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萩芦春声萩芦春声
□□简简 梅梅

萩芦，光是轻轻念着这个地名，口齿中就带

有林木苇草的清香，加上秀美的萩芦溪环绕而

来，迂徐而去，就更增添了它的飘逸与静谧。

三月，我踏着桃花水涨、草木拔节的声响，

特意来到这里。

一座看上去色泽有些斑驳、但却有着历史

厚度的萩芦溪大桥，雄峙在山垭。桥上碑亭与

古老的护桥将军，无不彰显着乡贤三代，以及更

久远的人与自然共处和融合的经历。当我靠近

桥身，不由得想象当年嫁接天堑的艰险，以及那

些无私捐赠并修缮大桥的人们，他们对跨越激

流、接通人脉的渴盼。而今，旧桥与新桥并行，

书写着时光流转，连接两岸的早已不是桨声船

篷，而乡人们淳淳的莆仙方言，仍在延续着这块

土地从未改变的对幸福生活的追寻。

泱泱缓阔的萩芦溪，从高处看，或呈条状，

或呈环状，溶溶滟滟，盘出更远的视线。若循着

大桥下到溪边，便见裸露滩石棋布溪上，溪水如

玻璃般透明，浅者可见泥苔包裹着坚石，它们或

紧挨，或零散；而稍大石砾，有的方形，有的卵石

状，它们不知何时随着潮水聚拢在这里，微风徐

振，相处静安。深者则幽邈无穷，掩苒摇飏。寻

一滩石坐下，远眺逶迤的山体，虽说不上高峻，

却慈爱地环绕几座村庄。突然，漻然而清深的

水在阳光与轻风的作用下，晃过一道道如鱼鳞

般的色彩，又似金丝曲折着、拨弹着，向前方漾

去；若隐若现的溪石仿似跟着舞蹈，水中央一两

块露出水面的石头则光滑亮闪，如调皮的幼儿

探头外面的世界，光滑澄净的肌肤恣意接受着

雨露风华……大自然处世不惊的美流经多少光

年，才变得如此涵虚若空游，我不禁陷入深思。

我静静地凝望着清冽的水，倒影着婆娑的

树、蓝滢的天，发觉连云朵飘动的姿势也随着水

纹摇晃，溪水两岸时而传出鸡鸣喔喔，掠水而过

的鸟儿轻悄的叽叽声，在空际中传荡着飘远；溪

畔连片的果树包裹着一簇簇娇羞的果实，远远

望去，如一片片雪白的梨花开遍丛林，岸畔人家

田畦菜地间夹着花圃，郁郁葱葱，空气中涤荡蓊

勃的清香。回眸间，我发现水边石堆间缝长出

挺立的苇草，它们总是默默扎根，而今清秀丰

盈，飞扬朴素高洁的羽翼。

离开溪畔，沿村踏行，我发现富裕起来的人

们都盖起了气派的独栋三四层楼，那敞亮的窗

户像一双双眼睛，守护着这里的一草一木。更

令我惊羡的是——此处“瓜果之乡”，每家每户

都在门前空地种植枇杷果树，未成熟的枇杷都

被人们用厚纸扎成袋状，每个果实似乎都像他

们的宝贝。更有细心讲究的农户用光滑的银纸

扎成三角形状，一丝间缝都不让其泄露，银光闪

闪呈现出吉祥色彩。而大多普通人家，或用报

纸，或用牛皮纸袋顺势一扎，任由天地精华在植

物自身的抵御能力中，天然去粉饰，而果实成熟

后一样甘甜无比。好奇心使我走到树下，仔细

窥视躲在枝叶中修养身心的果子，它们静静地

安享着成长的光阴。有一些性急的早已钻出袋

子的枇杷们，大多三五颗聚拢在一起，它们都长

着密密麻麻的绒毛，青色的身姿如成长中的青

少年。有的茎上结有十一二个枇杷，分枝中两

两独立，三三成群，大都伸展成花瓣奔放的模

样，还有的偎在一起，如雏鸟、雏鸡们怯生生地

迎迓自然天光，它们都用绒毛羞涩地遮挡身子，

喜盈盈地互挨着，像团结的一家人，又各自汲取

空气阳光水分，不久后即脱落成水灵灵、圆润润

的姑娘小伙了。我察觉，枝叶稍高的枇杷树精

神倍爽，它们迎着春的色彩冲天而起，似乎在紧

锣密鼓迎接五月成熟期的到来！早闻“萩芦牌”

