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泷

入秋以来，家乡的山野，就像拉开大
幕的舞台，接连上演着喜感的曲调。那
是金色的丰收曲。真是怪了，今年山野
盛产蘑菇。通太沟的山坡、河湾和松树
下、杏树下、杨树林子里，那大大小小、黄
褐参差的蘑菇，随处可见。

妻子捡摭蘑菇上了瘾。
一度，我们家的楼上，仿佛乡下种

植蘑菇的大棚，地板上，窗台上，盖帘上，
到处都是蘑菇。松蘑，灰蘑，地抠儿，还
有肉蘑。

蘑菇开初像孩子，水灵灵、胖嘟嘟
的，占据着空间。渐渐地，风吹日晒及时
间的逼迫、挤压，它们好似年迈的老人，
憔悴了，干巴了。妻子像一粒粮食都舍
不了的农民，钟爱着采来的蘑菇。她把
蘑菇收藏起来，让其安静地躺在袋子或
盒子睡觉，仿佛老人安度在敬老院。

前几天，妻子翻着日历，说要霜降
了。寒露不算冷，霜降变了天。这是秋
天最后的日子，咱回乡下捡蘑菇去？

如果放在前些年，妻子说去捡摭蘑
菇，那当然和痴人说梦没有区别。因为
蘑菇匮乏，早被捷足先登的乡亲几乎篦
子梳头般在山上收拾罄尽了。但今年不
同，家乡的山野还有铺天盖地的蘑菇。
物以稀为贵，东西一多，身价自然下跌。
它们仿佛弃儿，遭到乡亲父老的冷落。
乡亲认为，丰收的季节，和金贵的庄稼比
较，蘑菇就是后娘养的，可有可无。

深秋，村庄有两个地方最热闹。一
是田里，一是场院。田里要掰玉米、挖土
豆、割秸秆，场院里要晾谷穗、晒高粱，打
黍子、黄豆。而院落和山野却显得空寥、
岑寂，很少看到人迹。

我和妻子每人拎一个塑料桶，去了
小村后山。

即将霜降的日子，山坡却不冷。野

菊似火，枫叶正红，梨树、杏树仿佛欲燃
的火把，在有些暖、有些软的阳光里，把
山野染亮，染作一片缤纷、斑斓的立轴。
俨然李可染那幅《万山红遍》的画作。

果然，那些蘑菇，还在树根下、草丛
里耐心地等着我们。它们水分消失殆
尽，蜷缩着，稀稀落落且草蛇灰线地散布
在山梁，像失落的文字期盼慧眼的文人
将其打磨一新，推上版面。

不用寻找，它们总是温情地出现在
你臂所能及的视线里。

少了任性、斗志是衰老的表现。我
仅捡了半桶不到，便腰酸背痛，无奈浅尝
辄止，半途而废。

人都是健忘的动物。初秋时分，也
曾回村捡摭蘑菇。也是在后山，我和妻
子分头行动。在一条小沟两侧，我遇到
了成群结队的松蘑。那些蘑菇，像跃出
水面的鱼儿，水嫩、白皙或者淡黄，一个
个顶着草茎叶片，不成堆而成片，水淋淋
的，粘乎乎的，蛰伏在松下、杏下、草下。
我捡满一水桶，就汗流浃背，气喘吁吁，
直不起腰来。也是，家乡的山野皆是辽
西漠北丘陵，一径的黄土砂砾，松不伟岸
但蓊郁，杏不粗硕但蓬勃。这样，妨碍躯
干的灵活屈伸，反复蹲蹴、弓腰，很快就
力不能支了。我给妻子电话，她说遇到
了蘑菇圈，那蘑菇好像一群做游戏的孩
子，快乐地手拉手围绕着一棵松树，捡都
捡不完！我怏怏地走下山，心想，再也不
上山捡蘑菇了，太累啦！那次，我蹒跚着
走下山，妻子却和山上的羊倌借了一条
塑料袋子，捡下的湿蘑菇至少有三十斤。

这次，我仍旧踧踖，不禁沮丧。一个
人怎能不服老呢？于是，拎着半桶蘑菇，
疲惫地铩羽而归。寂静世界之上，一只鸟
的鸣叫，唤醒了黑枝条间的荒凉。踽踽独
行在山径，慵懒来袭，踉跄了步态。待走
出山林，钻进和煦的阳光与拂面的微风，
才认定，热爱生活，可以有多种向度。

