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场秋雨凉了季节，秋意渐浓。
推开窗，一股清风扑面而来，带

着薄如蝉翼的凉。窗外的雨线如织，
下得多情而缠绵。忽有一声蝉叫传
来，那声音嘶哑、孤独，略带几分无奈
和抗争，脑海里瞬间蹦出一个词，噤
若寒蝉。

想起蝉，心里不觉生出复杂的滋味。
蝉的一生脆弱而短暂。在北方，

幼蝉从农历六月六前后离开土地，到
生命的终结，在两个多月的经世行程
中，它们把一生的命运交给了盛夏的
乡村，选择村庄附近的树木生息，寄
希望与人类为伴，借助聚居人群的活
动，躲避荒野鸟类的肆意侵袭。可它
们哪曾深谙人类好奇贪吃的特性，靓
丽的羽翼和高蛋白的诱惑，招致人类
戏谑快意的捕杀。或许它们不懂物
竞天择时有的荒谬，遭此愚昧选择的
惩罚，代价未免有些惨重。

幼蝉的出世，是一次华丽的转
身，完成一次蝉变的过程，是一次富
有哲理的演绎，精彩而炫丽。在童年
的记忆里，幼蝉出洞后，睁开懵懂的
眼睛，慢悠悠地爬行，慵懒地依附于
低矮的树干或枝叶上，悠然地分娩。
剥离躯壳只需短暂的时间，丝绵一样
的羽翅很快伸展开来。出壳初始，幼
蝉在孕育自己的驱壳上，作最后的依
恋别离后，颜色鲜艳，大约一刻过后，
色泽会逐渐加重。稍作振翼，寻找平
衡的起点，而后迅疾飞离原生地，便
可自由飞翔，纵横于树木林间。

今年夏天，晚间散步，偶然与一
只出世的幼蝉邂逅，惊然于它的爬行
速度，恐慌且急匆，拼命落逃的样子，
彻底颠覆了我以前的认知，分明感到
幼蝉意识到了面临的危机。

蝉们一生的壮丽与辉煌，便是唱
夏了。在晴朗燥热的夏日，雄蝉震动
着翅膀，极似拨动美妙的琴弦，弹奏
着曼妙唯美的乐曲。一只雄蝉的高
亢演唱，即刻引来同伴的共鸣，纷纷
加入合奏的行列，叫声此起彼伏，响
彻夏日的天空。

雄蝉的叫声既不是发自喉腔，也
并非来自翅膀，准确的发音部位在雄
蝉的前腹两侧，上面各有一个大而圆
的音盖，下面生有像鼓皮似的听囊和
发音膜。这发音膜内壁肌肉收缩振
动时，蝉就发出声音来。雄蝉腹部还
有气囊的共鸣器，发音膜振动时，褶
膜和镜膜也跟着振动，声音就显得洪
亮了。雄蝉的歌声忽高忽低，完全受
制于发音膜外面音盖调节的节控。

大凡乡村出生的人，对蝉鸣唱
夏，有着深刻的记忆。蝉和人类的灵
犀相通，心灵与生命的诉求也近乎契
合。因蝉谐音禅，多少有了佛意的玄
妙，因此也就有了诸多的文人雅士来
颂蝉。古人诗词中有把蝉鸣描摹成思
乡的歌谣，有颂扬为一种悠然的田园
诗意，也有把蝉鸣喻为惆怅感伤、亲情
别离的哀愁曲调。其实，这完全取决于
听者的心境了。心情好时，那优美旋律，
婉转悠扬，美妙绝伦，在幽静寂雅的佳

境中，听一曲蝉鸣，似木鱼声悠，人与自
然融为一体，亦禅亦佛，简直是一种愉
悦和享受，甚或是一次灵魂的洗礼和
修行。恰逢情绪低落，正遇伤怀之时，心
生“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
的孤独凄凉，那蝉叫便是聒噪烦扰，徒
增几多烦恼了。

人类对蝉有着莫名其妙的尊崇
和敬仰。民间的风俗里，在老者仙逝
入殓后，依据家境、地位的不同，子孙
们会将雕刻精美的玉蝉、石蝉放入棺
材，或逝者口中，据说具有辟邪驱魔
的作用。蝉即禅，佛禅保佑，照亮通
往冥间通道，护送逝者平安升入天
堂。还有一种寓意流传至今，用蝉的
造型制作的胸坠，披挂在学子的脖子
上，便什么都“知了”，自然就聪慧过
人。灵验与否，无人考究。

