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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高高的山坡
上，有一群我热爱的
人。

东山上点灯西山
上明，四十里平川也了
不见人。

我想要去一个地
方，在那里，山连着山，
沟接着沟，黄土味弥漫

在这山野上，信天游穿
梭在这山谷中。一个
穿着花棉袄的女子站
在那高高的山坡上，她
顺着山坡远远望去，一
个头扎白羊肚手巾的
粗壮汉子正赶着一群
羊，目光追随着，追随
着，不知不觉中这汉子

的目光与这女子的目光相对在了一起，于是信天游这种表情
传意的歌谣产生了，“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山
坡上的人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黄土地上。蓝天、黄土、牛羊、
一碗热气腾腾的小米饭，五亩良地、娶个媳妇、再生个大胖小
子就是他们这辈子的梦想，祖祖辈辈的梦想。

广袤的黄土高原衍生着生生不息的情与爱、仇与恨。在
这样的环境下，山坡上的人们学会了用信天游来与这个世界
对话、与命运斗争。人们辛勤地耕作在这片黄土地上，用双手
创造着属于自己的幸福，累了就躺在黄土坡上唱一首，管他地
动还是山摇。男人辛苦劳动一天后，回家接过另一半递上的
毛巾，擦去那带有黄土味道的汗水，吃上那有嚼劲的面条，坐
在炕头上，黝黑的脸庞上笑意融融，看着自己辛苦经营的小家
庭一天天地好起来，看着可爱的孩子，觉得一天的辛苦也值得
了。吃面条的声音、孩子的笑声、狗的叫声一起飘荡起来，声
音穿过一层层的黄土、一户户亮光的窑洞，回荡在整个山坡之
上，给这个略显苍凉的黄土高坡带来了生生不息的希望。

再一次，我又回到了那遥远朴实的地方。在那里，夕阳西
下，余辉落在黄土地上，金闪闪。一个穿着老羊皮袄、脚蹬千
层底布鞋的老人拿着烟袋坐在那黄土堆上，望着他生活了一
辈子的深深爱着的黄土地。这里有蓝天、白云、羊群，这里的
人们有一颗清澈的、不躁动的心。人们踏踏实实地过着自己
的日子，明明白白地做着人。

黄土地、黄土地上的人，他们相互陪伴，相互倾诉。

江南 周滢

秋
王茜

寒露气温大降，人在院子里走一
遭，脸上就像要挂了一层霜似的。霜是
凉的，衣服是没用的衣服，身子也是凉
的。不知确是今年更甚，还是往日的秋
风乍起梧桐叶落已被时间的枯叶沤得
模糊。

我不在秋天的时候，秋天是不那么
冷的。

误将玉米当作金黄的太阳，太阳遍
地都是，把大地上枯黄的叶子也融进
来，脆弱得，颤抖着，流在太阳里——麦
穗，牛羊，再想想村庄后的溪流，一切都
是愉悦而平和的。

人的心情不会比前阵子
的夏更飘忽，秋天让人情绪
好，即便没有值得雀跃的事，
秋天的雨也会洗干净人们的
欲望。

一切与欲望有关，铜钱，美酒，智
慧，甚至是对清净的贪恋。秋雨把欲望
的盒子外赖着的泥巴冲走，人明白自己
所求之物为何，走得会舒服些。

这种雨很多，不结伴下到天空的下
面来，而是一些子探了路，说是好，另一
些子就又下来。下来的再上去重振旗
鼓，人间是好玩的。雨敲在伞上，化在
绿叶的脉络里，触到姑娘的脸颊……一
遍遍下凡来，都玩得愉快，颇有乐趣。

人们的眉目也会好看，心舒服了，
五官也是舒展的。

我到山里走，雨落在山里山就湿
了。我总想也变成一棵植物，如果不是
自然扎根，就请把我栽种。山里的树木
是幸福的，它们最纯粹，每一个清晨的
第一缕阳光，每一个夜晚的最后一抹月

