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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突然梦到她了呢？”我盯着天花板想着，左手本能地

在床上划拉摸手机。抓起手机，屏幕是亮着的，屏幕的画面是

吉林省作家协会第五届中青年作家班群。想起来了，昨晚大家

在群里看杨逸的新作品，我和杨逸说了几句话，接着就睡着了。

我起床，撩开窗纱，好大的雾，隔着玻璃窗都能感到外面的

凉。脑中一直萦绕着梦中的情景，或许是被梦牵动了情思，心

中沉闷闷的，已经记不清多少回梦到同学了，每次都是不同的

人，也经常梦里回到那个灰白色的小楼。

两年前的这个季节，那是个别样的浅秋，68个身体里住着

文字精灵的人，为赴一场文学的约，从不同的地方，聚到了那个

叫作“净月 7688 号”的地方。灰白色的小楼，古朴典雅中透着

神秘，是我们人生中的一个小站。

报到那天，一跨进7688号的大门，就被一种强烈的神秘感

抓住了，心中充满虔诚和敬畏。一周的时间里，一楼用餐，二楼

上课，三楼寝室，省作协和文学院的老师给我们创造了一个如

此暖心的学习环境，这使置身其中的我感慨万千，我们何其幸

运呵！

给我们上课的每一位老师，都是文学界了不起的作家。坐

在这样的课堂上，我才知道自己有多浅白。对于老师讲的课

程，应该是每个人收获的都不一样，因为我们的功底不同，领悟

也就不同。我就是在这里了解到文学有着遥不可及的高度和

深度。

紧张的学习中，每天匆匆忙忙地楼上楼下来回穿梭，和每

个同学擦肩又擦肩，一张张微笑的面容渐渐在脑海里形成印

象。像对这座楼一样，我对每位同学都怀着崇敬，他（她）们是

现在或未来的作家，在我心里都无比高大。这样的心境让我不

敢轻易地和谁主动说话。最先熟悉的是同寝的景霞，“80后”美

女诗人，开朗、体贴，是她第一时间驱逐了我的孤独感。

结业汇报演出之前，分组排练节目，我才和同组的同学熟

络起来。杨逸就是这个时候开始亲近的。她是那种唯美得让

人一眼难忘的女子，可惜的是，我“喜欢”上她时，已经要分别

了，以至于成了后来魂牵梦萦的遗憾。

应该说，我和谁交流都不多，有的同学只有一张熟悉的面

孔留在我的记忆里。

连伟兄，刚毅中透着书卷气，留意到他，是因为结业时他代

表同学发言：“因为人生不完美，才喜欢文学，希望把自己活

成一首诗……文学作者像天鹅，即使贴着湖面，也是一

种飞翔的姿态；像一棵树，只有长到一定高度，才知道什么样的水和

空气适应它……”字字灼热，句句入心，一下子被他的文字撞疼了

灵魂，我才恍然，这里的每位同学都因痴爱文学而有着非凡的品

质。那一刻，我意识到自己错过了和每一位亲近的最好的时间，哪

怕去和他（她）们每人说句话也好啊……这懊悔，瞬间让我额头上渗

出细汗。

无论你有多么遗憾、有多么不舍，时间是从来不会因怜悯而稍

作停歇，也不会因不完美而重新来过。只能匆匆地和一张张面容摆

摆手，便作别了那个人生的小站，迈步继续各自的旅程。

微信群开始热闹起来时，我才知道，大家都和我一样，面对

群里的人，无法准确地把名字和自己熟悉的某个面孔联系起

来。或许，这群人的情感只有在笔下才会溢出烫人的暖。大家

在群里重新自我介绍，文字交流也逐渐多起来，友谊才刚刚开

始。每个痴爱文字的人，都有着侠骨和柔情，都渴望有一个自

己梦中的江湖，然后纵横出一个不负韶华的人生。唯爱执著，

唯情深厚。能每天看到他（她）们的文字，或三言两语，或凝墨

成篇，对我来说，都珍视如宝。感恩上苍对我的偏爱，给了我这

