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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 刊 ]

今年的秋来得有些急，酷暑刚过，秋风
便飕飕吹起来，把路旁的梧桐叶吹落了很
多，有些叶子还是半绿半黄的颜色。

四季更替是不可阻挡的规律，一如日
落星坠、潮起潮落。也正是有了四季，世
界才变得丰富多彩，如一首诗里说的：“春
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人生若
无烦恼事，便是人间好时节。”

秋天来就来吧，梧桐叶落了会再生，
夏花凋谢了会再开，没什么悲伤和遗憾
的。想着田野里丰收的玉米、金黄的大
豆、黄澄澄的柿子，还有香甜美味的苹
果、梨儿、大枣、石榴等，心里怎能不把
秋天感谢？

小城的秋和其他北方城市的没什么
两样，公园里葱绿一片，一排排冬青树被
修剪得整整齐齐，像一群卫士一般，排成

整齐的方队，把松树、柏树、银杏树，还有
竹子护在中间。

花园里的小雏菊开得正好，金黄的花
朵向着天空举着，仿佛一个个金黄的小喇
叭。牵牛花也开了，攀缘在松树、柏树上，
高高地炫耀自己。一阵香气飘来，那是湖
边的一排桂花树，一串串桂花开在绿叶丛
里，像是藏在深闺里的小家碧玉。湖里的
荷花已经凋零，荷叶还是碧绿一片，等过上
一段时间，一定是“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
犹有傲霜枝”的景象了。

小城的山是最先感受到秋天气息
的，尤其是离城最近的金凤山。暮春就
凋谢了的桃花林看起来并不空旷，地面
上长满了金黄的野菊花，一直延伸到路
旁。它和花园的小雏菊不一样，没有人
工培育和精心照顾，完全是自己长出来，

秋天开花，冬天凋谢，来年春天再长出
来，接着秋天开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地生长，只为把清香献给大山，献给喜欢
菊花茶的人们。

站在山顶，小城尽收眼底，无数高楼
大厦像缩小了的模型，人像蚂蚁一般在模
型间穿梭，路旁的梧桐树小草似的，蜿蜒
的丹江河像一条玉带，系在小城的边沿。
山顶的秋风更烈、更寒，吹得人衣袂飘飘，
全身发冷。

秋天伴着甜美的生活来临，小城仿
佛也慢起来。早上起来，送完孩子，我缓
缓走在上班路上，因为衣衫单薄，竟有些
发冷，在路旁吃了两个水煎包、一碗豆腐
脑才暖和。

看着周围的人们，有的在吃炒热的擀面
皮，有的在吃羊杂泡馍，有的在吃搅团……

一声吆喝、一根油条都是满满的秋意。从吃
客的脸上，我看到了惬意和幸福。

在这个秋天，数着地上的落叶，数
着年里剩下的日子，我想了很多，也憧
憬了很多。

在这个季节里，也许，我会邀一些朋
友一起赏月，一起喝酒；也许，我会和妻子
走上街头，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也许，我
会散步在公园，让嫩绿的垂柳亲吻我的额
头；也许，我会回到农村的家里，劈柴、生
火、翻土、种花；也许，我会趴在桌子上，写
一首关于秋天的诗篇。

小鸟归巢了，燕子飞去了南方，蝴
蝶和蜜蜂也绝了踪迹，只有秋虫还在
鸣叫。萧萧梧叶送寒声，我慢慢走着，
弯 腰 捡 起 一 片 梧 叶 ，端 详 良 久 。 哦 ！
这醉人的秋。

萧 萧 梧 叶 送 寒 声
孔权利

农历八月十四晚，我到西安
630 医院疗养。当日晚，坐在病
房外的阳台上乘凉，听到楼下后
院一片唧唧啾啾的虫鸣之声，举
头仰望，只见头顶上碧蓝的天际
里，已升起了一轮浑圆的月亮，将
整个大地照得一片银白光亮。

头顶上的明月，可是我秦岭
南坡家园上空的那一轮？眼看中
秋佳节将近，而我和老伴却羁留
在异乡的屋檐下，与老家相隔几
百里，一时难以与儿孙们团聚。

想到此处，便不由得伤感起
来，想起唐代诗人王维那首《九月
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
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
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想到我那大孙子程铭城，
乳名成成，两月前就被他舅舅
和外婆接到户家塬镇下高山村老家去了，因为山阳突发疫情，
已在他外婆家待了两个多月。山阳至今还处于半封闭状态，
那条七绕八拐的山路，至今还未通车。想孙子了，只有通过视
频才能见上一面。成成在视频中百般埋怨他外婆：“我不来，
你打电话说接我让我来，现在都不得回啦，都怪你！”他外婆只
得好言相劝，安慰他：“我娃不急，等你上幼儿园的时候，咱这
儿肯定解封了，到时我保证和你外爷一起开车送你回家。”我
在视频中问孙子：“成成，你在外婆那好耍不？”成成高兴地回
答：“好耍得很，我认识了三个小姐姐。”我笑骂一声：“才三岁
多，就爱和小姑娘玩！”又问他：“你想爷爷和奶奶吗？”成成
说：“想得很，我早就想回家了。”