色，都要交相路过它们。这种爱抚，以
及那剔透如莹的露水和耳鬓厮磨的风，
它们当是每一株植物的殊荣，这种融于
山水间的大爱，朝往夕替，至死方休。
何况植物是没有死的，死是终结，而叶
子变黄落了又枯萎，或是树枝风干，它
们不过是前往最质朴的归宿，一如孩子
在外久了，总要落地回家。融入泥土
里，这种死，让它们永生。

人也是一样的，我常常想，人们都是
来自那个永恒的地方的——在那里，人
是恒常不变的，无声无息，无谓生死，也

不计较时空；人来自那样的地
方，从这个人世间经过，最终，
还要回到那个起点之前的地
方。在那里，人不需要一切，
人也不谓之人，而是一个永恒
的点。

秋天成全我，马尔克斯的《告别信》，
“如果上帝赏我一段生命，我会简单装
束，伏在阳光下，袒露的不仅是身体，还
有我的魂灵”。人是不洁的，污秽的，秋
天让我忘记人类的不堪，与土地和森林
一同呼吸，我愿秋天的薄霜冷雨拂去魂
灵的灰尘，让身体和魂灵属于太阳。

“走吧，我需要太阳，太阳会治愈
我”，兰波在秋天出走，长远离，永久地
告别了秋天。秋天又是出走的季节。

当我兴致勃勃地看秋天，秋天也看
我。每一个秋天都是不一样的，路过的
再不会遇到。每一个秋天又都会耗尽
凋萎，迎来冬天。

我想趁着秋意正浓，思及生活，每
一刻都美得让人潸然泪下——已是这
样过着最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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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个秋，您离开的第七十九个
秋。

但我想，您其实从未离开过。
一碗绍兴老酒，一碟茴香豆，一家

咸亨酒馆，我远远地看到您，坐在那里，
抽烟、沉思。两撇小胡子，一件中式长
衫，眉目坚定地望着窗外，就这样，只是
坐着，想着，静静地，悠远地，没有说话。

一杯清茶，一本《呐喊》，一卷《彷
徨》，我就远远地坐在您的身后，看书、
思索。齐刘海，灰色大衣，思绪飞扬地
望着窗外，就这样，只是坐着，看着，静
静地，安然地，没有说话。

但我在听，听您。
听您对这个世界的呐喊。
您呐喊，呐喊这个社会对于苦人的

凉薄。
孔乙己在人们的“笑”声中一瘸一

拐地走开了；单四嫂子的“明天”在宝儿
死后也不复存在了；祥林嫂在鲁镇新年
的祝福声中死去了；阿Q也走向了人们

“期望”他走的归宿了；就连勇敢泼辣的
爱姑，也不反抗了，接受着封建社会安
排给妇女的命运……

您呐喊，呐喊他们得不到布施，哪
怕是一点点同情。

但，您也彷徨过。
“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

又会使我消失。”您觉得自己就像是影
子一般，仿佛“唯黑暗与虚无乃是实
存”；在惨淡的社会现实中，您说您总记
得有一篇《好的故事》；《立论》中，说真
话挨打，说谎话得赏，我想您也曾彷徨
过……

然而，我知道，您终究还是如野草
一般坚定。

“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
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
各各夺取它的生存。当生存时，还是将
遭践踏，将遭删刈，直至死亡而腐朽。
但我欣然、坦然。我将大笑，我将歌
唱。”

“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
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
所希望中得救……

决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
本味何能知？

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而心已陈
旧，本味又何由知？”

在《墓碣文》里，听您深刻的思想苦
闷和严格的自我剖析。

“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
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
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
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于野草中更见您的坚韧。
当然，爱您的伟大与深刻，更爱您

的温情和平和。
“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

之。何时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
儿。”

在《药》里，您给瑜儿的坟上添上一
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
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在《社戏》里，将
孩童的天真热情展露无疑；在《风筝》中，
又见一种淡淡的婉伤和哀惜……

“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
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但不管您沉默还是开口，不管是过
去还是现在，您一直在那里，始终是最
有力的存在。