内弟的家和村里多数外出打工者的

家一样，动辄铁将军把门。我打开大门，
躺在土炕休憩。

毕竟在农村打拼过几年，想到妻子
还在山顶劳碌，又惴惴不安起来，觉得浪
费了大好的秋光。暗想，也应该与农民
兄弟同频共振，在忙碌的季节去忙碌，在
收获的季节去收获，就走出了室外。

屋后，几畦碧绿的菜蔬在秋阳下沉
思。这是我们暮春回村栽种的。有一畦
西红柿，一畦黄瓜，两畦茄子，两畦大萝
卜，一畦胡萝卜。此时，那些或红或绿或
紫的瓜果，早已不敌风刀霜剑，连秧子都
杳然不见了。依赖根块的萝卜，还在生
命的岁月跋涉与挣扎。这可是有机蔬
菜，没上过一点化肥、农药，城里人轻易
吃不到。大萝卜有俗名，“绊倒驴”。但
长在屋后、墙下，没长开，长不甚长，粗不
甚粗。裸露在地面的半截是翠绿的。很
快，我拔完了它们，绿莹莹一堆，吃一个，
脆、甜、微辣。胡萝卜要挖，要拧去缨子，
满满一筐，像红珊瑚，清香而甘甜。

丰稔与稼穑，让人忘记了劳累。我
像一个农夫，含情脉脉地凝望着脚下的
泥土与收成，等待着妻子的归来，要卖弄
自己的果实。

是啊，一束苍苍色，知从涧底来，大
地不会亏待的。我们也是土地上的贵
族，惯会击壤作歌：日出而作，日落而
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天下大和，百
姓无事。

那天，妻子竟捡了一桶干蘑菇，且大
多是肉蘑。当晚，我们挑选几朵松蘑和
着猪排煮一砂锅。一通旺火，一通温火，
果然是大自然风干的山珍，竟吃出了别
样的味道来，清嫩、爽口、香糯。我知道，
这是乡土的味道，是金秋的味道。

山乡金秋的赐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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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昳岚

某年，我因偶发宿疾，去了远方一
个陌生的小镇，住进镇郊一个偏僻的客
栈。老板是个女人，过了两日，我便成
为她的半个店主。

那晚，她又站在我的窗前，问，你不
出去吧？我出去了，九点回来。

旅店立刻沉寂下来，周遭一点声音
没有，我一个人待在房间，数着心跳，窗
帘和门都弄得严实，低头看书。

静。静得一点生机都没有。
大约八点半时，门响了，我下床，从

窗帘一角望出去，进来两个男生一个女
生：有人吗？女生的声音传来。

我赶紧出去，问是否住店？
得到肯定的回答，便按着店家的吩

咐，将他们安排到3号和4号房间。
屋里一下有了活气，两个学生大概

是玩游戏，声音不断传来。
才感觉到，世界是由声音组成的，

尤其沉寂的夜。你在那声音里得到安
然。没有大孤独的人，忍不住寂静的人
生，走不出声音的消费，注定平凡。

以后每天晚上，店家她都要出去。我
仍然给她看门，只要进来声音，我便出屋，
按着她的托付，安排旅客住宿。

不大的旅店，远在小镇的西头，周遭一
片寂静，少有人往。夜里，也不见什么旅
客，从我入住那天住进几个客人，就不见来
人。白天更是安静。店家也很安静，看上
去四十有几的女人，眼睛很大，初看有点沧
桑，一旦仔细端详，发现她还很美，脸容清
净，不饰脂粉，黄色的头发总是一种发型，
随便挽到脑后，坐下来时，隐约闪出忧郁，
一会也便消失。她一个人做饭，一个人吃，
都是比较简单的食物。她是老板，也是服
务员。如此经营景况，应该清闲，但是，很
少看到她的清闲，每晚6点出，9点回，而且
时间都很准时，我不便问，也没想问。有时
白天出去，也要让我照看生意。