不管怎么说，蝉终归是弱势群
体，匆匆来到世上，就被无数捕猎者
的目光盯住。侥幸躲过最初厄运的，
还要面临更多的凶险。鸟雀的追逐
啄食，夏蝉来不及绝望的哀号，便成
了果腹的美味。一只体积小于自己
几倍的螳螂，臂刀锛在夏蝉的脖颈
上，一任它怎么扑腾，最终也难以挣
脱。尽管有“金蝉脱壳，螳螂捕蝉、黄
雀在后”的精妙典故，皆为人类智慧
的变通运用，羸弱的蝉只能是殉葬的
笑料罢了。

夏蝉似乎也明白，夏天只有一
个，光景对于它们无比的珍贵。于是
它们厮守着季节的约定，履行操守，

敬业地抱紧承载命运的树干，穷尽生
命的能量，不遗余力地去歌唱夏天，
去丰富季节的完美，以此来践行自我
的忠诚和效命，以期唤醒大自然的怜
悯和同情，赐予它们生命的延续。

然而，世事无情。一场秋风秋
雨，便把夏蝉的梦想打碎，凄厉的风
雨把夏蝉送往凋零的暮年。光阴的
匆忙更替，令人感叹一种凄凉的悲
鸣，夏蝉变秋蝉了。

秋蝉不仅是顺应节候的精灵，而
且成了生命短促的象征。

秋浓之时，委屈与悲凉的哀唱，
依然缠绕在枝叶间，或许，弹完最后
一曲，就该脱去薄纱青衣，瑟瑟蜷缩
在树的褶皱里，遥望曾经眷恋的绚丽
夏日，回想斑驳了一季的歌声，伤感
地流淌两道忧郁的秋水，只得退隐在
秋天的路上，原来生命是如此的肃杀
和薄凉。

无论秋蝉怎么留恋着这个世界，
用尽几近嘶哑的幽怨哀求，秋天终究
是它们的宿命。几年甚至十几年生
活在黑暗的泥土中，熬到夏天的出
世，尽管倾尽全力歌唱夏天，而柔弱
卑微的命运，挽回不了时光的轮回，
秋蝉只能用转瞬即逝的青春，成就一
段岁月的美好和黯然谢幕的祭奠。

浮华散尽是落寞，再多的不舍，
终将沦落成怀念。退隐，也许是大自
然的裁决，超脱，或许是又一次新的
孕育和再生，因为还有来年，有所期
待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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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草绿了又枯了：寻找战火
中的父辈》书写了在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推动下成立的抗敌演剧队
的故事。曾为抗敌演剧队九队成
员的程季华（电影史学家）保留下
了许多当年的资料册。尤为可贵
的是那本厚重的宜昌抗战剧团资
料册，里面有当年的一幅幅图片、
一张张门票收据、一份份油印诗
稿，带我们仿佛回到历史现场。
作者严平据此爬梳史料，钩沉往
事，又访谈有过同样演剧经历的
黄永玉，写就了该书。书中还原
了漫天硝烟中一群年轻人热血抗
战的故事，写尽了大时代小人物
的命运沉浮。据悉，书中大多数

书稿曾在《收获》杂志“他们走向
战场”“遗失的青春记忆”专栏发
表过，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

作者不仅还原了抗敌演剧队
的历史，更是透过这一切向我们
呈现了那个时代诸多少为人知的
历史细节，以及背后错综复杂的
利益纠葛、人情冷暖。此外，该书
还重点写到了战争中的女性的生
存困境，以及她们为之付出的抗
争与坚守。《沙滩上再不见女郎》
《母亲的故事》《铁磁姐妹》等篇
章，从女性视角讲述了一个个鲜
活的生命如何在残酷的战争环境
生存、成长，以及岁月带给她们的
磨砺与锤炼。

新书架

♣ 刘 伟

去郊外的农家乐吃饭。朋友们
还没到齐，我出了饭庄，到周围的
田野走走。花生刚刚收获。以我小
时的农村生活经验，断定准能找到
遗落的花生。果然，一颗，两颗
……手里拿不了，就放进口袋里。