枇杷果实硕大、外观艳丽，耐贮运，品种多样，是

福建省著名商标，还获得过农业部颁发的绿色

食品使用标志，真是名不虚传啊！

出果林，沿着大江线可通往深山。此行，我

还有一个心愿，就是用脚丈量这片土地，看看这

当年贫瘠、泥泞、充满荆棘的山路如何走出一个

个坚毅的山里叔、山里嫂，他们护卫着青山绿

水，筚路蓝缕从蜿蜒盘曲的山里走到山外，肩挑

的重负、脚上的老茧，闯荡收获的何止是财富，

回馈给儿孙的依然是勤劳朴素的家风美德。入

口处的一户农屋前，大红灯笼仍宣告节气的喜

庆安详，一个白发老人心满意足地坐在自家门

前竹凳上，邻里乡亲或抱着孩子互致问候，或提

着农具准备干活。路已经修成柏油路，踱步而

上，远山如黛，清气苒生。萩芦确实兼具山区与

平原的优势，山道绵长宛如环绕的线，坡度顺势

渐升，常见乡屋间杂于山下丛林，时而露出红顶

房砖，偶尔一两辆车飞驰而上。道旁还见包菜

包裹着紧实的衣裳，叶脉分明，躺在碧翠衬托的

五叶瓣中，显得悠然自得。自由的芦苇伸向路

径，簌簌之声陪伴我哒哒的脚步声回荡山

中……此时，太阳如圆盘，悬挂我牵念的心事，

不知走了多久，我开始微微喘气并出汗，影子在

道上拉得很长……

忽地，眼前豁然一亮，前方右侧山坳下，竟

出现了一派田园风光，一个村落端坐于盆地中，

上百户洋房老屋错落有致，村中建设井井有条；

房在树林中，屋在山水里，美景如画，尽览眼

底！惊叹之余，心生欣慰：桃源之境皆僻于隐隐

之所，萩芦果真有福哟！又走数百米，眼见前方

仍是盘山之道，我停歇了下来，在路边一处阴凉

的草丛中坐下，山脚下鸡鸣虫聊，犬吠鸟啼顿时

声更明晰，而周遭那些无人眷顾的野枝野草，此

刻都与我亲近起来，如贴心的知己。疲惫中，我

倚靠着它们，有一两株我叫不出名的褐色植物，

它的枝干清硕如归隐的高人，叶子焦脆卷曲似

快掉落，斜枝却倔强长出白色的花瓣，有的裂成

像细绒，轻轻触碰它，似有细小的刺疼；有一株

躲在我身畔，花叶如此细小，枝干却挺直有力尽

显卓然身姿；还有一株植物特别美，皮肤黝黑如

异域的公主，花瓣从根部使劲长出，依次攀爬错

开排列，细数竟开了十几朵。我轻抚它们，闻着

山中沁人心脾的清香味，此处“隐居”山坡，石子

横亘，裸露的土地花草自长，不为物喜不为己悲，

它们映刻于我内心的光芒，带有清香、粗粝，有着

人世间最善解人意的体贴与温柔，我多想与它们

倾诉……许久，我伸出手与它们一一道别。

路仍在盘旋，深山的村落如潭井，只能暂隔

我的梦中，我决定下山了，这座山给予我所有的

想象，曾经，它烟火旷渺飘荡着男人女人农活时

喘咳的声响，土墙矮墩闪烁着灯火昏暗，如今都

化为漫天星斗，映耀着未来更光明的旅程；曾经，

它对山外世界的向往遥不可及，激流横亘、船荡

如叶……如今，苍凉渐向繁华。与土地的每一份

亲近，它都将回馈给你安稳，回馈给你素朴至真

的岁华。下山的转角，芦花丛中，闪过一个挑着

柴禾的阿伯，戴着斗笠，厚重的干柴压在他肩上，

很快，他细碎的脚步就隐没于前方……

萩芦的三月，天蓝蓝、山冉冉、水脆脆、果

盈盈。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福建中青年作家班

学员）

只要稍稍离开几天，我就很想重庆。

不管你把我搁在世界的哪儿，哪怕

山珍海味伺候着，哪怕名流山川游览着，

都无法减弱我想重庆。想重庆，自然而然

地想，略带撒娇地想。就连生我养我的故

乡，我对它的想念都没如此强烈。

我会经常给外地朋友纠正一个错误

观点，没有“成都火锅”这个词语，只有

“重庆火锅”的叫法。我并非有意破坏川

渝人们之间的伟大友谊，只是根深蒂固

地认为，火锅这玩意儿，只有被嘉陵江和

长江滋养的重庆才是有灵魂的。

离开重庆不久，脑海里就会自然呈

现出一幅火锅画面。三五好友，相约嘈杂

街边，满桌毛肚、鸭肠、藕片、土豆、茼蒿……一边喝着啤酒，一边

摆龙门阵。每每想到这里，口舌生津。