4月的白天，阳光真好，我走出暗凉的
房间，站在门前一望，哇！一片梨花撞进
眼帘，一夜之间，或许就在早晨的一刹，千
树万树，梨花瞬间绽放，不。不是梨花，是
杏花。也非千树万树，是一排排，站在门
前不远的草地，一片洁白，绽放着笑脸，茕
茕、莺莺、白白、密密，挤满了繁华，尽补这
里的寂寥。远处的绿地，有零星的树木，
不高不壮，却不失童话般的恬静、安详，
不远一棵而立，输入你内守的清静。

来自鱼米之乡，来自禾谷、河流林
野之地，眼前的自然景物，令人舒放辽
远。这时，疾患让你放下，由烦恼转为
幸事，却也在你的转境之中。若陷于烦
恼痛苦，便陷了进去，若能随遇而安，更
能利用，便是休闲自得的时日。

一个人偶得如此休闲，还要感谢那
病，不致让你卧倒，头脑尚还清晰，只是
行动有所不便，不算大碍。不由想到当
年，得到第一次稿费通知，高兴之中，眼
前的世界消失，骑着自行车，行驰在马
路右侧，被一辆猛然从右侧胡同窜出的
摩托车，撞飞空中，成抛物线，落在马路
那面……

当我清醒过来，立刻想到起身，却
发现，全身变成面条，瘫软无力。再看

习惯用力的右手，手腕向后，已经变成
反写的 7字。完了！我第一个反应就
是：不能写字了！第二个反应：我还有
刚一百天的幼儿。第三个反应：这下有
时间看书写作了。

这便是一个不入柴米，浮在生活表
面的人的念头。

果然病假期间，我左手执笔，写了
很多鲁院辅导老师的学习作业。这次，
跟上次相同，又得到了不理俗物，看书
敲字的理由。

周遭又暗了下来，我有点胆怯，便
关好门窗。漫长的晚上，没有任何动
静，心跳的声音咚咚撞着胸膛，只有深
埋书里，方能抵住心跳的寂静。在书里
息数心音。

四周太过寂静，老板为何在如此偏
僻的地方开店？

九点过后，一声“我回来了”送进窗
口，我的心一下放了下来，可以安歇了。

隔日，照样去那家祖传的中医诊
所。不远的距离，可以在路上兼顾散
步，望太阳，眺原野，也看路过人家的园
子，有青枣、有黄瓜、角瓜、茄子、豆角，
也有延伸很远的倭瓜枝蔓，夸张着肥大
的叶子，尽显面积。这些蔬菜通过人家
的篱笆，在小园子里招人眼目，让人窥
想屋子里的黑白日子，和谐恩爱，还是
各执心腹……没意思了，还是寂静的远
处，默默杏花，寂寂原野，静悄悄说着美
丽的话，奉献的语言，厚土阳光无言的
培育滋养，让它们尽肆伸展、开放、鲜
华，怡人眼目。收拢的时节，不事张杨，
放开的时刻，自然伸展。冬天，回缩下
来，蓄积下一轮的力量，收放有度，遵循
着大地厚土给予的恩泽。

那一刻，我忽然体会到“病人的尊
严”一语。虽然过去也曾有过体检，也
曾有患疾病，皆在准备妥当的情形之
中。而那天，却因为答应给她临时看
店，又停电停水，无法清洁。担心误了
约定的治疗时间，便匆匆赶去诊所。

人，该藏的时候能藏，该遮掩时能
够遮掩，是度。反之，病人便没了尊严
可言。那一会儿，我不好意思，虽然暴
露的部位，不过是两条下肢的局部……

静静的日子也好，老板不在，倒也
自安，读完了一本大书，开始敲字，安
宁，无有挂碍。

偶有意乐，也随群里同学晒晒摄影
作品。便在野地、人家园子附近拍几个
镜头，无心技巧水平，全然一种自由意
趣，也学：闲来望天穹，云去云卷舒，悠
悠随风去，任它柴米油。但在老家，是
难以达趣的了。遂见路旁一株植物，叶
似辣椒秧苗，果实却不像似，微黄稍圆，
偶见紫色，端详一会儿，仍然叫不出名
子，便有拙词涌来：无名无姓生路垭，自
生自灭静芳华，偶有路人心垂忍，哪堪
一季消繁华。自娱，赧颜。