我的孙女程卿月，乳名小月亮，一张粉嘟嘟胖乎乎的大脸，不
苟言笑，但在家里，她奶奶把她放在我床上，我轻轻摸摸她的下巴，
她却笑得咯咯的。小月亮快一岁了，虽然不会说话，却眉眼生动，
像极了我的长子。每逢家里人在一起吃饭，她便着急得双手乱摇，
呀呀叫着。我说，娃早就闻着饭香了。便用筷子夹一点米饭，一小
口一小口喂她。儿媳在幼儿园任教，开学后她把孩子带回娘家寄
养在她舅妈家。儿媳每隔两个星期回一趟娘家，与小月亮见一次
面。此刻，我仰望着头顶那轮明月，格外想抱抱我孙女，只能看看
她爸爸给小月亮拍的抖音。我的一些朋友刷到儿子拍的小月亮的
视频，除了关注点赞，还打电话调侃：“老程，你真有福气，有那么个
可爱的小孙女，到时候与我孙子谈恋爱，咱俩打个老亲家。”我笑
骂：“滚你的，你那孙子长得跟猴一样，还想娶我孙女，做梦吧！”二
人便在电话里一阵哈哈大笑。

皓月当空，夜凉如水，虫鸣之声，长一声短一声的，如诗人的吟
唱。这时，630医院外的中国飞机试飞基地已不再有飞机起飞的
轰鸣，除了附近居民楼上的灯光，除了后院秋虫的鸣叫，一切都变
得十分宁静。坐久了，我便站起来，手扶着阳台上的矮墙，眺望秦
岭，连一点山的影子也没有。这平原太可怕了，将一切都变得平庸
起来，隐藏起来了。

仰望头顶上的那轮圆月，格外想念长安东三百里路外秦岭下
的我那个拥山庐。今夜，我那农家小院中的那片竹林，又该在如水
一般的月色下，怎样的摇曳生姿。

今夜，面对如此美好的月色，我的家人们肯定早在院内的石桌
上摆上烟酒、花生、石榴、栗子、核桃、月饼之类，提前庆祝中秋佳节
的到来。此刻，皓月当空，竹影印地，更兼院内花木扶疏，苔痕上
阶，八月桂花正在开放，满院浓郁的芳香沁人肺腑，果真是摇竹一
身雨，摘花满手香呀！我不养鸟，但因院内西窗下那片竹林高大而
茂盛，翠色欲流，便招得百鸟翔集。每到晨暮时分，便听到院内院
外一片嘹唳振羽之声，真是个好鸟乱鸣呀。

暗想，若在我的小院，面对明月之下的美景，我就是再不饮酒，
此时也必然会高高地举起一杯，与家人望月一饮而尽，就像李太白
写的那首《山中与幽人对酌》：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
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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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又梦见了那棵柿子树，它依然
是我儿时记忆中的样子：树身有小瓷碗
那么粗，树冠不高，三股枝丫伸向东西
南三方。

柿子树长在老屋院子的西北方，离老
屋大约有一丈远。据母亲说当年修老屋
时，院子里有一棵䦆把粗的软枣树，老屋
修好的第二年春天，父亲请张大伯嫁接了
柿子砧木，于是软枣树就变成了柿子树。

童年的生活是孤独和寂寞的，父母常
年要去生产队里上工，我被留在老屋里，
闲着无事，只好望望天上的飞鸟，看看地
上的蚂蚁。有时看到小鸟飞到柿子树枝
头唱歌，看到蚂蚁们顺着柿子树干往上
爬，于是就羡慕起小鸟和蚂蚁来，也想上
柿子树玩。起先是让父亲把我抱上柿子
树，他站在树下守护着。后来我个子长高
了，从家里搬出独凳踩着就顺利爬上树
了。再后来，我向上一跃揪住树枝，三下
五除二就骑在树枝上了。

童年生活中，柿子树是我最亲密的
伙伴。高兴时爬上柿子树玩耍，无聊时
也爬上树，透过柿叶缝隙看蓝天白云，
以此来消磨时光，遇到危险时则爬上树
来避难。小时候，我体弱多病，冬季常
感冒，喝药总不见效，于是母亲常把村
医请上门来给我治病。远远望见村医背
着药箱来了，我连忙爬上柿子树逃避打
针。母亲再三恳求我下树，我坚决不
肯。医生也帮腔说他只量体温，不打
针，我知道那是哄骗小孩的话，所以任
凭他口干舌燥好说歹说，反正我就是不
下树。母亲只好让村医先离开我家，等
我下树后，她又请来了村医，同时还叫
来了邻居二叔帮忙按住我，这才让医生
强行给我打了肌肉针。