我想，您一直都未离开过。
又是一个秋，您还将在无数个秋。

踽踽独行，北国飘雪，这里
却烈日依旧。穿梭在这世界最
繁忙的展览会，听着口音混杂的
英语，看着琳琅满目的中国制
造，我太过渺小，渺小到脚步匆
匆也不足已丈量珠江两岸的遍
地璀璨，渺小到探首前瞻也不足
以审视岭南腹地的财富变迁。

每一座城市，自有每一座城
市的阡陌纵横和历史沧桑。彼
年，我走过的这些城市，都铭刻
成心里各异的桥段。而这次，番
禺的旧貌和繁华同时演绎出这
座城市的智慧与勤劳。

在纵横通达的轨道交通里，
听着广东话，不禁会想这边土地
上出海谋生的先辈，不禁会想那
些敢为天下先的勇者，他们在风
浪里奔跑的岁月，是支撑起今天
这里富庶的脊梁。而金银装裱
下林立的庙宇和祠堂，承载着几
代流淌的血亲宗源，不曾想燕赵
之士口中的蛮夷，却这般重乡土
和人文。岭南文化从这里生根
发芽沿袭千年，玉琢或是广绣，
伴随着龙舟桨声还有悠悠粤语，

巨贾云集似乎没有取代这些沉
淀的城市砖瓦。而甜腻的早茶，
还有精致的粤菜，混合着潮汕和
港澳的风情，无论是巷尾桑麻地
还是高朋雅室，都食之有味。

轮渡晚霞，吹着珠江的风，
听着粤语老歌回环往复，同样弯
回的水流里，看着广州塔还有华
灯初彩的天河，世纪之交两岸的
工厂已经变成今天的绿树白鸽，
扎根生息的人们，也像这树木花
鸟一样，生长绽放飞翔。流光溢
彩中，只有歌声悠悠，水流弯弯，
其他的都在飞速闪过，就像这破
土而出的作坊成长为世界品质
的速度，就像这拔地而起的摩天
楼成为城市新缩影的速度，匆匆
没有停留。因为这里广袤的不
仅是江水土地，还有遍地生机，
匆匆尚不能丈量，又怎会多做停
留或是叹息呢？

又是一年深秋，转眼就立冬了，我不禁留
恋起秋天，这个复杂的季节。

这是我在西山度过的第三个秋天。秋天
的校园是彩色的。沿山的墙上附着的爬山虎
好似一块调色板，把红、橙、黄调和在一起，刷
在绿底子上，而那绿仍然自顾自地绿着，仿佛
有意形成鲜亮的对比。 爬山虎别名“枫藤”，
真是再贴切不过的，唯有细腻简洁如古人才
会想出这样好的名字。可能是受了秋天火样
热情的感染吧，爬山虎绘就了一幅自然的泼
墨山水，山是倒着的山，水是无边的水，由晨
晖镀了框，走在旁边，人就不知是在画中还是
在画外了。?

我对爬山虎总是有着特殊的情感。小学
有一篇课文《爬山虎的脚》，老师带着我们去
学校附近的山墙上观察爬山虎。我迫不及待
地找寻着，好不容易发现了那小小的吸盘，却
根本拔不下来。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大自然
的力量与神奇，于是我开始留心大自然的点
点滴滴。 能与火红的枫藤相映成趣的我想
只有秋叶了。秋叶是金色的，那一树的金箔
真是好东西，风总爱摇来听那脆脆的声响。
有时风摇得不耐烦了，猛一使劲，摇下一地金
箔，脚踩上去，干干地碎了，夹着新鲜的气息，
发出最后一声清脆的呻吟，似在责备我的不
怜惜。

黄巢赞美菊花“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
带黄金甲”，我一直有些不以为然。菊花那样
细弱怎当得起“甲”呢？该是秋叶才对呀。一
夜凄风苦雨，明朝落金满地。叶子多是完整
的覆在地面，宛然如在枝头体体面面，毫无狼
狈状，泥泞沾惹不到她。是的，就是结束也要
干干净净地结束。

