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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情偶记

◎◎感悟人生

◎◎生活拼盘

九月，回山中……
带都都回四川，山里总是下

雨，又一次跑太快在小水滩上滑

倒湿了一身衣裤。

走时带了十来套衣服，最后

给人围在被子里，好不容易才找

到一条牛仔裤穿上凑齐一身让

她出门。

不过是9月，赶上这样的雨

季，竟然得动用电炉子，去烤总

还差一些才干的衣裤。

都都没有这些烦恼，已经冲

到路上“猫咪猫咪”地去招呼邻

居家的黑猫。

这个一岁半的小孩，看上了

的东西，就三个反应。一是埋头

去和人捉迷藏。一是要举高高。

一是手指头按到嘴角上说“都都

吃”。

所以和躲在稻田里的鸭子

捉迷藏，要去举小狗白云的高

高，甚至还要去吃路边的野草和

朝天椒。

在呼和浩特，平时下雨，在

楼上看，教她“滴答滴答下雨

了”。

回了四川，全没这样的软

糯。

入夜的瓢泼大雨，不止打在

屋顶上院子里，还有四周的树林

的叶片上，更有山间汇聚的水变

作洪流，或者跌成瀑布，奔泻咆

哮。半夜被这些声音惊醒的都

都，掀开她的毛毛毯站起来分辨

一下四周，说，哈（下）雨哈（下）

雨，妈妈不怕。

回去后使用频率提高了的

两个词：

一个是不怕，一个是没事。

毕竟还热，不下雨时，虫鸣

的合奏阵容十分庞大，其中有特

小酒馆与酒
几天前，深圳朋友毅臣写了

一个短文，叫“中国怎么没了小

酒馆？”

