乐一番。然后，就各自奔赴儿子家里，顺
路把一天的菜买了。回到家，把早餐用的锅碗洗刷出来，再
把中午的菜洗干净，切好，就到了接孙子放学的时间，接回
孩子，再做午餐……日复一日，他们就是这样过来的，终
于，老伴儿熬不住，先走了。

我们分手的时候，老人笑了笑，说：“也许，用不了多
久，我们就能真正团聚了。”

我心下黯然，一股淡淡的哀伤涌上来，久久难以散去。

这双暴风雪磨砺的手已经
有些陌生。可曾经的往事忽然
把我推向遥远。

在雪域高原，篝火带给我无限遐想
而那时我看见拓荒的场景
比沸腾的群山更加持久。
或许我也可以改变一些什么，

比如昨天，我从高处鸟瞰
大片的油菜花澎湃若潮——

麦浪、香紫苏，以及成群的牛羊
它们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我，
那些昔日的拓荒者已经成为了
这片土地快乐的主人。

就这样守望疆土吧，丰衣足食
也让我更加怀念亲人……

松 拜
小河在寂静中回忆
很久以前，风是清亮的灯盏。
而浪花拍打堤岸，此刻
一棵蒲草进入沉思。

灰鹤带着梦想落在了河畔，
从前她们神态悠闲，目光细腻
脚步也会显得错落有致。

我想我对这里也已经熟悉，

那么多阳光涌起的亮色，
以及汗血马飞奔的场景
都超出了我的想象。

而现在，色彩的盛宴
狂轰滥炸。目光不断爬升，
这持续的美和花香——

就让我簇拥温暖吧。幸福在眼前，
就像一地澄澈的阳光。

苏木拜河
这辽阔的寂静来自内心，来自岁月
沉积的忧伤。我想假如与时光
最柔软的部分相遇，
或者，沿着沙尔套山北麓
绵延起伏的往事一直超前追溯，

就会看见天堂，看见花海骤然呈现的
秘密。而我也像迷途的羔羊，
在花蕊中寻找知己，
寻找爱，以及缓慢的遗忘。

此刻，我听见雷鸣、闪电穿越
夜幕的声音——

在堆积，在草原演绎一次裂变。
而久远的往事坠落，
若一缕风回到从前。这时候，
天空开始明亮起来，

湛蓝、深邃，仿佛淡淡的乡愁
让我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河流两岸，花朵的心事我能够感觉到
而昨天，我只是想，时光将要带走什么？

或许在草原上，这巨大的天幕，
我还应该学会遗忘，学会用辽阔为内心
疗伤。就让那些变幻莫测的云
成为一种记忆吧：

黄昏里，寂静廓清了阴霾，那时
一切都会缓慢呈现。

兄 弟
我的那些团场兄弟，他们有些人在自己的
农庄里晒着太阳。而有些已经
离开我们去到另一个世界了——
不过还有更多的人依旧在为生活
奔忙。日子总是平平淡淡

……酸甜苦辣偶尔也会袭上心头。
想想过去，在一起嬉耍，快乐总是
能够让沉沉夜幕洞开门扉。

可是，我越来越喜欢回忆
那些陈旧往事，回忆曾经的困惑
和想象中激励我朝前行走的光亮。有时
疼痛是必要的，比如饮酒

能够让紧绷的心弦松弛下来——
忘掉烦心事，或者抖落一身疲惫，
好让自己继续朝前赶路。

馒头山的敖包
在松拜草原深处，馒头山耸起的
庄严令我更加肃然起敬。

敖包沉浸在夕阳中，就像
一次神圣的祈祷把大地照亮。

而我也以虔诚之心祈愿
草原在宁静里走向富足和吉祥。

那天风吹向低处，不断壮大的云朵
把天空带向了未知的领域。

可是我知道这些并不是
一个没有结局的童话。

在臆想难于抵达的地方，
我愿为你祈福，也是为了爱情

让一切都变得真实吧，
就像从前你莞尔一笑的幻影。

军垦第一哨
一直向西，大片的酥油草散发
出太阳的气息。这季节
其实都已经进入夏天了，但我好像
仍然停留在春天

不过我看见的土地绿意葱笼，
牛羊多么安静，山花
用微笑掩藏内心的秘密。

那天在雨中，香紫苏环绕的哨楼
这些军垦战士坚守的疆土
在我的视线里明亮起来——
我体味到来自风雨的悲苦

以及边陲辽远的落寞。
但他们，这些屯垦戍边的兵团人却用
豪情开创了一片崭新的天地

无论我多么爱你
也不能与你分享
这个早晨的美
就像不能与你分享
昨夜
那洞悉一生
悲欣的梦境

我不能与你分享
这个早晨的第一缕光
第一阵风
它们从神的故乡而来
穿透我
薄脆的身体
在已然寂静的心上
弹奏一片
流水的乐音

我也不能与你分享
这个早晨，俯身的耳语
与我生命之书的

一行隐喻——
在一场大雪到来之际
我将
与你告别
与所有的
花香和尘埃告别

为了秘密等候了那么久的
一瞬间
完美飞行

小雪之前
天空蓝得像个谎言
阳光恍惚，没有温度
一枚在风里不停摇摆的叶子

落下来

这是小雪之前最后的叶子
现在，它落下了
你心里孤单悬挂了很久的

东西
也落下了

叶子落下了，树木安静了
经过的田野、村庄、湖水、道路
也失忆般，安静
除了黄昏的犬吠此起彼伏
从陌生的院子——看不见

的角落
追上来

完美飞行
□项丽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