来外地也吃火锅，但它的意义只在于从具体行动上去弥补

某种内心缺失。看着服务员身着职业装端来一盆红艳艳的锅底，

总觉得缺点味儿。说到底，在外地吃火锅还是吃得有些扭捏，不

像在重庆吃得那么无所顾忌。在重庆，火锅沸腾起来，那股麻与

辣，散在空气里入胃入心。啤酒喝起来，久不相见的朋友聚在一

起，只管尽兴。

醉意阑珊地穿过灯火辉煌的不夜城，长江和嘉陵江汩汩流

淌的江水会勾起许多记忆。有多少次如梦如幻的在火锅飘香中

穿城而过，味蕾就有多少次记忆和苏醒。想重庆，最先是舌尖上

的回味吧。麻辣鲜香是其永恒的底色，如果说火锅是重庆的阳春

白雪，那么小面则是重庆的下里巴人。

半把个月，不吃一次火锅，感觉就打不起精神。一周不吃一

碗小面，仿佛所有的食物都失去存在的意义。到了陌生的城市，

我总是到处找重庆小面。曾在一处饭馆点了一份重庆小面，只吃

了几口，委实难以下咽。姑且不论重庆小面必须的老咸菜、炒花

生，就连基本的麻辣配料都没搞对。

至此，去外地不吃所谓的重庆小面，成为我的一个执念。小

面店，重庆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几乎十步一家。当然，味道也是

各有千秋。各家有各家的做法，各家都有不对外透露的绝技。从

面条的初始原料，到辣椒花椒的选用，再到面条的下锅起锅，也

是各有各的讲究。

新店和老店琳琅满目，但只要用心经营的店，几乎都有自己

的回头客。小面制作讲究，也因此总在清晨就会聚集大量食

客。老板，一碗小面，多海椒，加煎蛋！重庆一天的生活，在食客

们的叫喊声中逐渐开始。你有你喜欢的油条包子，而我独爱我

的重庆小面。

几年前刚来重庆，一家旅游杂志约稿，让我写写重庆。在那

篇羞于见人的文章里，我把重庆以磁器口的形象去代替简化。现

在想起来，那是一篇极其糟糕的文章。重庆神韵，我一点儿也没

抓住，连皮毛都没抓住。

重庆待久了，便不再愿意去磁器口、洪崖洞这些似乎专为外

地游客而准备的地方。这些被吵得沸沸扬扬的旅游景点，实际上

也只能符合外地游客的口味。想重庆，除了味觉上的想，更是一

种视觉上的想。漫步南滨路或者北滨路，对岸的灯火尽收眼底，

仿佛置身一座梦幻城堡。

我喜欢重庆的起伏和错落，它像是五线谱上的音符。尤其灯

火辉煌的夜色中，重庆的美更是一览无余。高楼与高楼比肩而

立，公路与公路盘旋交织，错综复杂中又井然有序。南山一棵树

固然是欣赏夜景的好去处，而我更喜欢闲情漫步，走哪算哪。随

便一抬头，就是好风景。随便一停步，便是重庆人的热情洋溢。

依山而建，重庆是一幅醒着的油画。无论你位于画中的哪一

笔，接下来的那一笔定不会让你失望，定会让你发出轻轻尖叫。远

处是阑珊灯火，灯火深处就是小日子，就是日常与琐碎。外地来了

朋友，我会在一顿火锅之后带他们随便坐上一辆公交。在公交车

走走停停的顿挫中，在车内相互寒暄的方言里，聆听重庆余音。

想重庆，不得不想那两条江。长江的浑浊与嘉陵江的清澈纠

缠在一起，朝天门码头停泊的豪华游轮无意间增加了江的奢华。

透过江边粗粗缆绳，可以想见当年码头上穿梭自如的人和热闹

的交易。现在的码头，是一个适合怀旧的地方，夜幕升起，江边流

浪歌手到此卖唱。

市内某媒体的微博宣传语曰“这座城的早晨都由一条微博

和两条大江开启”。这句话在脑袋里挥之不去，细细一想，确实有

点儿意思。如果，重庆没有这两条江，那简直不可想象。江诞生了

码头，码头诞生了袍哥，袍哥诞生了重庆的脾气秉性。

柔情似水的重庆，烟火气息浓郁的重庆，只需离开那么一小

会儿，就会让人很想很想。倘若离开得再久一点，只怕是会得相

思病。“爱上一个人，恋上一座城”，这是当初来重庆时，在公交车

身上看到的一句广告语。竟想不到，多年后的现实，早就被它一

语道破。

想重庆，想重庆的美食美景，想重庆的人，想到心底去了。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二十届高研班学员）