做了坏事要挨打时，也需要上树逃
难。一次，我和小伙伴偷摘了李大伯家
未成熟的香瓜，人家找上门了，母亲赔情
道歉后李大伯走了。父亲却顺手从门后

抓了条皮绳，我知道大事不妙，要挨揍
了！急忙从窗户翻出，迅速爬上了柿子
树。父亲怒气冲冲地追出屋子，准备上
树抓我，我连忙爬向高处的细枝处，树枝
不停摇晃，我顾不上害怕继续往高处
爬。邻居大婶看得提心吊胆，急忙劝阻
父亲。看到父亲怒气未消的样子，吓得
我整个下午都没敢下树。

小时候在家写作业时，我总会搬出家
里的老古董——杌子，摆放在柿子树下当
桌子来写字。写累了就爬上树，躺在朝西
的那股比较平缓的枝丫上休息。夏季，柿
子树像一把大伞，为我们撑出一片阴凉，
晚上，母亲常在柿子树下铺一张苇席乘
凉，我则喜欢骑在柿子树的枝丫上听邻居
四奶奶讲故事。秋季，一颗颗柿子成熟
了，红彤彤地缀满枝头，如同可爱的红灯
笼。冬日里，柿子树枝条疏疏朗朗，在皑
皑白雪中尽显玉树琼枝。

这棵柿子树一年能摘两担柿子，摘柿

子时我都会自告奋勇地爬上树，先用手
摘，够不着时再用夹杆折断树枝，小心翼
翼地把柿子传过来，放进竹笼里。摘下的
柿子削皮后插在皂荚刺上，挂在屋檐下，
等吃过几场霜后，香甜的柿饼就诞生了。
削下来的柿子皮吃霜后甜丝丝的，很有嚼
头。前几年看到商店里卖一种小食品，取
名“唐僧肉”。我觉得好奇也买了一包，拆
开才发现就是柿子皮。

后来，有几户人家修房时占用了村里
的打麦场，于是人们只好在自家院子里晒
麦子了。柿子树则成了我家晒麦子时的
绊脚石，于是父亲决定砍掉它，我哭闹着
不同意，但犟不过父亲，柿子树最终还是
被砍掉了，我也永远失去了这位好伙伴。
当时正值盛夏，小柿子繁密得吊串串……

多少年过去了，老家已物是人非，
但我还会时常梦见这棵柿子树，梦见它
枝繁叶茂的样子，梦见我又爬上了它的
枝丫……

一 棵 柿 子 树
陈宏哲

我们眼里的上海时尚

曾经有人说，上海是最可堪当前卫风
尚的城市，从1840年的上海开埠，到现在
这些年，上海始终像一个光怪陆离的海
滩，舶来了世界各地的文化风尚。每一个
上海人呢，就是其中的一颗小小沙子，被
时尚的海风吹拂着沾沾自喜。

不过也不仅仅是外国的玛丽莲·梦
露、切·格瓦拉，也不仅仅是帕瓦罗蒂，还
包含很多。上海是个一切有感知的地方，
对于内地和海外一样敏感，她是那样多样
绚烂华丽而又温文尔雅。

也许时尚的力量太强大了，每个走
在上海的哪怕是小菜场的女人，也一样
对于裙子的花边那么在意。看到一篇小
文章叫《上海美女弄堂低头走》，把那些
脚下绊蒜穿着拖鞋的女子称为有时候社
交场合的皇后，这让我们外地来的小女
孩好一阵在意。

和郑州来的两个女编辑站在淮海路
百盛购物中心广场上，我不厌其烦地告
诉她们哪一种是上海美人。就是那种身
材高高的，鼻梁挺挺的，身段细细的，臀
部肩膀和腰间差别不大，眉毛细细眼角
上挑嘴唇薄薄的女孩。去看一下吧，十
拿九稳。我们这种乐此不疲的玩笑里显
然不带有任何恶意，当然，也不觉得有多
么的仰慕。