我是“喝酒人”，看了这个

文，挺有感慨。说中国没有了小

酒馆，也是也不是。酒馆与酒店

不同，不同点原来在于都是喝酒

的地方。后来酒店的意义，被赋

予另外一个作用。特别八十年代

以来，酒店慢慢已经与酒的关系

不是很大了。

八十年代初，我第一次去北

京，到王府井，路过北京饭店，心

想吃个饭还用盖这么高的楼吗？

里面都是啥饭呀？这个问题，在

我脑子里起码转了有一年，还是

没转明白。有人告诉我，此饭店

不光是吃饭的地方，吃饭只是一

一片叶子的诗歌
天阴了，不多时，雨落下来

了。

在窗棂处远眺天空，静观风

雨声落进暮色里。暑热被裹挟

着四处逃窜，偌大的空间里凉

气四溢，远处天空墨云翻卷，仿

佛一盘浓重的墨水，被陡然打

翻。雨声噼里啪啦，掩盖了世间

所有的嘈杂，顷刻间，这便是一

个雨的世界了。风声如许，开阔

的天地间，我看见一片微黄的

叶子应声而落。原来，秋天是真

的到了。

透过星光去看，季节仿佛并

没有什么变化，蛙还在鼓噪，蝉

还在鸣唱，用尽夏天最后一份光

亮。但事实全然不是那样，从那

一片叶子落下开始，夏就逐渐式

微，秋就逐渐浓烈，微凉的天气

在一片叶子上写下微妙的诗行，

等待秋风前来解读，而我们，只

是自然微弱变化先的小小见证

者。在物候转折前，大自然即使

只落下了一滴水，滴在人的身上

都像一场铺天盖地的落叶那样

盛大。是的，在四散飞溅的秋意

前，我无处躲藏。

秋意是先从天空开始浓起

来的，立秋过后，天地间的距离

陡然开阔起来，直眺远山时，只

要站得稍稍高一些，整座山就能

被装进心中去。因着一座山的沉

稳，秋天的人也心胸开阔、大气

豪迈起来。这无疑是最富有诗意

的时刻，酷暑未尽，深秋未及，秋

意逐渐从草间、叶顶、树梢上泛

起，如同地下水系的缓慢延伸

般，漫上初秋的河岸，那微黄是

阳光下最明朗的一点，那阳光亦

是微黄间最温润的一点，两者相

融相合，形成一幅静谧淡然的画

卷。

午后，泡一杯花茶，静静靠

坐在舒适的长椅上，对着窗外的

秋发呆。一朵大大的金黄菊花在

杯中舒展身姿，花的每一个部分

都在畅快地颤动，草绿色的茶叶

飘在水中，在一注滚烫的水中活

过来。透过茶水，我仿佛看到遥

远的茶山上正雾气弥漫，秋风瑟

瑟，轻而易举地收割了茶树的寂

寞。人人都说秋天萧瑟悲凉，一

切都将朝着结束与终结奔去，然

而初秋的浪漫与风情，足够消除

满腔哀伤，绿意尚葱茏蓬勃，枯

黄未铺满山河，那便不必失望迷

惘，只享受这宜人的自然便好。

这样想着，半日便过去了，漫漫

浮生，又能有多少个这样的半日

闲呢。

夜半星光满天，照得烛火清

冷，秋光映在画卷上，发出冷冷

的光。暑热时期用的扇子依然在

撩拨夜风，萤火虫提着灯笼，在

林间闪闪烁烁，飞蛾在烛火边打

转，轻轻地扇动翅膀。夜凉如水，

牵牛织女星在耀眼的星空里慢

慢会合，如此看来，再孤独的夜

也不会太孤独了，伴着耳边轻柔

的风，看着动人的星空，一切不

适就都烟消云散了。秋天的味道

一向如此，不浓烈亦不瑟缩，只

将世间最唯美大气的图景向你

展开，而秋天的意味到底如何，

便全在赏秋人的心中了。如此想

来，秋真的是镜子一样的存在，

精准地反映出一个人的内心及

格局。

人们说，只有进入秋天，才

懂得姹紫嫣红的韵味，才懂得人

生成长进程中的每一分辛苦。夏

日鲜花与绿叶，燥热与欲望都在

不知节制地肆意生长，它们借着

热辣的阳光，完成自己占领盛夏

的梦想。而季节进入秋季，更多

的便是沉淀与酝酿，将浮躁的、

骚动的一切都沉淀下去，将即将

喷发的、释放的全都缓缓酝酿，

而后经过漫长而坚定的时期，等

待深秋时刻最后一秒的瓜熟蒂

落。

说起来，季节已经是这世间

最公平、最有希望的所在了，只

要用心耕耘，你所求的都会在下

一个轮回里得到回报，全然没有

什么命理与天生注定一说。人生

亦如此，找到了目标就该调动全

部的精力向着目标进发，一路不

被繁华迷人眼，不被浅草没马

蹄，也不被什么庞杂的东西绊住

脚步，只一门心思的、心无旁骛

的，去往要去的方向。人生一世

恰如草木一秋，尺寸年华间，总

有许多道理是相通的，就照着草

木的处世态度那样活，也必定能

够做一个简洁、干净、纯粹的人。

将枝头沉甸甸的果实抛掉，将随

风飞舞的叶子抛掉，卸下繁华，

步入沉静从容，深深扎根泥土，

也会有一棵树的况味。

一片叶子的诗歌，写了整整

一个秋天，从初秋写到深秋，这

首诗依然没有作完，它诗行里密

布的韵味，便是秋天的秘密。

文/李 娜

方面，主要是住的。那时，住的地

方，大多叫旅馆。而且没有什么

显赫高楼，差不多都是一个院

子，一排排平房，房间里没有洗

手间。我记得北京城里的旅馆也

多，有平房，也有楼房，像北京饭

店那样高楼的很少。我当时住的

旅馆，在一个小胡同里，古香古

色。高高的大红门，木楼梯，木地

板，一排炉子上，座着一溜大水

壶，蒸腾着热气。小二搭条白毛

巾，点头哈腰，永远都是笑脸，走

了的，他便跟一句，您啦，慢走。

来了的，他迎一句，欢迎光临。

酒店不是喝酒的，饭店不是

吃饭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

功能越来越强。当然也不是一点

都不能吃不能喝了。能在饭店吃

饭，那不是一般的饭。同样，能在

酒店喝的酒，也不是一般的酒。

