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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LEMENT东方明珠

人生无非一场旅行，既是愉快的也是

疲劳的，路上有风景也有风雨，所以，赶路

和歇息同样重要。

曾有一句话很流行，当所有的人都关

注你飞得高不高时，只有我关心你累不

累。确实，商场职场都很累人，以至许多

人厌倦都市的快节奏，要逃离北上广。逃

离后呢？仍是回来，正如娜拉的出走，因

为没有找到更合适的停留之所。

合适的环境是什么样的？哪里适合

这些不断奔波的人驻足？云南丽江，一

个美丽的小城，宁静而舒缓，据说一些文

艺青年到那儿后便不再走，而是开起了

旅馆，做起了小生意。前几年，上海有个

高老爷和他的妻子在随公司到婺源旅游

时，禁不住此地景色和环境的诱惑，留下

来种菜养鸡，享受新鲜空气和轻松自

由。后来他们写了一本书——《高老爷

夫妇的婺源乡居生活》，称婺源为中国的

“永远的普罗旺斯”。这让人在想到彼

得·梅尔的“山居岁月”时，也不由会想起

美国诗人和美食家梅耶女士，有一次她

跟丈夫到意大利旅行，途经杜镇，被一座

“高大方正的杏红色外貌，褪色的绿窗及

老式砖顶”的老房子所吸引，于是买下来

住进去。杜镇入夜有“星光蛙鸣，他们在

简单家具的大房子里休息，喝着当地的

葡萄酒，放松身心，面对空旷的野景，只

是谈着谈着……”后来梅耶女士结合这

段生活写了《杜镇艳阳下》一书，台湾大

学林文月教授读后以欣赏之情写下书评

《生活可以如此美好》。

说到这儿，又忆起苏格拉底的两个故

事，一是他的学生问如何才能找到最佳伴

侣，他让学生们到田野里采一朵美丽的花

回来，摘的过程不许走回头路。结果有的

走不远就选好了花，有的走一半摘了花，

还有的走到头却空手而归。那些走了一

多半路、适可而止的人采到的是最漂亮

的。还有一次，苏格拉底到一个大集市后

惊叹，“原来世上有这么多我不需要的东

西。”可见，人生有限诱惑无穷，当行则行

当止则止。美国早期移民初到美洲时，赶

着马车，拉着帐篷，带着枪支农具，领着心

爱的女孩儿，在茫茫草原上一路前行，天

高地远，苍烟落照，遇到中意的地方便停

下来开垦土地，生儿育女……当然，这样

的驻足只是奋斗的开始，但它至少表明，

人生总要有适当的停留，正如行走时的双

脚，一只抬起，一只落下。

其实，飞翔与停留都是生活的一种状

态，无非勇者和智者的区别。只是人生的

旅途，有人选择停在故园，有人留在异

乡。异乡也是故乡，停留也是行走。而无

论如何，在都市打拼的人心中总有一个桃

花源，用来歇息品茶，放逐心灵。

奋斗的精神可嘉，享受的情怀可羡。

不知是因为市民喜爱还是主管绿

化部门偏爱，这座城市的街心巷陌公

园绿地随处可见四季常青的桂树。我

居住的小区及工作的单位，金桂银桂

丹桂四季桂比比皆是。每到仲秋，空

气中氤氲着桂花的馥郁芳香，就连令

人生厌的PM2.5似乎也被桂子的香气

挟裹着，浓度的多寡一时竟变得不那

么被人关注了。

在桂花飘香的金秋时节，我最喜欢

做的事是晚饭后着一身休闲服，懒散闲

适的在花香满径的小区内或街角花园

里散步，慢步缓行轻嗅花香。“人闲桂花

香”就是我此时的境况。

桂花的幽香浓淡相宜、轻嗅深吸都

沁心润脾，是任何品牌的香水都无可比

拟的，“不是人间种，移从月中来”“桂子

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我把桂花特有的

香气称为“天香”。

此季，我还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采

摘些桂花做个香袋放在随身的手袋内，

每次打开手袋，一股芳香悠然飘出，这

种雅致的天香让我有种脱离凡俗的飘

忽感和短暂零乱的断想。

记得年幼时看过一部名为《渡江侦

察记》的影片，剧中有一句吆喝声，也即

军用接头暗号：“香烟、洋火、桂花糖。”