再来，已见庭前青杏满枝，暑风漫曳
枝株，只闻窸窣涩涩，且待秋日果殊。

浅秋，果然落杏如花，黄黄一地，煞是
惹眼，却无一人垂顾。这时光，是没有人
食杏的了，任它熟落熟灭，堪忍孤寂。

初来时的庭后桑麻，不见禾谷的单
调，陡然被庭前的繁花夺走，眨眼，又被落
如黄花颠覆。这模样，何堪季候的轮回。

店家仍然每晚去、归。究竟干什么
去呢？问问如何？也罢，人家不说，怎
好相问，必是不能造次。

次日中午，阳光晃晃地照进门厅，
治疗回来，门厅椅子上坐着一位男子，
眼睛很亮，头发向前，遮着额头，似乎不
属于那个年龄段的发型。两人就着茶
座正进午餐，比她一个人的食物多了许
多。那神态，很默契，很随和，像是夫
妻。她跟男人说了一句什么，男人便看
我一眼，不，是看我的两腿。不知为何，
心中突然一动，生出一句：蝶落黄花黄，
疑是故人来。不知晓，为什么有这样的
诗句给她，就觉得，这诗句就是她的样
子，终于涌到嘴边。

男人走后，她收拾碗箸，告诉我，那
是她的爱人，外科医生，住在乡下。

我一向不善家常。住得久了，说到
回去的事情，她说，舍不得你走，你在这
里，挺好的。

当然，明白她的意思，出去不用锁门，
还能招呼顾客。我有点不忍，看她寥落的
生意，总是一件外衣，在店里，也仅是一套
不换的衣裤，但其身材自带秀雅，即使素
旧衣着，落拓款式，也穿出别样风韵。

仍然晚出夜归，生意竟然有点起
色，我给她盯着时，隔天还能住个旅客，
虽然宿费不多，也是个进项。其实，币
子是一方面，有两个顾客活络空间，也
显生气，生意就是以人为本的事情，人
来人往，便有买卖，寂寥不得。

看她来去的时间如此准时，是钟点
工？她看出我的疑问，便说与我。原
来，她是去照顾病人，而且是个植物人，
非亲非友，不过是个邻居，独身。实际
也非独身，从她卧床，丈夫给她请了护
工，便走了人，说去打工，再没回来。病
人身边无亲无故，她不忍看邻居遭罪，
便每晚去给她翻身换洗衣服，也换换护
工。这样，从开始做了下来，便不忍半
途撂下。她说，怪可怜的，人哪，唉！她
叹了一声，为什么这么苦呢？深深的眼
神顷刻变得忧伤，仿佛深藏心里的什么
又浮了上来，目光黯淡地盯着门面。门
面的阳光白亮晃晃，光栅长长，却照不
到她只有两张床大的登记室里……片
刻，她收回目光，方才的表情全部消失，
问我的疾患是否见好，我肯定地点头，
可已被她的情绪感染。

我走出去，前面的杏树始终养眼，坐
下来，摄入阳光。喜欢树，喜欢这些温情
的杏树，喜欢她们白灿灿的语言，喜欢阳
光，在明亮的树叶上跳动，也喜欢老板娘，
隐约而显又不失明朗的神态。她们赋予
了我足够的理由，收获生命的喜悦。生命
本该如安，无论你获得什么，失去什么。
如果不是疾缘，我不会有什么理由，或来、
或再来这个寂寞的小店。

所以喻山，是由心之居山。哪怕是
个小小浪花，也由寂静所予。一种悠
闲，真切深入内心的恬静，何由浮躁扰
攘。心，本就是寂然之态，一切的明白
所悟，才能由之尔生。

山语

□王国梁

记得小时候，每年秋收之后，
父亲都会特别兴奋。高粱、玉米、
南瓜、苹果之类的，散落在院子里，
父亲要用这些东西把院子打扮一
新。

父亲把玉米皮剥开，金灿灿的
玉米露出来，那是一种特别喜人的
颜色。父亲把玉米悬挂在屋檐下，
整整齐齐的一排，简陋的农家屋檐
仿佛是镶了一道金边似的，顿时有
蓬荜生辉之感。火红的高粱仿佛
火把，似乎能把日子照亮呢。父亲
把高粱放在西屋的房顶上，房顶上
一片红高粱，与秋天碧蓝的天相互
映衬，煞是好看。父亲还在每间屋
子窗前，摆上两只金黄的大南瓜。
还有收回家的苹果，父亲也会挑选
几只最大最红的，摆出来当装饰品
看。