么多伙伴，只有和他们交流，才能心意相通，尽享文字的魅力。

芸芸众生，人人都如行星般有着自己的运行轨迹，我们是同

时经历了一次68条轨迹大交会。碰撞的时刻，让我们不知所

措，还没来得及感受那份炽热，就又回到了各自的轨迹

中。但那碰撞出的火花却一直在心中燃烧……微信

群成了我们的家，彼此关爱和鼓励，这里有我们

的烟火味道、我们的恣意人生。在这里我

们相扶相携在文学的路上成长。

秋叶再黄时，我们已从熟识到

倾心相知。如果说这情谊是一

幅水墨画，那么一定有大

部分的留白，因为，情

深不着墨……

净月7688号
紫 雪

顾城在一首诗中这样

写道：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

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

就十分美好。

初读只觉十分欢喜，满眼的温柔，好像看

到爱情最美好的样子。我看着你，你看着我；

我不看着你，你也不盯着我；你做你的事，我忙

我的事，只要在一起，或者记挂着彼此，就是浅

浅的爱情。

年岁渐长，人事消磨，终于明白，爱情最好

的样子就是相看两不厌。可是，如何做到相看

两不厌，这或许是一个有待科学家解决的有关

人性、社会进步的重大课题。

作家安妮宝贝说，“最好的爱情是两个人

彼此做个伴。不要束缚、不要缠绕、不要占

有，不要渴望从对方身上挖掘到意义，那是注

定要落空的东西……不管何时何地，都要留

给彼此距离，随时可以离开。”她真是一个清

醒的女作家。作家多是理想派，始终生活在

梦想的世界里，但凡清醒些的，注定要比常人

多些痛苦。

七夕那天，明知道没有礼物，却想安慰一

下自己。去美容院做面部护理，被美容师游

说，一时冲动就多花了一个多小时种了眼睫

毛。对镜一照，嘿，那个睫毛卷翘、笑眼迷离的

大眼睛、双眼皮的中年妇女是谁？真好看！得

意得不行，恨不能见到谁都送几个秋波。结

果，回家对着老公左闪右

电的，人家居然没发现。恨得

我牙痒痒的，对着空气直磨牙。

第二天早上起床，小心翼翼地洗了脸，正

对着镜子涂眼霜呢，沐浴更衣的老公突然凑近

来，“你做了眼睫毛？”我立即笑嘻嘻地凑过去，

恨不能贴到他脸上，“是啊！漂亮吧？你才发

现啊，昨晚我就等你称赞呐。”以为马上就要得

到铺天盖地的夸奖，结果人家向右撇了下嘴

唇，满眼鄙夷地，“你眼睫毛那么短，又软又稀，

特难看！”好像有西伯利亚的空气袭来，有一秒

钟难以呼吸，差点想放狗咬人，有刀在手的话，

立即手起刀落。然而咱是文明人，知道克制。

“才不是呐！我年轻那会儿，眼睫毛又浓又密，

现在是上了年纪了，掉得多，生得慢。你看看，

这种上去的，挺自然的吧？又卷又翘，好看

吧？”当然没有得到赞扬。人家一转头，套上圆

领衫吃早餐去了。

早餐做的是牛油果酱配吐司，只见他敲碎

了一个水煮蛋，将牛油果酱草草地涂在吐司面

包上，右手一卷，吐司片就裹住了硕大的鸡

蛋。哇！他的嘴真大，一口就咬下大半个鸡蛋

来。怎么就没噎着他呢！

正准备坐下吃早餐，老公已穿戴整齐、眉

目凝重地出门去。以为临出门的他会扫我一

眼，或者递过一个吻，送上一个轻浅的怀抱，至

少会有一个温暖的眼神吧。然而电梯的“叮

咚”声很快传来，那人没有挥一挥衣袖，就带走

了满天的云彩。绿油油滑腻腻的牛油果酱还

在口腔中打转，眼前已一片寂静。我使劲嚼着

绵软的吐司片，好像发泄痛苦与怒火一般，用

尽了全身的力气。

有个作家曾经说过，婚姻最好的状态，就

是相看两不厌。历经无数激情，几次踏入婚姻