想
重
庆

想
重
庆

□□
杨杨

康康
稻草人稻草人

□□莫晓鸣莫晓鸣

一阵轰隆隆的雷声响过一阵轰隆隆的雷声响过，，我发觉你举我发觉你举

杯的手臂颤了一下杯的手臂颤了一下，，黑暗的天空一定被震黑暗的天空一定被震

裂了裂了。。高高在上的星星早就躲了起来高高在上的星星早就躲了起来，，带带

着浓重湿气的风却迷失了方向着浓重湿气的风却迷失了方向，，时而吹向时而吹向

东东，，时而吹向西时而吹向西，，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

驱赶着驱赶着，，在无休无止地逃窜在无休无止地逃窜，，惶惶不知疲惶惶不知疲

倦倦。。这次聚宴是为你饯行这次聚宴是为你饯行，，我记住了这个我记住了这个

欲雨未雨的夏夜欲雨未雨的夏夜。。

风向始终不定风向始终不定，，似乎在煽动某种气似乎在煽动某种气

氛氛。。我强装笑容我强装笑容，，不想让离别的情绪变得不想让离别的情绪变得

沉重沉重。。频频举杯之间频频举杯之间，，两个人都无话找话两个人都无话找话，，

装出谈笑风生装出谈笑风生，，仿佛在庆贺你的离去仿佛在庆贺你的离去。。有有

一刻我神思恍惚一刻我神思恍惚，，忽然想起一个月前的一忽然想起一个月前的一

个深夜个深夜。。那时我正和一群不知今夕何夕的那时我正和一群不知今夕何夕的

朋友朋友，，在灯火迷离的歌厅里唱着五音不全在灯火迷离的歌厅里唱着五音不全

的歌曲的歌曲，，每个人都刻意要将自己点播的歌每个人都刻意要将自己点播的歌

曲唱出淋漓尽致的水平曲唱出淋漓尽致的水平，，出口后几乎都是出口后几乎都是

可笑的荒腔走板可笑的荒腔走板。。那时你打我的手机那时你打我的手机，，淹淹

没在歌声里的响铃细小柔弱没在歌声里的响铃细小柔弱，，第三遍我才第三遍我才

听到听到。。你说你在白沙门海边你说你在白沙门海边，，四周已没有四周已没有

人人，，只有越来越汹涌的涛声只有越来越汹涌的涛声。。听后我一阵听后我一阵

紧张紧张，，倏时有种不祥之感倏时有种不祥之感，，大声叮嘱你在大声叮嘱你在

那里等着那里等着，，我马上开车过去接你我马上开车过去接你。。心想需心想需

要上帝关照的人太多了要上帝关照的人太多了，，如果他一时疏忽如果他一时疏忽

你你，，你千万不要脾气古怪你千万不要脾气古怪，，心念骤起没深心念骤起没深

没浅没浅。。

我在海边停好车我在海边停好车，，推开沉闷的车门走推开沉闷的车门走

了下来了下来。。黑暗里的大海涛声轰鸣黑暗里的大海涛声轰鸣，，无边无无边无

际际，，我能想象它们一波又一波往岸边奔我能想象它们一波又一波往岸边奔

跑跑，，似乎寻找温暖的避风处似乎寻找温暖的避风处。。此时天地万此时天地万

物都覆盖在湿热的夏夜里物都覆盖在湿热的夏夜里，，各自安生各自安生，，各各

自珍重自珍重。。

白天热闹的海边白天热闹的海边，，这时已是人影渺这时已是人影渺

渺渺。。路灯静静地洒下光辉路灯静静地洒下光辉，，视野里高低有视野里高低有

序的花草序的花草，，热热闹闹地消遣着夜色热热闹闹地消遣着夜色。。我没我没