回到饭桌上，我掏出来分吃，
众人吃得香，相约饭后一起去捡。

对久居城市的人来说，这不是
一粒花生，而是来自乡野的秋天。
城市的秋天，只在日历上行走。而
乡下的秋天，踏踏实实在庄稼上驻
足。这样的秋天是有质感的，可以
触摸，也可以咀嚼。

小时，在乡下，秋天放羊时，
我喜欢把羊赶到收获过的花生地
里。我找落下的花生，羊也找。它
们找到了，我抢过来，气得它们朝
我咩咩叫，以示抗议。我更喜欢放
猪，猪寻找花生，更有能力和耐
性，用鼻子拱，满地里都翻一遍。

它们还没来得及吃的，当然归我了。
傍晚回家，我的口袋都装得满

满的——那时母亲给我做的衣服，
口袋特别大。母亲会给我一个煮鸡
蛋，作为奖赏。

收获过的豆子地也常去，和麻
雀、喜鹊们争抢，装一兜回家，第
二天清早，街上卖豆腐的梆子声响
起后，端一瓢豆子出去，换一碗豆
腐回来。

在村小上学时，午休，我常常
和几个同学，带着瓦片，偷偷翻过

墙头去，到附近田地里拾豆子，然
后将瓦片放在两块石头上，架起
来，再捡些干柴，生起火，烤。不
一会儿，黄豆就啪啪爆了。吃在嘴
里，咯嘣脆。吃剩的放进兜里，翻
墙回学校，课间吃。

有时不烤豆子，跑得远一些，
去摘酸枣。回到学校，从兜里掏出
来，一把一把的，分与班里的女同
学吃，对男同学嘛，就吝啬了，只
给几粒。这是课间最好的零食。看
着就喜欢，红玛瑙一样。

在秋天，我还会到山上去摘野葡
萄、野苹果、柿子、山楂……鼓鼓囊
囊带回家。这样做的后果是，口袋坏
得特别快。晚上，母亲在灯下为我缝
补，笑着摇头，轻轻说，你这孩子，
你打算把整个山搬到咱家啊。

一晃经年。
这 天 ， 我 在 城 市 的 站 牌 下 等

车，顺手从口袋里掏出一粒花生
——是母亲从乡下坐车送来的，高
高抛起，然后抬头，让它准确地掉
进 嘴 巴 里—— 小 时 候 ， 我 常 这 样
做。众人皆看我。我自个儿微笑。
他们不知道，我是以这样的方式，
向故乡的秋天致敬。

如果可能，我愿把故乡的秋天
压缩打包，放在最贴心的口袋里，
这样，无论离开村庄有多久，离得
有多远，内心都会是充实的，都会
如秋天一般丰盈，就像我永远是乡
村的少年，就像我从未离开过。

人与自然

人生讲义
灯下漫笔

七律·到韶山（书法） 窦效民

♣叶剑秀

滴水藏海

秋 蝉

国民党元老、书法大家于右任先
生的办公室，设在西安一个很偏很背
的巷子里。因为那里很僻静，很多人
内急了就在巷子里离办公室不远的地方
小解。夏天气温高，风一吹，办公室里
就飘着一股难闻的气味。没办法，于
老就写了一句话：“不可随处小便。”
让副官贴在路人经常小解的地方。

这天中午，一个姓李的书生正在
那里小解，猛地一抬头看见了于老的
字，大喜过望，真是踏破铁鞋无觅
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一向仰慕于老
墨宝的书生就乘着糨糊还没有干，恭
恭敬敬地把字揭了下来，装裱好挂在
自家房间。当然，他不可能原封不动
地将这幅字挂起来，而是在装裱的时
候，动了动剪刀，变了变次序，就成
了“小处不可随便”这句名言。

现 实 生 活 中 ， 我 们 有 很 多 “ 小
处”随便了，给自己或他人带来了许
多麻烦。有时候，因为把不住“嘴”，
给自己惹来了祸端。言多必有失，话
多生是非，“嘴”在一张一合间，就有
可能引火烧身。所以，谨言慎行，务
必牢记于心。