河流的唐代大诗人李白深有体会，他说：相看

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相看两不厌
□李 敏

一弯不知疲倦的上弦月，把角落里一只蟋蟀的琴声，钩得悠长无

比。蟋蟀的琴声唤醒了姥爷的一声叹息，在昏暗的屋子里游走不定。

窗外的黄昏还正年轻，斜阳和一串红辣椒在檐下静静地交流，从

我这个角度正好可以看到它们都羞红了的脸。檐下的燕子们最近颇

为忙碌，可能正在打点行装。走出门，南边大草甸上的蛙声渐渐涌

起，却带着一种萧瑟的凉意，混合着渐黄的草叶的味道。西边的天空

中，那弯细月正驱赶着逃走的夕阳。

空气中流淌着微微的辛辣，姥爷不知什么时候走出来，衔着古老

的烟斗，那一点明明灭灭的火光，正努力想点燃天上的星星。姥爷走

出院门，花狗也蔫蔫地跟着他。我扯开嗓子喊邻家的伙伴，声音越过

土墙，把他家的门窗都敲红了，却也不见回应。便觉得很没意思，想

自己出去走走。

花狗快跑几步一跃蹬上了院门前的矮墙，旁边那棵并不高大的

杨树上，忽然飞起一群麻雀。这些不安分的精灵，这时候反而越发欢

快起来。顺着土路向西，不知撞翻了多少迎面跑来的风。走进村口

高岗上那片小树林，似乎找到了风的来处，无数的风在里面嬉戏，地

上薄薄一层落叶，偶尔还有被风引逗下来的，一片，两片，三片。

目光在开阔的大地上游荡，近处的一片大豆便送来阵阵起伏的

笑声。细细的河更显得清清亮亮，被奔跑的霞光踩踏得泛起层层叠

叠红色的笑纹。长长的风牵着我的衣袖，回到路口，转头间发现，姥

爷正站在大坝的边缘，花狗蹲在身边。太阳已经沉下去了，幽暗中一

人一狗，像个剪影。西边天上的那弯月更亮了，我愣怔了一会儿，猜

想着姥爷在看什么，大地？落日？庄稼？

花狗发现了我，飞快地跑过来，摇动的尾巴把夜色一层层地涂抹。我和花狗回家，姥爷

依然一个人站在那儿，他手边有一点光在亮着，不知是远天醒来的星光，还是烟斗里未熄的

火光。路上遇见一辆马车，两匹马闷头走路，不紧不慢，任凭三表舅扬起的长鞭在空中绽放

出一朵朵的脆响。

夜幕垂下来，村庄竟然比白天热闹了些。三表舅的马车刚过去，比我大上五六岁的“二

歪”，便驱赶着他的羊群过来了。那些绵羊杂沓的足音和凌乱的喊声，把本该寂静的夜给

搅乱了。我发现，“二歪”已然换上了一件很厚的衣裳，上面重叠着补丁，他还是逢人

就歪着头笑，有时哭着也笑。他笑的时候，我常常忘了他不会说话。

牛马羊齐全，才是真正的村庄，还有我身边的花狗。只是一直到跳进院

墙，也没看见牛。花狗比我先一步跳进去，让我嫉妒得轻踢了它一脚，它装

着哀叫了一声，把还在散步的三只鹅和七只鸭子吓了一跳。它们跑到

从窗口溜出来的灯光下，它们笨拙了许多，似乎身上的羽衣更厚实

了。

那夜我睡得特别早，梦里一片繁华，五月的阳光，六月的

河水，七月的大地，正把一个夏天依次绽放。然后，或许

是花狗的叫声，或许是村里其它狗的叫声，把我从梦

里拽出来。窗外，是八月的夜，西边来的风摇动着

邻家园里的那几棵大杨树的枝叶，一片细细碎

碎的带着凉意的声音，纷纷坠落在枕畔。

然后又睡着了，一个长长的梦，长

如一生。无数次看到大地上的种

种，无数次迎着那种凉意，却没

有一次感受到生命的苍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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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捡秋”在我们老家方言里又喊