有打你的手机有打你的手机，，而是顺着海边的大理石护而是顺着海边的大理石护

栏栏，，一路寻找你一路寻找你。。海里没有一星渔火海里没有一星渔火，，无边无边

的黑暗使涛声显得那样空洞的黑暗使涛声显得那样空洞，，那样神秘那样神秘。。

这片海域一直让我迷惑这片海域一直让我迷惑，，不知道它的彼岸不知道它的彼岸

在哪里在哪里，，更不知道时刻奔流的海水更不知道时刻奔流的海水，，将去将去

往何方往何方。。

夜幕下一个倚栏的身影夜幕下一个倚栏的身影，，随着我的走随着我的走

近渐渐被放大近渐渐被放大，，凭感觉凭感觉，，我知道那一定是我知道那一定是

你你。。不知当时我出自什么心理不知当时我出自什么心理，，竟然在离竟然在离

你不远的你不远的地方停下脚步地方停下脚步，，悄悄地站在你不悄悄地站在你不

知不觉的地方知不觉的地方。。你正定定地望着黑黝黝的你正定定地望着黑黝黝的

大海大海，，一动不动一动不动，，如一尊线条模糊的塑像如一尊线条模糊的塑像。。

我不知道你看见了什么我不知道你看见了什么，，更不知道你正在更不知道你正在

想什么想什么；；如果你脸上挂着晶莹的液体如果你脸上挂着晶莹的液体，，我也我也

猜不出那是露水猜不出那是露水，，还是你的眼泪还是你的眼泪。。夜色尽量夜色尽量

消弥着这个消弥着这个世界的不协调世界的不协调，，让一切安详让一切安详。。

一辆白色小车从旁边的道路上疲惫一辆白色小车从旁边的道路上疲惫

地驶过地驶过，，不远处的别墅群正灯火阑珊不远处的别墅群正灯火阑珊，，在在

深夜酝酿着对城市的深情厚谊深夜酝酿着对城市的深情厚谊。。这也难这也难

怪怪，，它们都是城市的宠儿它们都是城市的宠儿，，投桃报李投桃报李，，知遇知遇

而感恩而感恩。。一声鸥鸟的鸣叫竟然穿透夜空一声鸥鸟的鸣叫竟然穿透夜空，，

远远传来远远传来，，凄厉而悦耳凄厉而悦耳，，我没有看到它的我没有看到它的

身影身影，，它不眠不休它不眠不休，，是在寻找什么吗是在寻找什么吗？？我忽我忽

然发觉然发觉，，夜越深夜越深，，尘世间孤独的身影越多尘世间孤独的身影越多，，

我忍不住走向你我忍不住走向你。。

听到脚步声你扭过头听到脚步声你扭过头，，不好意思地冲不好意思地冲

我笑笑我笑笑，，朦胧的光线里应该有你歉疚的表朦胧的光线里应该有你歉疚的表

情情。。你轻声说你轻声说，，夜深了夜深了，，真不该麻烦你真不该麻烦你，，但但

我在海口的好朋友并不多我在海口的好朋友并不多。。我笑笑我笑笑，，说了说了

一些宽慰你的话一些宽慰你的话。。其实一个男人对另一个其实一个男人对另一个

男人说出这样的客套话男人说出这样的客套话，，总让我心里觉得总让我心里觉得

别扭别扭，，只是我不能告诉你只是我不能告诉你，，我骨子里鄙夷我骨子里鄙夷

生为男人的怯懦生为男人的怯懦。。

这时你指了指脚旁的一个黑色大塑这时你指了指脚旁的一个黑色大塑

料袋料袋，，幽幽地说幽幽地说，，今晚本来要将这个稻草今晚本来要将这个稻草

人沉入海底人沉入海底，，但是来到海边但是来到海边，，却下不了手却下不了手，，