从河南南阳转到大连上初中，我很不适
应，初中三年，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日子。完
全不同的教育，城里同学歧视的目光，快节奏
的生活，让我沉浸在失落里，无法自拔。对于
大城市，我深深地恐惧，于是我努力缩进自筑
的套子里，只要老师不叫我回答问题，我可以
一整天不说一句话而不感到闷。当时能接纳
我的除了阳光只有操场上的一棵梧桐了。我
常常在四周无人的时候独自站在树下，仰望
树冠，沐着阳光，对她说着心里话，她是听得
懂的，每每点头附和我，给予我慰藉，我也确
实排遣了些许烦扰。可是还得钻回套子里，
继续在停滞的时间里漂流。

初中毕业的前一天，我去跟她道别，她送
了我一片叶子，是正巧打在我身上的。我把
它夹在了书里。叶肉早就掉了，但叶脉却越
来越清晰。梧桐叶子很像人的手掌，每次抚
摸叶子我都觉得是在跟树握手，她总是那样
的友好，从来不会抛弃我，有一个如此牢固的
朋友多好。

如今，我早已不是当年那个畏缩的自己，
但我对叶子的情怀依旧，我感谢那沉默的朋
友，无论何时我都需要她们，在她们面前，我
不必做作。

昨夜，天气突变，雨疏风骤。今晨，落金
满地，我踏着她们走去，向前。

匆匆 何慕念念 鲁鲁 迅迅
马吴琼马吴琼

满城尽覆黄金雪
李振华

白墙黛瓦，如诗如画，这大概是
我对于江南最初的印象，而我与江南
的相遇，仿佛是很多年前就早已注定
的。而今，我早已不再只是贪恋江南
的青砖黛瓦，旖旎人家，那份深入骨
髓的喜爱早已演变成了一种情结，与
江南浅遇深爱的，一种情结。

水墨江南，它早已掏空了我对于美
好事物所有的幻想，我不知该以怎样的
笔墨来描绘它。许是作为一名北国姑
娘，少了江南女子那种与生俱来的柔雅
与婉约，又或是太过深爱，只能以一种
笨拙的方式小心地呵护，不忍惊醒它的
美好。恰如古往今来许多诗人学者对
于江南的喜爱一般，将那份江南独有的
清丽诗意珍藏于心，失意独处之时，也
可以此暖心，寻得归所。

令纳兰容若如痴如醉的地方，是
江南，使得他不远万里，一次又一次
往返；给予和靖先生梅妻鹤子情怀之
处，是江南，使得他拥香而居，梅香
万里；带给李清照无限婉约文风的，
是江南，字字句句动人情，声声叹叹

惹人愁；让柳永作 《望海潮》 的地
方，亦是江南，三秋桂子，十里荷
花，每一句都倾注他对江南的无限喜
爱；范蠡归隐栖居之地，当然还是江
南，繁华功名都淹没不了江南的魅
力。渐渐的，江南被戴上了光环，清
净诗意才人辈出的光环。

而我，当然希望有生之年能够踏上
江南那片土地，乘一叶扁舟，望江畔渔
火，看看姑苏月，沧浪亭，看看江南的枫
叶能否染红游人的心，打湿那份独有的
情怀。信步于古巷幽亭，抚摸岁月留下
的痕迹，暗自猜测古往今来演绎在江南
的风花雪月，悲情人事，也算对那么多
年的喜爱执着予以慰藉。只盼那时的
江南，还是江南，虽经人为的建筑修饰、
风景布局的考究、商业利益的渴求，还
能够留有一份撑着油纸伞漫步闲庭、赏
月吟诗的美丽情怀。

毕竟是北国，十月烟雨寒。我又不
禁想起了烟雨之下的江南，那该是朦胧
的、羞涩的、诗意的江南，与北国的寒气
凛冽相比，是那么美，那么让人留恋。

如今十年过去了，我对于江南的喜
爱，只增不减，心中憧憬倾心之处，犹为
江南。花开可期，旧约重提，待来日，定
要踏上那片土地，看看水墨风韵、烟
柳画桥的江南。

摄影 曾文

摄影 宋龙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