大 千 世 界 ， 纷 纭 杂 乱 ， 置 身 其
间，有时难免茫然。每天面对那么多
繁杂的事务，以一颗警惕之心处世，
用一双明亮之眼待人，才能进退自
如、游刃有余。从古至今，无数鲜活
的例子表明，于“小处”务必小心谨
慎，于“大处”则更不能“随便”。生
活是把双刃剑，稍不注意，就会伤了
他人也伤了自己。

小处不可随便，这句话看起来普
通，实则蕴含着很深的哲理。在这个
物欲横流的社会，生存之艰难困苦不
言自明。那么，就让我们时刻谨记

“小处不可随便”这句名言，学会在夹
缝中修身养性、成长壮大。生活坎
坷，生存不易，下功夫练就人生的十
八般武艺，方能活得自在。

《青草绿了又枯了：寻找战火中的父辈》

把秋天装进口袋里

朋友的母亲生病之后，弟兄三个
商量着每家各照料一个月，为此他转
了西安的店铺回到老家。我去探望
时，他正在清洁老旧的台式电脑，整
个屋里因为常年未住人而显得陈旧，
我们两个人就轻声聊了起来，期间老
人醒来他赶忙跑去卧室，低声安慰着
母亲，与平时嗓门响亮的言谈判若两
人。回到外间，他掏出湿巾，仔细地
擦了手继续在键盘上运作。我留意到
键盘老得掉牙，间隙里沉积着厚厚的
灰尘，只有面上是干净的，接着他又
接了个电话，挂掉后又顺手掏了张纸
巾擦了擦手，我忍不住打趣道，想不
到你竟然有洁癖。朋友听了不好意思
地笑笑说，此次回来以给老娘看病为
重，家里的旧东西，先凑合着用。因
为屋里光线昏暗，大白天开着灯，他
微笑的脸上浮上一层温软气息。

不久后的夏夜到外面散步，深蓝
色的天空上金色圆月晶莹如玉盘，风
吹拂着，沐浴在皎洁的月色中，身心
俱静，仰望整个浩瀚的夜空，除了几
颗星子散落，天地仿佛都剔透无瑕。
忽而想起那日与朋友的相会，此刻彼
时的意境如出一辙。思忖，人至柔至
净到一定程度，呈现出的不止是一种
独特的气质，更是对待生活的态度。
朋友的生意正是红火旺盛阶段，已然
达到富贵程度，而他舍弃了那张看似
昂贵的底牌，却凸显出身上可贵的品
质。千金散尽还复来，人生亲情只一
场，错过了花期明年还会再开，而父
母的恩养一世仅只有一回。如果挑剔
些来分析，朋友衣着随意，皮肤黑而
粗糙，走在人群中不过是小城里再普
通不过的男子，他那些商务装扮如解
甲归田般放进旅行箱，却并不影响他
举止从容，从内到外散发的气度。居
住的小院铺着古老青砖，也被他用竹
帚清扫得干净整洁，从都市中回归小
城，他有能力将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亦能将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颇有几
分刘禹锡的“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的悠然韵味。

我还是有疑惑的，往昔的朋友是
练摊出身，开始简装便行到处赶会卖
商品，后来在小城开了几间商铺做起
了老板，做生意时脱不了高呼大嚷的
习性。后来发达起来到西安发展，做
了代理商，垄断整个区域市场，生意
越做越大，与一家公司的老总谈生意
非常顺利。两个商议着中午吃顿便
饭，顺便把合同签了，店里有员工照
看，妻子也跟了过来，席上朋友的妻
不时对服务员呼来喝去，他也难掩财
大气粗的本色，免不了颐指气使。对
方老总没有等到饭毕，就借口上卫生
间走掉，一大单生意就此错失。一个
不懂得尊重别人、恶语相向的人，是
无法得到别人的尊重与认可的，更会
与机遇擦肩而过。当一个人的层次越
高，他的内心才会渐渐觉醒，具备匹
配的修养，谈吐柔净而富有张力，正
如古语所形容：“水深而流缓，人贵
而语迟。”没有心灵的柔软洁净为基
础，就不会成为富有涵养的人，而一
旦深入骨子里，将是一个人一生的名
片与财富。