经过父亲亲手打扮过的小院，
简直就成了一幅水彩画。路过的
邻居总要啧啧称赞：“把家里打扮
这么漂亮，难道是要办喜事吗？”父
亲嘿嘿一笑说：“喜事本来就有嘛，
丰收了不就是喜事嘛！”

一切收拾妥当，父亲会坐在屋
檐下，享受属于自己的幸福时
光。他好像陶醉在一种盛大的仪
式中一样，表情喜悦又庄重。有
时候，他会兀自笑起来，脸上的笑
纹里都是成就感。父亲安然地坐
着，有时候深情地望望他心爱的
玉米和高粱。他被丰收的气息包
围着，安享这片刻休闲。满院子
都是他亲手装扮的丰收色彩，这

种盛大的仪式对父亲来说就是最
愉悦的。

父亲奖赏自己的方式不仅限
于此，他还会与母亲一起张罗一桌

“丰收宴”。这桌“丰收宴”全都是
就地取材，用的都是丰收果实。煮
花生，煮嫩玉米，煮毛豆，煮红薯，
以煮为主，保留着食物的原汁原
味。还有炒土豆，炒茄子，炒辣椒，
也是菜园里收获的。另外，苹果、
梨子随便吃。父亲和母亲张罗的
这桌“丰收宴”，满满当当一大桌，
我们可以吃个尽兴。父亲吃着亲
手种出来的花生、玉米什么的，总
会笑眯眯地说：“真香啊！”他在慢
慢品咂收获和胜利的滋味。

花开果熟，岁岁秋收，父亲每
年都会用盛大的仪式来奖赏自
己。春耕，夏耘，忙碌了这么久，终
于迎来了收获。不奖赏自己的话，
简直要辜负了这秋天的馈赠。父
亲是个懂生活的人，他想把幸福的
滋味长长久久地留住。他用盛大
的仪式来彰显幸福，提醒幸福，并
且努力让幸福的滋味停留得久一
点，再久一点。

受父亲影响，我也学会了用盛
大的仪式奖赏自己。我以为，用盛
大的仪式奖赏自己，就是在把小幸
福放大，让小幸福持久。

用盛大的仪式奖赏自己，给我
们平凡的生活点缀亮色，让日子熠
熠生辉。

用盛大的仪式奖赏自己

□李季

曾经进出一家人的门，如今，
进出的只有风。

早先还有饿急的老鼠从门缝
里钻进屋，找不到吃的，啃了两口
桌腿，啃了一嘴的灰，以后就再也
不来了。偶尔有几只贪玩的小蚂
蚁，脱离了大蚂蚁的视线，像逃学
的孩子一样，兴高采烈却又有些担
惊受怕地爬进空荡荡的屋里，转了
一圈找不到好玩的地方，又失望地
爬走了。除此之外，来的只有风。
风携带着泥土的气息，携带着花香
鸟语，携带着星光蛙鸣，也携带着
尘土和柳絮，在门缝间自由地出
入。

生铁的门环，是我留在老家的
一双眼，永远不知疲倦地睁着，醒
也在看，睡也在看。

门前的那片竹林，一如我初
次离开家门时那般青翠葱茏，竹林
里的树木在花开花落里一年年地
长高，树上住的两只喜鹊在生儿育
女中一天天地老去，厨房顶上的烟
囱在月圆月缺间一夜夜地变低，墙
根下的苔藓在日出日落外一日日
地暗绿着。平整的院子，是我和父
亲拉了两天的土垫出来的，长年没
人走过，已经长满了杂草。这些杂
草在四季轮回中青了又黄，黄了又
青。

这两扇木门进出人最多的一
次，是父亲的离去。他的堂兄弟
们，他的侄儿侄女们，村里的老老

少少，喧闹声、哭泣声，一度堵塞了
我们的家门。在父亲的棺木即将
抬出家门的一瞬，门在没人动的情
况下，突然向中间合了过来。这是
门对一家之主的挽留，门知道，一
家之主走了，这家的儿女注定要散
落到异乡了，门不会再经常开启
了。门里的嘘寒问暖，悲欢离合，
注定要消散在一阵又一阵的寒风
中。

