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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絮语

◎◎云淡风轻

心窗
穿过川流不息的人海，

走进都市一隅的家门，总有

一些小事令你不能释怀，影

响着你的心情，把它记录下

来，让它成为岁月的书签。

为了方便发稿费，请在

您的投稿后面附上中国银

行的卡号及姓名，谢谢对我

们工作的配合！

电话：0471-6635311

Email：bfxbcyws@163.

com

因为旧，所以爱!
一个朋友从伦敦发来一张

火车站的照片，他觉得现在身处

其中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这种

感觉我应该能读懂。

他说，“这个火车站在蒸汽

机的年代就已经在使用了，而现

在依然是保持着原来的样子。”

他因为工作的原因在北京和上

海呆过一些年。他说，这种旧的

车站在中国是很难找见的。而我

们，都是一些恋旧的生物……

可是，有人不恋旧吗？只是

程度不同罢？

我承认，我是恋旧的。小时

候最喜欢的事就是跟姥姥去海

边，在沙滩上捡各种被海水从远

方带来的“宝贝”。当年在电影院

里看《上帝发疯了》，非洲的土著

人捡到直升机掉下来的可口可

乐瓶时，认为是上天给他们的

礼物。我当时就想起我小时候

也会因为捡到一些奇怪的东西

而欣喜，想着这个东西一定是

属于遥远地方的一个陌生的人。

于是那些旧的东西就越来越多，

拼图似得拼出了我丰富而孤独

的童年……

长大后的我依然珍惜一切

旧的东西，旧的书，旧电影，旧的

街道，旧的朋友……

我的第一次恋爱，男友的妈

妈拿给我一件民国时的旧衣裳，

那是一件近100年历史的嫁装，

男友的奶奶结婚时只穿过一次，

据说，那时她才十几岁。妈妈说：

“你个子高又瘦，应该你穿上会

很漂亮。”我记得我当时恨不得

拿着放大镜去看它的一针一线，

那是一件完全手工的艺术品，也

不知道花了多少位巧手妇人的

多少个日夜，我清晰的记得那一

排精致的盘花扣子…… 男朋友

妈妈坚持让我试了试，然后看着

我说：“这件衣服就是你的了。”