“香烟、洋火”是知晓的，可“桂花糖”是

什么样子的呢？那时乡下极少种植观

赏性的桂树，我尚不知桂花可食。当时

就想这种叫“桂花糖”的糖一定非常非

常好吃，要不然怎么会出现在电影里

呢。后来吃到“桂花糖”时才知晓：糖，

不只是甜，还可以很香。

再后来，知道桂花不仅可以做糖，

还可以做桂花糕、桂花藕、桂花鱼、桂花

酒……令我不解的是，成年后对于桂花

所做的食物不再感兴趣，倒是对桂花那

一股特有的幽香情有独钟。

经年后，再香甜的糖都难以勾住

我的味蕾。偶尔吃糖，年少时桂花糖

的味道却不时会偷偷溜出来在舌尖上

晃动一下，勾捞起曾经的记忆，让我想

起第一次听到“桂花糖”的情景，想起

那部影片里早已模糊不清的人物情节

及片子里“香烟、洋火、桂花糖”的清晰

吆喝声……

一场缠缠绵绵的秋雨不期而至，淅

淅沥沥下了一夜，清晨推窗，一股寒意

顷刻钻进室内，我轻轻打个寒战，下意

识抱紧双肩，暗暗一叹：季节真的不欺

人啊，果真是一场秋雨一场凉呀！

下楼，看到几株丹桂树下落满桂

花，似碎金铺地，真是锦绣呀！随着雨

点拍打树叶的声音，细碎的桂花随着雨

滴的击打不断滚落到地上。看到此景，

我突然想到“落花四溅”这个词。尽管

空气湿度大，桂花的芳香淡去很多，但

闭目细嗅，仍能嗅到丝丝幽香。看到桂

花满地，我真想将其轻轻捋起收集在袋

中，待其晾干后做个桂花枕头，让桂花

的弥香夜夜伴我入眠。无奈要赶去上

班，这一想法不能实现，回眸看看躺在

地上的万千桂花，真的是“揉破黄金万

点轻”呀！掏出手机拍照留存，算是对

这一季桂花的纪念。

走在路上，看到人行道上间或有成

片的桂花躺卧，想着这场雨真是有“艳

遇”，下就下呗，还顺带“拐骗”了桂花。

雨滴打落桂花，雨水携着桂花的香气浸

入大地，大地变得芳香四溢；雨水载着

桂花一同进入排水道，最后汇入江河，

江河水因桂花浸浮也变得清香。这场

雨因了桂花的相伴同行而变得香艳和

阔绰，不仅仅是一场名副其实的“香

雨”，还有满地纷披的“黄金”。

1
想必，东风永不辞芬芳，何须合十。窗外

夜沉沉，星汉藏无处。纵然重重帷幔，淹没了

长天一隅，亦不过是浮世清欢，转瞬即逝。这

不，晴空来了，湖水醒了，流苏般摇曳的行行

弱柳又开始顾影自怜……悄然看见，熠熠波

光微皱时，那迟来的、云中雁字正南归。

2
山脚下，炊烟袅袅，隐隐约约。竹林

里，燕雀双飞，起起落落。崖边，那朵艳艳

的杜若花从高处，执著地眺望着……乍醒

来，惺忪而怅惘。而你，紧锁的心扉，定然

是让夜风叩开过了吧。不然怎么，一阵

“吱吱呀呀”后，就湿了枕簟，忘了归途了

呢？原以为，梦里客槎频误点，错过了相

逢。殊不知，结痂情事再泛起，乱了日程。

3
埙声呜咽里，赤焰猎猎，白浪滔天。

静默的玛尼堆，在一旁肃立。径直从远古

走来的经幡，勾勒起高原的空寂。长身跪

叩，敬拜的、只是八万四千种的虔诚吗？

尊贵的南迦巴瓦峰呵，何时方可冲决俗心

之堤，刺破云海罗网，尽情地拥抱旷野，纵

身起舞，一起欢歌一曲天籁圣音。

4
跳跃不定的熹微晨光，从木叶罅隙倾

泻而下，像极了冬夜里忽聚忽散的灯花。

闪念间，终跌入尘埃。于是，丹墀下，折翼

的天使匍匐着，要眇兮宜修。一双削肩时

而耸动，莫非又想起，翱翔于星空的璀璨

了吗？此刻，无端乡愁荫翳蔽天。那就赶

快吧——生一处暖烟，来一次窑变。

5
当又吟唱起这段民谣，瑶席流觞寂无

言。朦胧间抬望眼，黼黻绣云天。打西海

来的青鸟呀，可否劳驾，记取这一袭娟娟

般的倾诉，带给，北方的馨香蔷薇，趁着酩

酊大醉前。一定勿忘！然后，一齐端起

杯，干尽最后一滴酒，驱除孤夜露寒。再

舞起干将和莫邪，飒飒剑风里，让心之神

思长枕梦边。

一位诗人说过，所有的雪花都来自故

乡。漫天飞雪，万籁俱寂，鸟雀远飞，皑皑

白雪带着一种厚实和暖意落下来，老绿的

灌木，已然褐黄的玉米杆、大豆的秸秆，还

有田野里的葡萄架上，落上了雪白色的一

片，银装素裹，有一种隐忍的美，一种踏实

的美。大地、村庄、房子、万物都在雪的庇

佑之中度过这严严寒冬。

冬天是农闲的季节，一家人围在一起

烤火吃晚饭。围炉夜话的日子，总是那么

的让人怀念。一盘黄花菜里，可能藏着一

个春天；一份家常鱼里，可能蕴含温馨的

天伦；一口馒头中，或许寄存着愁肠百结

的往事；一碟咸菜里的人和事，或许能够