作捡秋漏儿。与土地打过交道的人

都不会陌生，就是在田野的庄稼收

割完毕以后，继续在庄稼地里刨刨

挖挖，寻找遗漏下来的玉米、花生、

地瓜等。

寒露过后，满地的庄稼、满树的

果子都带着浓郁的芬芳涌进了农家

小院，放眼望去庄稼地里一片天高

地阔，果园里也变得萧条和寂寥起

来。那些躺倒的庄稼棵子、渐次枯

黄的草丛里就藏着无数遗漏的惊

喜。

其实那些年打下的粮食足够生

活，可是农人们敬畏土地，也敬畏粮

食，舍不得浪费一粒粮食，于是秋收

过后就会有一些妇女孩子加入捡秋

漏儿的队伍。

小时候最喜欢和

母亲去捡秋漏儿，不

仅因为可以天高地阔

地玩耍，而且还能

品尝捡到的

秋 漏 儿 ，

体会那种希望就在下一锄头，或者

惊喜就在下一棵瓜秧子上的喜悦。

花生地，是捡秋漏儿最多的地

方，那时候由于原始的收获方式总

是能或多或少遗留一些花生在土壤

里。挎一个小篮子，拿一把小锄头，

跟在母亲后面，东刨刨，西刨刨，只

是半天过去了，找不到一粒花生。

母亲就不一样了，母亲很认真地在

地里翻捡着，刨起的土块整整齐齐，

像给别人犁了一遍地。母亲常说：

“别人允许我们在地里捡秋漏儿，我

们也要尊重别人，不要像小狗子撒

欢儿，把别人的地弄得坑坑洼洼

的。”我吐吐舌头看着母亲篮子里白

白胖胖的花生，就忍不住大快朵颐

起来。花生地里最好捡的秋漏儿，

是在主家犁了地种上麦子以后，要

是再赶上一场秋雨，那就更妙了。

藏在土壤深处的花生被犁铧翻了出

来，又被秋雨淋得干干净净，一个个

等着我们去捡。

西瓜地里也能捡秋漏儿。小时

候种西瓜的人家不多，都是摘了瓜

去卖钱。母亲深知农人的不易，深

知西瓜的珍贵，不会轻易去西瓜地

里捡秋漏儿，可是又禁不住我们几

个孩子的软磨硬泡。母亲去捡秋漏

儿都会事先询问一下西瓜地的主

人，确认人家确实卖完了瓜，又自家

人都捡过一遍了，母亲才肯带着我

们前去。明知能捡到的西瓜微乎其

微，可是我们还是欢天喜地去帮忙。

匍匐在地的瓜秧子都被买瓜的人扯

到了一边，乱糟糟缠成一团。我们最

喜欢这种乱糟糟的瓜秧子，主人家懒

得去搭理，极有可能遗漏一两个小

西瓜。我们姐弟三个用脚踩用手

摸，有时候还真能摸出一两个小西

瓜，长得坑洼不平，是连主家都嫌弃

的丑样子。可是我们不嫌弃，都说歪

瓜裂枣甜如蜜，这样的西瓜被我们

摸出来都会就地解决。一拳

头下去，西瓜就裂开了，

吃在嘴里真真的

比蜜甜。

捡秋漏儿靠的是耐心和坚

持，几斤花生几个小西瓜值不了

几个钱，可要的是那种感觉，虽然

收获甚微，大家还是乐此不疲。

走在天高云淡的天地间，一锄头

下去就会收获一粒花生果，扒开

枯萎的草丛就会发现一颗隐藏的

枣子，令人得到一种满足，一种意

外收获的惊喜。那些藏在土壤

里、枝头上、草丛里的惊喜会让你

时刻充满着希望。捡秋漏儿

捡的不仅是庄稼，还有那

些藏在人们心中无

尽的希望。

“捡秋”之乐
□杨丽丽