忽然发觉这个跟你相处忽然发觉这个跟你相处33年多的稻草人年多的稻草人，，

已使你内心不舍已使你内心不舍。。我又笑笑我又笑笑，，又说了一些又说了一些

被海风撵着跑的客套话被海风撵着跑的客套话。。

我知道你身边有个稻草人我知道你身边有个稻草人，，只是记不只是记不

清你什么时候对我泄露了这个秘密清你什么时候对我泄露了这个秘密。。你的你的

身边事身边事，，或使你高兴或使你沮丧或使你高兴或使你沮丧，，你都会你都会

说给稻草人听说给稻草人听。。比如你有远在异地的女友比如你有远在异地的女友

不能团聚不能团聚，，你有回不去的故乡日渐荒芜你有回不去的故乡日渐荒芜，，

还有居高不下的房价日日加深你的漂泊还有居高不下的房价日日加深你的漂泊

感……所有这些感……所有这些，，你应该不止一次说给稻你应该不止一次说给稻

草人听了草人听了。。最近这段日子你过得很不顺最近这段日子你过得很不顺，，

自从你与肥胖的女房东吵了一架自从你与肥胖的女房东吵了一架，，你的日你的日

子便过得一塌糊涂子便过得一塌糊涂。。过后你常为自己没有过后你常为自己没有

及时克制情绪而惭愧自责及时克制情绪而惭愧自责，，她要加房租她要加房租，，

你完全可以选择退租你完全可以选择退租，，而不是怒气冲冲用而不是怒气冲冲用

力挑开她伸过来的浑圆胳膊力挑开她伸过来的浑圆胳膊，，疼得她蹲在疼得她蹲在

地上又是呻吟又是叫骂地上又是呻吟又是叫骂。。海南的炎热容易海南的炎热容易

让人冲动让人冲动，，你耿耿于怀自己的斯文扫地你耿耿于怀自己的斯文扫地。。

那些日子那些日子，，你很迷信你很迷信，，尘世的生活组尘世的生活组

成一个个困局成一个个困局，，令你心灰意冷令你心灰意冷，，总觉得因总觉得因

有稻草人的存在有稻草人的存在，，所以纷至沓来太多的麻所以纷至沓来太多的麻

烦事烦事。。也就是在那些日日夜夜也就是在那些日日夜夜，，你犹豫不你犹豫不

决是否决是否将稻草人沉入海底将稻草人沉入海底，，仿佛要了却一仿佛要了却一

桩尘缘桩尘缘，，舍痛割爱一段沉甸甸的人生舍痛割爱一段沉甸甸的人生。。

虽然在你的心里虽然在你的心里，，它是一个无辜之物它是一个无辜之物，，

它所承它所承受的受的一切都是你的横加一切都是你的横加。。所以你有所以你有

时觉得时觉得自己自己面目全非面目全非，，过于残忍过于残忍，，黑夜包黑夜包

围之下的出租屋竟成了你演绎失控人生围之下的出租屋竟成了你演绎失控人生

的舞台的舞台。。

在海口在海口，，很多时候天空蓝得出奇很多时候天空蓝得出奇，，空空

气里没有一丝杂质气里没有一丝杂质，，轻风吹拂着椰树拱形轻风吹拂着椰树拱形

的扇叶的扇叶，，一切都是那样美好而祥和一切都是那样美好而祥和。。你梦你梦

想有一日成为它的主人想有一日成为它的主人，，这是一座四季萌这是一座四季萌

绿的宜居城市绿的宜居城市。。有一个记忆许多年都温暖有一个记忆许多年都温暖

着你着你，，那是在青春勃发的大学里那是在青春勃发的大学里———每天—每天

清晨清晨，，彤红的太阳从宿舍楼偏南的方向冉彤红的太阳从宿舍楼偏南的方向冉