不过便是现在，仍然有一个时尚编辑
和我说：“说句你不要多心的话，你虽然打
扮得也很好，但看起来举手投足，到底不
像上海……”编辑这样说的时候有点歉意

和小心，我立即大失礼貌地说：“哦，没关
系，我为什么要像上海女孩呢？我不觉得
她们有什么好。”立即，把一个简单的对话
变得有点敌意。

不过这样的场景对于许多外地人来
说大抵见惯不怪了，倒是上海人哪怕是
绅士，仍然对我们对时尚的态度耿耿于
怀。前不久，就有一个时尚男子和我说：

“我们单位那些北方男人真可恶，我穿得
这样好，他们为什么不称赞我呢？”说实
话这个问题让我很吃惊，我立即说也许
是没注意。绅士说不可能不注意，因为
他穿的是阿玛尼。我说，那就是轻视。
轻视？我立即又补充了一句，是没有恶
意的轻视，因为北方男子大概觉得一个
男人打扮得这样花枝招展并不是什么值
得称赞的事……

看来，如果因为时尚的观点引发一场
战争的话，于我们尤其是西北人来说，也
许得罪了人还不知道。

时尚就是时尚，我们认为无足轻
重，人家认为就是好的，还和吃饭穿衣
一样重要，这观点充斥在他们的血液和
器官里，你如果想在这个地方生存，那
么就不要对抗。

至此，时尚方面的小文章也就应运
而生，上海的文化人不算坚持，可是近
两年的文化类书籍不由自主地携带着时
尚文明，从《上海的风花雪月》到《上海
七情六欲》，我尤其愿意说后者，那个叫
王唯铭的城市作家写了八本关于时尚方
面的书，总是从细部无尽的诉说啊，看
得我们的心都折了，掉进了纸醉金迷的
杯光月影中。

朱家角的绿腰

有一天，我和一个著名文化人相约去
上海郊区朱家角。正是暮春时节，整个小
镇十分幽静。过去年代里的青石板在我
们脚下微语。五月的风已经成熟得很好
了，因为有那些繁茂的植物在风中衬托。

我们，我和这个初次见面的人走过青
石的台阶，虽然已经神交很久了，但是现
实中的亲近还是让人很不自在。

我的短衣服在腰际轻轻收住。我
突然停下来，笑着说：“你知道吗？香
港有个著名作家李碧华，写了一部很
有意思的小说，名字叫《绿腰》。”嗯？
他突然停下来，显然没有听说过。很
好听的名字啊！

是的，也许并没有什么意义，但是《绿
腰》它一定就是美的，就像我们每天吃的
面包一样，让我们浮想联翩。这也可以指
代某一些艺术主张，在暧昧的状态中，表
达一种唯美，在枯燥的现实之上，贯穿着
一种精神。你说是不是呢？文化人在我
的面前停顿下来，他长得十分英俊，一不
小心，就想偷瞄一眼，然而这样是不对的，
虽然是为了美的本身。

我们遥望着那些碧绿的栅栏，在岁月
的栏杆之外，还盛开着橘黄的野花，它们
总是在我们的面前摇曳。遥望着朱家角
水边的栅栏，那里满长着世俗的苗圃，有
细微的柳叶从房檐的顶上不断地垂下来，
那是因为风的激荡。我们说，去那里喝一
杯如何？好吧，穿过漫长的小巷，跨过石
条垒就的桥，我们来到从对面看到的柳枝

依依的小酒店的后院。水，就在台阶边，
缓缓地缓缓地晃动着。一杯现代的啤酒，
还有古老的花雕黄。花雕这美丽的名字，
曾经让我这个外地来上海的人大吃一
惊。造物主创造的东西，总有他难以表达
的深意，一瞬间就可以击中我们的心。

也许，很多年以后，当你已经老了，让
女孩子们羡慕的青丝也变成华发，智慧的
额头因为岁月重负不可能不带上一点沧
桑。那时候，你还会回忆起朱家角的绿
腰，那是我们还都很年轻的时候。一定会
是，凡是美的，都会留下印痕。

我站起来，在水边站起来。我的婀
娜的身影在水里投下模糊的影线。我蓦
然回首，绿色的水衬托着我洁白的腰际，
在粼粼的波纹里，它们让人感伤。文化
人在我的身边站立，他的手轻轻地拂过
我的腰，犹如那飘动的杨柳，让人不能感
觉，已经沉醉。

生活中总是这样似是而非，把许多最
幽微的感觉都保留下来。

在繁华的上海之外，我们没有守在家
的笼子，因而就感受到了那不一样的杨
柳，不一样的清风。此前此后，再没有这
个时期，可能也再没有这样的心情。

有多少时候，能有这样朱家角的绿
腰？当人们走过那些传说中的街衢，一定
会偶然想起我今天讲的这个故事，那文化
人是谁，还有故事里的女孩。

那又有什么重要呢，山川庄严温
柔，流水万古涤荡，新的故事总会发生，
飞过的燕子没有痕迹，它每一年，每一
年都飞过。

那青春的爱情，和爱情无关的东西。

上 海 风 月上 海 风 月
王晓云王晓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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