有人把节

气比作门，每扇门

里都有自己的温度，自

己的风景，自己的特性。秋

分，二十四节气里第十六个节

气，拦腰将秋天一分两半。此后，风

清露凉，昼短夜长。

秋分，窗前，秋黄秋深，丝丝清凉的风里

裹挟着桂花的馨香。小区里的桂花开了，这缕缕

花香，总是将我牵引到小的时候，老家院子里那棵桂

花树。明媚的秋阳里，米粒大的小花，一簇簇，挤挤挨挨

在茂密的叶子里。每天，打开门，醉人的花香扑面而来，盈满

了整个空气。母亲将家里的塑料布铺在地下，然后，用手抱着一

个又一个树枝，一阵摇晃，花儿如雨般落了下来。母亲拣去叶子与树

枝，清洗干净，拿出家里的罐子，一层桂花，一层白砂糖，腌制成桂花糖。

平时，喝茶时，舀上一勺，那茶儿就有了桂花的香，有了蜜一样的甜。冬闲

时，母亲用桂花糖做汤圆或者包子，吃到嘴里，香甜醉人。

菜园一角的石榴熟了，石榴树不大，结的果也不多，个头却特别大。火红的石榴总是惹红了

我们的眼，一有时间，就去树下转悠，眼巴巴地看着、瞅着，心里期望着快点熟。秋分了，石榴咧开

嘴，似在秋风中笑，经验告诉我们，石榴熟了。我站在弟弟端来的凳子上，用剪刀剪下一颗，坐在

屋檐下，慢慢地剥开外面的皮。一粒粒晶亮亮的籽儿跳了出来，如玛瑙，如水晶，相互依偎着。我

们等不及了，赶忙送到嘴里，酸酸甜甜的，是童年的味道。对于我来说，更喜欢那一朵朵娇艳的石

榴花，一簇簇缀满枝头，像一团团燃烧的小火焰，在枝头欢快地跃动。

俗话说：“秋风响，蟹脚痒。”秋风吹起，河里的螃蟹便脚痒难耐，四处横行，爬上了岸，特别是

雨后。我常常拎着小桶跟在父亲后面，去稻田埂上捉螃蟹。抓螃蟹要眼急手快，父亲一把拎起螃

蟹后面的小爪子，迅速地扔进桶里。有的螃蟹精明，吐着白泡泡，抡起两只大钳子，瞪着眼睛，那

阵式好似要与人搏斗。父亲却不慌不忙，从田边掐一根藤草，伸进钳子里，螃蟹立马紧紧地夹着，

父亲轻轻地一拎，就巧妙地逮着一只大螃蟹了。螃蟹捉回家，母亲清洗了，裹上面粉，放油锅里

炸。炸螃蟹不但酥酥脆脆的，味道还特别鲜美。

秋天许是偏爱黄色，秋分过后，路边荒野，野菊花绚烂在秋风里，一簇一簇，一片一片，自成一

景，给秋天抹上厚重的一笔。有的开在村子的篱笆墙边，黄灿灿的一片，装饰着乡村朴素的背景

色。每天，出门进去，满眼金黄，不由得就柔软了心。野菊花可做茶，用剪刀剪下花头，一个一个

铺在簸箕里，放太阳下，或通风处，晾晒一个星期，干了收起来。平时喝茶，用手撮几朵，倒入滚烫

的开水，盖上盖儿，焖十分钟左右，即可饮用，若加点红糖，或者蜂蜜，淡淡的香甜里浸着丝丝苦

涩，那也是生活的味道。

秋分，秋高气爽，云淡风轻。这样的时刻，品一盏清茶，坐在阳台里，看大雁迁徙南飞，看满眼

叶染疏黄。默数着流年过往，静守漫延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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