冉升起冉升起，，让你常常莫名激动让你常常莫名激动，，内心满满憧内心满满憧

憬憬，，有一种肩扛四方的豪情有一种肩扛四方的豪情。。你读的是法你读的是法

学专业学专业，，盼望有朝一日成为庄严端坐的法盼望有朝一日成为庄严端坐的法

官官，，秉公审判不平事秉公审判不平事，，以自己之力为世间以自己之力为世间

增添一抹亮色增添一抹亮色。。而今理想搁浅而今理想搁浅，，成为不堪成为不堪

往事往事，，你常常被一股残酷的力量推至人生你常常被一股残酷的力量推至人生

的叉口的叉口，，何去何从何去何从，，有时你想做好自己的有时你想做好自己的

判官都力不从心判官都力不从心。。

今年以来你无数次想起小时候的一今年以来你无数次想起小时候的一

个场景个场景，，那时村里正按年例演戏那时村里正按年例演戏，，戏文开戏文开

演前演前，，出于一个孩子的好奇出于一个孩子的好奇，，你自己一个你自己一个

人爬上木搭的戏台人爬上木搭的戏台，，独自站在空旷的舞台独自站在空旷的舞台

上上，，面前的台下一片黑暗面前的台下一片黑暗，，你内心惶恐你内心惶恐，，猛猛

一回头一回头，，只见身后绘着崇山峻岭的背景明只见身后绘着崇山峻岭的背景明

暗不定暗不定，，狰狞迫人狰狞迫人。。今晚你与我谈起今晚你与我谈起，，总觉总觉

得这一场景是一个隐喻得这一场景是一个隐喻，，是一个暗示是一个暗示————

现实进逼现实进逼，，前路却浑然无光前路却浑然无光。。我手握酒杯我手握酒杯

劝你劝你，，只要内心坚韧只要内心坚韧，，不放弃努力不放弃努力，，人生便人生便

有无数可能有无数可能。。你平静的嘴角漾出一丝微你平静的嘴角漾出一丝微

笑笑，，跟我碰杯跟我碰杯。。其实在我的心里其实在我的心里，，我也觉得我也觉得

自己的言谈轻飘自己的言谈轻飘，，不足以震撼生活之重不足以震撼生活之重。。

窗外这条过于熟悉的街道已入夜窗外这条过于熟悉的街道已入夜，，溽溽

热渐渐随风消退热渐渐随风消退，，昏暗的路灯使每张流动昏暗的路灯使每张流动

的面孔都朦胧模糊的面孔都朦胧模糊。。不知是什么触动了你不知是什么触动了你

的心弦的心弦，，你竟突发奇想你竟突发奇想，，问我这些身影有问我这些身影有

多少不想回家多少不想回家，，又有多少怀揣着家又有多少怀揣着家，，却日却日

复一日萍飘四方复一日萍飘四方。。我笑笑我笑笑，，没有作答没有作答，，不想不想

跟你探讨这个只会让你感到飘零的话题跟你探讨这个只会让你感到飘零的话题。。

我转动手里的空杯我转动手里的空杯，，劝你少喝点劝你少喝点。。你站起你站起

身身，，摇晃着走向洗手间摇晃着走向洗手间，，再回来再回来，，你拨开我你拨开我

盖在杯口的手掌盖在杯口的手掌，，硬要倒酒硬要倒酒，，说反正能在说反正能在

海口喝醉的机会不多了海口喝醉的机会不多了，，我们下一次再我们下一次再

喝喝，，已不知何年何月已不知何年何月。。你的话让我伤感你的话让我伤感，，此此

地一别地一别，，天高地远天高地远，，当真再聚无期当真再聚无期。。因为因为

你你，，这个夜晚后来留在我的记忆里这个夜晚后来留在我的记忆里，，这家这家