我说：“等到我们结婚的时候，你

再给我吧。”据说这样的话都是

爱情的魔咒，不能说，说了，就永

远到不了那个时候了。所以，就

真的没到那个时候。那段我人生

中第一次恋爱关系，可能最遗憾

的却是那件旧的嫁衣了吧？

记得那年，我站在大英博物

馆的中国瓷器馆，他们的强盗行

为不经意间为我们保存了一块

历史的拼图。否则很多历史上的

艺术品，我们就真的再也无缘相

见了。很多事情的发生都有好的

和坏的一面，或许都是历史的必

然，既然是历史，除了学习和汲

取，我们又能作什么呢？

旧的东西存在的越久，它聚

集的哲学就越厚重，只是我们能

不能读得到它们散发讯息……

我非常遗憾没有在战争之

前去过伊拉克，没有目睹过古巴

比伦的文明，而现在已经成为不

可能，希望伊朗和埃及不要成为

我的遗憾。我这么说其实也挺能

装的。因为我都没有去过甘肃，

也没有去过各种的石窟，那是我

们国家保存下来比较古老的文

明。

记得在北卡的一个小餐馆

吃饭，看到一位很老的老奶奶，

她说在她们那个小地方很少见

中国人，所以就拉着我坐下来聊

天。她说当听说中国的三峡要筑

大坝，很多古迹都要被淹到水底

了，所以她就赶在那之前去了次

中国，只为去看那些要被淹没的

长江沿岸，你可以想象我当时听

完她的话之后的自责与遗憾。

我所去过的最古老的地方

应该就是耶路撒冷城，当我站在

大卫古城半废墟半重建的古城

墙上时，仿佛能感受到两千年前

的镜像。女人们莺歌燕舞争风吃

醋，男人们野心勃勃残酷杀戮。

如今这座千年古城就是一切的

见证，它见证了历史，也在见证

今日……

你去到过长城吗？当你站到

一个较高的烽火台上时，你试着

把它想象成一个时间的通道，看

看它能带你穿越到哪个历史的年

代？当然了，长城上人也实在是太

多了，连思维的穿越都有堵车的

感觉。太挤，也是阻止我去感受世

界的主要原因，时间太拥挤，人

流也很拥挤…… 文/单慧敏

槐香深处是故乡
故乡的槐花是最难忘的。

每年花开时节，胡同口、池塘

边的洋槐树，便盛开出一串串

清香诱人的槐花。那一嘟噜一

嘟噜的槐花在枝间轻轻垂下，

有的恣肆地展萼吐蕊，有的羞

怯地半开半掩。当春风拂过，

淡淡素雅的香气就会随风浮散

开来，丝丝入鼻，让人老远就

嗅得到，且直入心脾肺腑之

间。

花香还会引来成群的蜜蜂

争相采食花蜜。槐花蜜，可是

花蜜里的贵族。每年槐花盛开

时节，也是养蜂人忙碌的日

子。有槐花盛开的地方，就会

有养蜂人，看着成群的蜜蜂飞

向满树绽放的花朵，彼时，养

蜂人的笑容比槐花还要灿烂。

槐花，色朴素，而形灵动。

盛开时的槐花，很像一只只展

开羽翼的彩蝶，蜂拥在枝头喧

闹着。而摘一串送入口中，便

会有淡淡的香甜和略略的清

苦。

小时候，每天傍晚放学后，

哥哥都会带上我爬上村边的大

槐树，先把一串串的洁白花朵

捋下来直接放在嘴巴里，直到

吃得口舌生津，才将一些缀满

花苞的枝桠掰折后带回家，交

由母亲制作槐花饭。

母亲不但擅长做槐花饼，

还喜欢做槐花饭，而无论哪一

种，槐花的香气都会完整保

留，令人回味无穷。小时候经

常帮母亲做槐花饭，母亲会先

将槐花洗净晾干，掺入适量面

粉揉搓，尽量让每一朵花儿都

沾上面粉后，再洒少许盐放入

铁锅。而我的工作就是在灶下

续柴火。不一会，待槐花香气

溢出，喷香四溢的槐花饭就做

好了。只闻其味，就已垂涎欲

滴了。

槐花的花开，只短短几日，

当槐花落尽，就会露出一串串

的荚角。先是嫩而薄的，渐渐

地，饱满了，丰盈了，就结成了

籽实。父亲说，那籽实与根、叶

一样，是可以入药的，有清热

祛火的功效。可见，也是一宝

呢。

我到城里生活后，母亲每

年都会给我送来新鲜的槐花，

还会把多余的槐花晒干存放在

冰箱里。这样，每次回家，想吃

时，随时加入鸡蛋面粉盐等混

合成面糊，就可以用电饼铛做

成槐花饼了。

槐花，因其花香，历来也颇

受诗人们青睐，古往今来流传

下来许多赞美的诗句。古代

诗人中，白居易大概是最喜欢