腌得人心灵流泪。妈妈是这个世界上最

最温暖的词。妈妈和美食，天生就是分不

开的。

每一个游子回到故乡，从来都不会挑

剔故乡的种种，眼中的一切都那么亲切。

他们同样也不挑剔母亲的菜肴。一千位

母亲，就有一千种拿手菜。这些拿手菜，

在多年以后，还会在儿女的舌尖津津乐

道，或者是做给别的人吃，吃菜的时候，遇

人夸赞，会理所当然地介绍：这道菜，若是

换作母亲做，不知道比这要好吃到哪里

去！

小时候，每到冬天闲暇时，母亲总会

换着样地做好吃的，猪肉炖粉条、咸肉煮

大白菜，大铝锅就在炉子上冒着热气。

母亲总会叮嘱：“别到处跑了，快点洗手，

等会吃饭了。”有时候，吃得都不好意思

再夹菜了，妈妈总是劝我们兄妹：多吃

点。好吃不过妈妈菜，妈妈的菜肴里有

深爱。岁月匆匆翩然过，膝下承欢儿孙

多，一样的菜肴里长大，妈妈的味道有哲

学。

往往大雪纷飞，屋内却暖意融融，幸

福的味道时时在我心中忆起。林语堂先

生说，幸福其实很简单：“一是睡在自家的

床上；二是吃父母做的饭菜；三是听爱人

给你说情话；四是跟孩子做游戏。”在这个

亲情渐渐流失的时代，我们背井离乡，不

能时时与父母相见，母亲的味道就是我们

乡愁最显著的情感坐标。

皑皑白雪勾画出我浓浓的乡愁，温暖

我在他乡的心扉。儿行千里，我们成了母

亲的担心，同样也成了故乡的牵挂。还

好，每年冬天，我居住的城市都会降几场

大雪，让远嫁他乡的我能时刻记得家的方

向，我知道此时的故乡也一定早已大雪纷

飞。在故乡的老榆树旁，永远有一双眼睛

在遥望，皑皑白雪上有一串串来来回回的

脚印，是期盼春天，更是盼子回家的甜蜜

心情。

一次，和西部朋友在网上聊天，随口

说到窗外的阴雨天气，西部朋友惊讶道：

“你们那里下雨啦。哦，你真幸福！”这也

叫幸福？我立马明白过来，很多时候幸福

是在不经意间流淌，幸福其实很简单。

我每天提醒自己早些起床，把一切收

拾妥当，步行去上班。不紧不慢地走，正

好半个小时的路，既活动了身体，又舒缓

了生活节奏。走出家门，心里不再如往常

那样拥挤，脚步也轻快起来。春夏时，小

区里，小草绿叶勃发，吻着露珠儿在微风

中轻舞。一抹阳光照射下来，露珠儿光灿

灿的，美丽极了。我停住脚步，深情地看

了又看，俯下身去轻轻抚摸了几下，手上

便有了晨露和草香，心里也涌起一阵喜

悦。情到深处时，掏出手机“咔嚓”一下，

一个“草上露舞”的特写就这样定格下

来。我把它打印后挂在书房，每看上一

眼，都会有一种幸福的感觉。

每天早晨，还有许多花农沿街站成一

条线，叫卖各色花草。当第一缕花香袭来

时，我放慢脚步，眯起眼睛，随着酥酥软软

的“白兰花”“茉莉花”盈盈入耳，我便沉醉

在幸福的感觉之中了。这样的时光要持

续两个多月。

无论别人是否笑我不知“鲲鹏”，我仍

常怀“燕雀”之心，总是伸出手来，接住生

活中的点点滴滴，将每一个被疏忽掉的幸

福弯腰拾起来，放进衣兜，在时光的窖里

藏起来。你若甩掉凝结的忧郁，还原澄明

的心境，用心感味幸福的酵香，这个时刻，

你会发现，生活真美好。

幸福真的很简单。幸福或许是父母

的一句叮咛、孩子的一个微笑、爱人的一

句贴心话、亲朋的一声问候；或许是走出

院子晒晒太阳、闻一缕花香、听一阵鸟鸣、

赏一片月光；幸福抑或是在网路纵横、手

机星星一样多的当下，你收到的一封贴着

邮票的信笺……不要把幸福定义在“大”

和“多”，幸福无法用指数来衡量，不会上

统计局的表格，更不会像商品一样，摆在

货架上明码标价。其实幸福就是一种感

觉、心灵的触摸。常常那么一点点，却足

以让人沉醉。不要把幸福视为能从拧开

的水龙头里流淌出来。作家毕淑敏说过：

“幸福常常是朦胧的，你不要希冀轰轰烈

烈的幸福，它多半只是悄悄地扑面而来，

你需要静静地以平和之心，体验幸福的真

谛。”

冬天的一场雪覆盖了原野，雪花盈满

了眼帘。我发了一条短信，把这一消息告

诉了南方的朋友。南方的朋友很快作了

回复：“你们那里下雪啦。哦，你真幸福！”

我又一次感悟到幸福的含义，感受到幸福

的温度。幸福就是一场雨，幸福就是一场

雪。

一夜香雨满地金
□邵红梅

幸福就是一场雨
□董宁

太行深处郭亮村 □夏贺新

溪山秋色（国画） □顾永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