夏夜里漂浮着若隐若现的清香，
耳机里低吟浅诵着朱自清的 《荷塘月
色》，不由想起契诃夫说过的话：人
的一切都应该是干净的，无论是面
孔、衣裳，还是心灵、思想。我似乎
在黑暗中遥望到一片素色荷花，出淤
泥而不染，保持着内心的澄澈通透，
历经风雨，满怀的初心与善意从未更
改。纵使岁月深深深几许，生命最真
的底色上，仍有最美的留白。

柔净之美
♣ 侯利明

♣ 安晓斯

小处不可随便

♣ 曹春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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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确切分辨他的亢奋是因
为一万块钱的刺激还是槟榔的药
性，脸上像喝了酒一样发红，连眼
睛也像酒精浸泡过。孤傲的光辉
重新回到他的脸上。他突然觉得
今天晚上不想一个人睡觉，他知
道哪根荒野里的母电线杆子和他
曾经互相替对方感到寂寞。这没
什么难的。他给了她几张百块
子，说他本想在城里给她买件衣
服，但苦于对她的尺寸一无所知，
今晚我特别想好好地量一量你。

那根母电线杆子说她也不知
道他的尺寸，连她丈夫的尺寸也记
不得了，那死鬼在深圳的建筑工地
日搞夜搞，只怕要到过年才能回
来。当晚两根电线杆子电线交缠
电火闪闪，夜晚就这么不孤单了。

一来二去，总有些门窗不够
牢固泄漏光线，走漏风声。他那
是拿自己老婆婆辛辛苦苦挣的钱
乱搞。初云也是碰哒鬼 ? 最刺激
阎真清的便是这种昧着良心的人
嚼一些伤他尊严的舌头，他正是
听了这样的卵弹琴觉得有必要堵
一下他们的嘴。于是他说出那次
街上遭遇的车祸，搭帮祖宗菩萨
坐得高捡了条命，差点断腿变残

废，车主怕担大责任丢一坨钱私
了跑了。所以这钱是真正的血汗
钱，他流了几碗血换来的。自然，
他也不承认那些电光闪闪的夜
晚，他从她家后门溜进去，或者她
从他家后门溜出来，狗汪汪吠叫
时的惊心动魄。但是大家很早就
替初云叫苦，嫁给一个寸事不做
的男人，钱不赚一分背底里搞起
亲家母来，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
比飞鸽传信还快，初云还没回村，
消息就传到她耳朵里去了。

她也没有立即赶回来分个青
红皂白，还是平日里慢半拍的性
子，等到她认为该回来的时候回
来了。很多耳朵侧着倾听她家里
传出来的声响，没有摔罐子敲桌
子砸碗盆的交响乐，也没有男女
高音二重唱，屋子里虚空的地方
都塞满了寂静。

人们后来看到初云在园子里
撒播菜籽，和阎真清说了几句话，
大意是要他早晚浇些清水，不然
到时候不发芽，就得去别人的园
子里扯蔬菜吃。有眼尖的人看到
她某天早晨进了那根母电线杆子
的家门，在里面待了四五分钟后
平平常常的离开了。

人们注意到这时的初云连脖
子都干干净净的，好像原先积了
一层垢进城后全部洗掉了。皮鞋
子擦得雪亮，烫了个满发。穿得洋
气不过了。于是反过来对初云又
有些猜疑，莫不是两公婆都在外边
各搞各的，扯个平手，所以不吵不
闹。这一假设获得大家的高度赞
同，人们心中的疑惑因此也得到了
解释。只有卧室里的灯泡闭眼睡
觉之后听到黑暗中初云的话。

毛堂客的男人在建筑工地做
事，有的是力气。打起人来也是
有得轻重，不管死活的，我怕你吃
亏。前几天找毛堂客说了，请她
帮忙担待点，莫搞出么子乱子来，
到时有得办法收拾。

阎真清进城是经过深思熟虑
的。其中某个晚上比较关键。那
晚他坐在自家阶基上，手里打火
机火苗一明一灭，眼睛望着进城
的方向，表情若有所思。他头顶
是半边月亮，满天星星，夜幕就像
一块被扎穿了很多小洞的布，光
从小洞里透出来就成了星星。他
一直想到后半夜，感觉自己的心
里也被扎出很多小洞，有些光亮
透出来。他跟那根母电线杆子各