酒店在文明东路酒店在文明东路，，古旧的门面很不起眼古旧的门面很不起眼，，

门口崭新的灯箱招牌写着门口崭新的灯箱招牌写着““三姐妹鹅肉三姐妹鹅肉

店店””，，烟火岁月里满满的烟火味烟火岁月里满满的烟火味。。

放在放在餐桌上的手机响了许多遍餐桌上的手机响了许多遍，，我都我都

没有接听没有接听，，后来干脆将它设置静音模式后来干脆将它设置静音模式，，

接下来仍有亮光在荧屏上一闪一闪接下来仍有亮光在荧屏上一闪一闪。。我不我不

知道谁在找我知道谁在找我，，这时候我也不想知道是这时候我也不想知道是

谁谁。。夜色轻夜色轻柔弥漫柔弥漫，，我感觉到它的轻轻流我感觉到它的轻轻流

动动，，肯定要带走一些东西肯定要带走一些东西，，比如时间比如时间，，比比

如信誓旦旦的情感如信誓旦旦的情感，，比如廉价客套的人比如廉价客套的人

生生。。这时饭店里忽然安静下来这时饭店里忽然安静下来，，酒足饭饱酒足饭饱

的食客大部分已甩着肩膀离座而去的食客大部分已甩着肩膀离座而去，，我我

抬头瞥了抬头瞥了一眼你苍白的面一眼你苍白的面孔孔，，发现这张发现这张

颧骨略高颧骨略高、、眼睛凹陷的面庞有种决绝眼睛凹陷的面庞有种决绝。。我我

很想借酒问你很想借酒问你，，是否会将随身多年的稻是否会将随身多年的稻

草人带走草人带走？？或者去了另一座城或者去了另一座城市市，，再找来再找来

一堆稻草一堆稻草，，重新扎一个重新扎一个？？我竟忍住没有再我竟忍住没有再

问问，，直到走出饭店直到走出饭店，，在在午夜的街边与你握午夜的街边与你握

手告别手告别。。

一辆又一辆与我素不相识的夜车从一辆又一辆与我素不相识的夜车从

身边疾驰而过身边疾驰而过，，喧嚣退去喧嚣退去，，还夜以夜还夜以夜，，我目我目

送你的身影沿着街边一点一点走远送你的身影沿着街边一点一点走远。。大概大概

是你借着酒劲是你借着酒劲，，竟抬起双臂摆成一条直竟抬起双臂摆成一条直

线线，，无所顾忌地踽踽前行无所顾忌地踽踽前行。。我忽然鼻子一我忽然鼻子一

酸酸，，在灯光昏暗里泪眼蒙眬在灯光昏暗里泪眼蒙眬———你多么像—你多么像

个稻草人个稻草人，，不知疲倦地张开双臂驱赶着什不知疲倦地张开双臂驱赶着什

么么，，又像要拥抱什么又像要拥抱什么，，最终两手空空最终两手空空。。这时这时

我的头顶悬挂着一轮沉静的圆月我的头顶悬挂着一轮沉静的圆月，，薄云不薄云不

时与它拂面而过时与它拂面而过，，并没有遮掩它的皎洁并没有遮掩它的皎洁，，

它看似世事洞明它看似世事洞明，，其实多少如梦的人生其实多少如梦的人生，，

从来都是难以想象从来都是难以想象，，即便日日陶醉在迷人即便日日陶醉在迷人

的幸福之中的幸福之中。。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二届高研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二届高研

班学员班学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