父亲走后，我们锁上家门，带
走了母亲，母亲从此一夜一夜地回
望着这两扇紧锁的家门，计算着回
去的日子。而母亲再也未能踏进
家门，我们再踏进去时，带回的只
是母亲的一张照片。再锁上家门，
我们知道，我们将长久地回不来
了，我们注定是无家的孩子，要漂
流在没有父母的茫茫人海中。久
不住人的门不会再贴对联，我们的
家门在日渐萧索的村子里注定要
灰头土脸地紧锁下去了。

失去父母的孩子，在悲伤无助
的时候，只有把冰冷的心依偎向父
母同样冰冷的坟头；流浪在外的游
子，在想家的时候，只能站在寒风
中向着家的方向遥望风中的家门。

那被阳光一天天晒暖又被寒
风一夜夜吹凉的家门，那遥远的家
门，远在回不去的地方。

风中的家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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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姬·塔娜

十里空山肃，万叶吟秋声。
飞瀑入冷泉，句句有泠泠。
时见沙斑鸡，行行复停停。
谁似东山月，皎洁耀天明。

秋游九峰山

□燕南飞

中篇：大漠与证词

14
一只手把脉。另一只手，按住叛逆之心
我的弟兄们在一阕词里打家劫舍
幕布中一个声音发问：
谁可以弥合潜在肌肤上的裂口
半杯烛影，摇曳我写下的汉字
月亮是挂在城门的头颅
它一直昏睡
——等待机会
为一个遗址续命

15
仿佛我的一生也被一眼洞穿
隐藏不住肋骨生锈。看一眼，那里

有一颗向善之心
企图治愈卷宗里的杀气
你还会欠我半生旧债。目睹悲伤，

遁入穷途
守夜人把手稿付之一炬
一场北风，多么无辜
没有酒。没有残阳如血。长揖相寄
我是这世上最后一个昏君
端坐在祭台上

16
半片残简云初歇。一盏烛火圆寂
终于有石头流落为奴，从绝版的斗

笠中走出
只苦了公子，读不懂江湖
小重山冷。我将抚琴，唱天涯亡命
每一句对白都在弦上颤抖
眼眶里有破碎的江山涔涔落下
栈道愈加憔悴。断头台上有你的身世
——从此别过
我是你留在这世上的经幡，活在是非中

17
指针咬紧牙关。你要忍受一根断指

的点拨
刃口早已磨钝，按下恩怨不表
曾被行期困住手脚。你拥有藏身时

留下的披风
以最古老的方式驯服
——抱紧自己
每一个瞬间都是良辰美景
不懂来世，或可在纸上打回原形
分明是隐约的呼救声
把满头青丝逼走

18
等一只手把星辰掐灭。
你看见笑靥如花，一声惊叹横空
凿透面壁者的陋室
天下之大，容不下草木孤愤。偷得

半日空闲
把一副皮囊放置一边
满圈牛羊，都是信徒投身于此
还有隐姓埋名的妖，活得步步惊心
人类不过是它们饲养的宠物

19
那只斧子，还在怀念别离。遗失太久
肺腑间盛放惶恐。
山弥远而小天下。你究竟还有多少危机
少年于渡口沉吟未决。试图取走萧

瑟伐锯声
就做个顺水人情，答允了吧
痴迷的样子让人着急
北风紧
鸟巢空。
巨大的骨骸撑起号角
护我过江东
一定要把和你同名的曲牌记住

20
送我出关。再送我一匹老马
眼见狼烟迷路，塞外断刀谎报军情
烽火是筹码。马鞭醒
快把美人送出绝境
破庙还在。修心的佛陀踪影全无
却沿途留下记号
木门关紧。群山已走失在迷途中
若梦中惊起，可铺开宣纸
替我拟一道长文，诉说军情

21
大漠之上，余烬烘烤断骨
暖一暖，好接着走向归途
就这样，走着
便被时光拐丢了
——你可曾准备好一个来世和一个情人
算准了，你有足够的耐心
把破碎的思念捡回
哦，人间美好
才会有十八里古道，恨日暮将晚

科尔沁的孩子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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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有约 李陶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