自杵在自己的地盘上不再电光闪
闪，他固然害怕那个四肢无比发
达的建筑工人，但多半因为他心
思不在这些事情上面，城里遍地
是黄金，有些人车里的钱像餐巾
纸一样，有些人把百块子当零钞，
而他还常犹豫着要不要打散一张
百块子，因为一打散很快就花掉

了。人们都在高档餐馆换口味尝
新鲜，而他只是今天吃这个腌菜
明天吃那个泡菜顶，多将辣椒炒
肉换成肉炒辣椒。人们一有空，
就成群结队的出去旅游，而他却
窝在这到处是烂泥巴的地方，靠
醉酒等着自己的女人口袋里掏几
个钱出来喂养他。他越想越觉得
不应该是这样的，他阉鸡阉得那
么好，脑壳手指头都那么灵乏，就
算是衷于手艺，过于热爱阉鸡事
业，也不应该与这个抛弃他的时
代为仇。连她这种呆里呆气的榆
木脑壳都能在城里头搞得活乏野
哒，我也有得么子难搞的。

他第一次想得那么透彻，忽
然间觉得自己还很年轻，可惜母
亲死了，没人可以分享这具有特殊
意义的夜晚与心情——他要进城搞
点名堂出来。那天晚上他没怎么
睡，不时想起什么，就爬起来做些准
备。天亮前他终于睡熟了，做了一个
简短的梦，梦见母亲给他买了一件新
衣服，竟然和戚念慈的寿衣一模一
样。他就此醒来，睁着眼睛琢磨了一
会儿，觉得与财运有关，最后认为这
个梦表达的意思是母亲不喜欢他去
城里，因为城里对她来说就是一介

死亡的陷阱。但他不这么认为，自
打他轻易地到手一万块之后，他就
改变了对城市的态度——虽然现
在是二十一世纪了，社会变得他都
不认得了——他这番进城就是要
去摸摸它的屁股，踩踩它的尾巴，
和它打打闹闹熟悉起来的。

他沉静了几天，头发乱草般
东倒西歪，找出二十多年前的旧
衣服，屁股和膝盖磨得放光透亮
马上就要破裂的劳动裤，被脚趾
头顶穿了的胶底布鞋，背了个烂
布袋，塞进一天的水和干粮，收拾
妥当后，在初云常用的那块巴掌
大的布满苍蝇屎斑的镜子前照了
照，只见一个两眼放光的老头舔
着嘴皮朝他狞笑。嗯，就这样子，
一把老骨头的样子，碰哪里哪里
碎。他锁好门，走上了通往外面
世界的大路，他第一次仔细打量
周围，发现小河似的沟渠窄得只
有尺把宽了，荷塘已成变成了水
坑，地球在大口大口地吃掉他过
去熟悉的记忆。等到塘坑被垃圾
填平了，我也死了。他也觉得地
球不经踩，地面比原来塌陷了很
多，我肯定看不到地球被踩穿的
那一天，他对此并不遗憾。

九点钟的时候，他面对城市主
干道快速行驶的汽车，站在人行道
上，就像一个从历史穿越过来的人
物。不久他来到了上次出事的地方，
这里人多车乱，车速很慢。他看准一
辆放光放亮的豪华车，忽然从车前
横过，膝盖碰到车头跌倒在地，人们
围上来，只见他裤腿被刮破，膝盖一
道鲜红的血痕。他颤颤巍巍地仿佛
惊吓过度，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其实
在紧张地观察事态进展以便见机行
事，只要司机丢一千块钱，多的不想。

越来越多的腿围在四周，他做
出呼吸困难茫然无助的样子。人们
谴责车主，在主持公道的围观者的帮
助下，他得到两千块钱的赔偿。有人
要领他去医院看看，他一声不吭相当
执拗地拒绝了，带着满怀沉痛的背影
消失在大家的视野中。他转到另一
个片区，在一个算不上公园的僻静
处歇了会，吃了些干粮，决定再上街
碰碰运气。这一次遇到的车主是个
文着黑眼圈的中年妇女，当他坐在
车轮前露出鲜红的膝盖做出疼痛的
样子，那女人突然拿出纸巾狠狠地
擦掉膝盖的血痕，他完好的
皮肤顿时暴露在外，他赶紧
爬起来一阵风似的跑了。 16

连连 载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