尤其是在大酒店，大饭店。到现

在，我也没有住过北京饭店。但

吃过一次饭，是一个小时候玩大

大的朋友女儿结婚吃的。以后多

次到北京，多次到王府井，见到

北京饭店，只能在下面望上一

望。据说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

国，远在西安的第一野战军司令

员彭德怀奉命进京，被安排在北

京饭店居住。结果他老人家住不

惯席梦思床，几天里一直打地

铺。

人的任何进步或者落后，都

是培养出来的。许多贪官出身和

经历并不显赫，有的甚至是老百

姓用嘴里抠下的那点东西喂大

的。可他们一旦做了官，就会吃

会喝会享受了，也知道钱是怎么

回事了。之后的官儿是这样筑就

的。有的人怎么培养都不行，不

论往好往坏。

还说小酒馆。我以为，酒馆

与酒息息相关。小酒馆因酒而

生，酒也因小酒馆而造。茅台酒

一定进不了小酒馆，小酒馆也一

定不会有喝茅台五粮液的人，在

那里喝。小酒馆的消失，是因为

酒。如果小酒馆还在自己做酒，

小酒馆就不会消失。比如有一个

小酒馆，没有自己的酒，拿出来

的都是形形色色的各家酒厂生

产的瓶装，或者曇装的酒，有的
没有正常酒味儿。久而久之，谁

还能来小酒馆喝酒？在你这能喝

酒，在别的地方也同样能喝酒。

多年前一天，我在一个所谓

小酒馆喝过酒。那天我和一个同

事去鄂尔多斯采访，从呼和浩特

到那里走了一天。那时还没有高

速公路，到鄂尔多斯最多就是二

级路。快到鄂尔多斯时，下起了

雪。我们住下后，雪已经如鹅毛，

风一阵阵裹着雪片，天也黑下

来。吃什么？我俩一致决定，找一

个小馆。那时还没有小酒馆概

念。在东胜火车站前，有一溜饭

馆，都在土房里。进去一家，是川

菜，房梁吊着腊肉腊肠，看着就

咽口水。小馆合口味。那晚，我们

坐在用汽油桶做的大炉子旁，炉

盖上的大铁壶呼呼冒着热气，倒

出开水沏上俨俨的砖茶。酒就倒

在一个大茶缸子里，也座在炉盖

上。因为都爱吃川菜，点二三菜，

就喝。外面北风呼啸，风每把棉

门帘子吹开，雪花就会飘飘洒洒

进来一些。那晚，我们喝了二瓶

白酒，一人一瓶。

我现在想，这算不算喝了一

次小酒馆？我还在克什克腾旗喝

了一次小酒馆，不过没有喝那么

多，但吃好了。那馆里有一菜，砂

锅炖鱼下巴颏。为吃这口，把喝

酒也忘了。我还在北京后海一个

胡同里，遇到了一个小四合院，

非常安静。正是深秋，踩着枯叶

进来，太阳还暖，就坐在院子里，

我们又喝了一回小酒馆。不过严

格说，这些都不能算小酒馆，即

使这样，有许多这样的“小酒

馆”，还是随着城市发展，慢慢消

失了。

小酒馆还有没有？肯定有。

但已经很难碰到了。就是有，它

依然并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

小酒馆。再说如今的人们，大多

已经习惯于大呼小叫地喝酒了，

能够安安静静坐下喝酒的人，可

能并不多。 文/张五四

别尖利的知了，一声出来，便知

道“居高声自远”绝非浪得虚名。

这些秋虫的欢歌（离歌）都

都不懂，玩儿时静下来听得这高

亢的一声，就一路说开：妈妈不

怕，姥姥不怕，姥爷不怕，祖祖不

怕……

说得越多人的不怕，她就越

是怕的。

我将她抱起来，走到树下

去，告诉她，那是虫子的妈妈在

叫小虫子回家吃饭。到临走时，

再听这虫声，已经能举一反三，

说是它妈妈叫它回去睡觉了。

还有山里的黑，入夜后，除

了身后这一方的小灯火，其余的

地方都是黑的，黑到一眼能勾出

天边乌云的白边。

初始抱着都都出院子，她一

边将人抱得紧紧的一边给自己

打气：没事没事。

直到几天后熟悉了，才偶尔

愿意去走一遭。

那时候，会觉得她是一只小

兽，能精准地依靠动物本能去选

择生活。因为同样是黑夜，在二

楼露台上，就敢肆无忌惮地横冲

直撞。

我只陪着都都，24小时跟着

的那种，不看书不追剧不刷手

机，偶尔做一点家务，朋友笑称

我是陪都。

这样的生活于我，像路过春

风的花瓣，短暂且易逝，但沉在

其中时，却如北方的坚冰，扎实

又悠长。

陪都都午觉，偶尔被她在梦

中的呵呵笑惊醒，扭头一看，会

有瞬间的错乱：这个小家伙是

谁，怎么躺在我旁边。

早年我自己回去，到走了邻

居也不知道我回去过。这次带上

都都，却差不多把邻居家走了个

遍。

天真无邪，谁聊一会说抱，

她就扑过去兴高采烈地跟着走

去玩了，我少不得跟了去，回家

时还要替她拎上邻居们给的吃

食。到了第二天，突然想起邻家

头天见的一群小鸭子，又要兴致

勃勃地去看，主动去的第二次比

第一次还要受欢迎，我就再帮她

拎邻居给的东西。

亲戚家办酒席，大舅家的哥

哥开车过来接我妈，都都见了，

抱住我哥不放，算起来，这是都

都回去第三次见我哥。后来车开

走好久，还叫着“舅舅”哇哇大

哭，她喜欢的人，就要守着，一告

别，就撕心裂肺地哭一场。其他

的事我都预想过，却从没想过还

会有这一桩。

每天，总有白鹤踩在树上蹲

守水里的鱼，半天没动静，忍不

住教都都说“白鹤白鹤乌脚脚，

请你吃个灰馍馍”。

她奶声奶气地说出“乌

jiojio”三个字时，一个念头泛起

来，这里，也是她的故乡。

文/权 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