槐花的一个。他写过与槐花有

关的诗句很多，有“夜雨槐花

落，微凉卧北轩”，有“凉风木

槿篱，暮雨槐花枝”，还有“槐

花雨润新秋地，桐叶风翻欲夜

天”和“槐花新雨后，柳影欲

秋天”……这些充满诗意的槐

花和情怀，到今天读来，依然

动人。而诗中的槐花，指的却

是国槐，而并非洋槐。

都市里大多种植的是国

争吵之后
什么是夫妻，有人说，相爱

一辈子，争吵一辈子，忍耐一

辈子，这就是夫妻。一路磕磕

绊绊地走来，在日复一日的柴

米油盐中，俗尘的烟火也把内

心那份缱绻旖旎熏染地锈迹斑

斑，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因一

地鸡毛、绿豆芝麻点小事争吵

不休，剑拔弩张，把家搞得跟

楚河汉界般势不两立。

那天上街，路过一家做铝

合金门窗的店铺。突然想起家

中客厅的窗户滑轮坏了，随口

便问正在忙碌的老板娘，她冷

着脸爱搭不理，我稍微多问了

两句，她竟然像遇到讨债的上

门一样杏眼一瞪，凶巴巴地怼

道：“你没看到我忙着吗？想做

就做，不做拉倒，问问问，有什

么好问的。”我一时愕然，心中

无名火直窜，真想回怼几句，

脑海中忽地冒出胡适先生的一

句话：人间最下流的事情，莫

过于摆一张臭脸给人看。罢

了，不理便是。

心中郁闷，回家把这件事

说给丈夫听，他竟然不冷不热

地说：“活该，谁让你去问这种

人。窗户我不会找人弄啊，还

要你多事。凡事多想想自己哪

里不好，不要总觉得人家不

对。”我瞬间炸毛了，歇斯底里

地和他争吵起来：“窗户都坏

了几个月了，怎么不见你找人

修啊？人家对我那么无理，我

都忍了，你反倒觉得是我不

对，不要总是板起你那张圣人

的面孔，给我说教，你也和那

粗蛮的小贩一样不可理喻

……”

于是，像火山爆发般我们

激烈地争吵起来，唇枪舌剑恶

毒地刺伤着彼此，什么话难听

什么话能伤得对方体无完肤就

说什么。接下来便到了冰河期，

谁也不理谁，那种冷暴力让家

全然没有了往日的暖意和温

馨。有天儿子放学回来，觉得我

们情绪不对，他随口说道：“你

们两个大人还真有意思，为一

点鸡毛蒜皮，怎么连我们孩子

都不如，一个星期都不说话，这

也太夸张了吧，还老教育我宽

容。”

于是，儿子开始分头劝说。

“爸，你说你一个大男人，就不

能肚量大点让着妈。你看她坐

在轮椅上，还整天给我们洗衣

服做饭，还辅导我功课，容易

吗？妈身体又不好，你还气

她。”儿子话锋一转，又开始规

劝我：“妈，不是我说你，你整

天看书码字，发表了那么多文

章启迪别人，你自己却像灯下

黑。爸就是那种心好脾气不好

的人，你干嘛跟他较真啊！你看

你上次住院病得那么重，爸昼

夜不休地照顾你，你把他折磨

地憔悴疲惫，我都心疼。你就不

能想想他的好不跟他争吵啊，

你都是有素质的人！”

儿子一番入情入理的话，

让满天乌云开始飘散，我们心

中对彼此不满的坚冰也在一点

点融化。很多时候，孩子才是我

们的老师，他们灵魂纯净，情感

真挚，带着与生俱来的宽容和

通透。有一种说法，争吵是特殊

版本的对话，可以真实地体会

对方的需求。那天，我是把内心

所受的怨气一股脑儿抛向了

他。他见不得我受委屈，但读书

少，口拙言笨不善表达，才说出

那词不达意的话。

有天，和他在公园赏荷，看

得兴致正浓时，突然一场大雨

不期而至，无处躲雨，他将一把

雨伞尽遮我的头顶，自己却淋

成落汤鸡。不由得想到刘同那

句话：“爱，不是没有争吵，而

是争吵之后，爱还在。”于是告

诫自己，修心改性，珍惜当下的

幸福。爱原本就需要包容、谅解

和忍耐。 文/李仙云

槐，能看见洋槐花的机会少之

又少；但我对洋槐花的记忆，

却从未淡漠过。细细想来，也

许是因为故乡的槐花香，一直

盘根错结地绕缠在心里。就像

母亲的牵挂，从不肯稍离。

暮春时节，老家的槐花又

该开了，突然在想，该回故乡

了。

文/沈长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