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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

滴酒未沾， 满屋酒香， 看来今晚
可以枕酒而眠了。

前几日早筹划着要迎接北京漫长
的寒冬， 当然， 最好是有雪的冬， 于
是想着青梅酒是泡不成了， 天天喝柠
檬生姜水， 用柠檬泡酒吧。 柠檬的清
香 ， 冰糖的甘甜 ， 再配上高度粮食
酒， 在寒冬赏雪时， 哪怕就是自斟自
酌也是好的。

马上开始采买新鲜柠檬 、 粮食
酒、 冰糖等。 多方求证了法子， 晚上
写完稿子后小心翼翼把每一步做细致
了， 直到最后密封好， 晃过神来， 才
发现酒香早已满屋。

这漫长的一天， 度过不易。
一周两天， 每天一个鸡蛋加一瓶

酸奶，今天是这周的第二天，一天的吃
食是一个煮鸡蛋加一瓶酸奶， 一早起
来就空乏肚子得很，慢悠悠写稿，下午
又跑出去采访。 回来的路上看了会小
说，傍晚在秋风下颤巍巍拍狗尾巴草，
突然想到，生活的安逸，让触觉是如斯
迟钝。大概没这么痛苦挨过饿，于是想
起电影《一九四二》来。当不能果腹，时
间被拉得漫长，日月都需要用熬的，但
是那样一种清清冷冷对食物的渴望，
反倒让天地安静下来。 于是筹划着明
早做酸辣粉，哪怕只是想象，清清冷冷
的渴望也消减了。

经过审视的每一天， 都变得运筹

帷幄 ， 元气满满 ， 蒸过馒头 ， 蒸包
子， 做葱花烫面饼， 然后是擀面条，
竟都能做得像模像样。 母亲如今早懒
得做了， 或许换我回去给她做了。 每
天一个电话给母亲， 一个给妹妹。 母
亲天天忙着跳舞， 妹妹忙着写博士论
文。 如今想想， 日子从来不曾大富大
贵， 但是彼此幸福满满， 每次闲聊，
也不过交流交流彼此的幸福。 是的，
踏在泥土上的幸福。

如今更多是庆幸 ， 投胎运气不
错 ， 没有识字的母亲给自己规划人
生， 于是散养保留天性中的热烈、 活
泼， 有时候想想， 自己就是田野里一
株生命力旺盛的庄稼， 风雨之后， 除
了增添丰厚， 还有的， 便是淡定、 从
容， 坚韧强大的内心。

月已瘦， 露已白。 看着镜子里日
渐线条化的自己， 突然又想起， 这一
个圆， 从起点始， 最终又回归起点。
马上开始计划回老家和表妹们的相
聚， 当然， 还有那些可爱的孩子们，
有时候想， 要是人生可以分身有术，
一个自己， 行走天地间， 自自在在，
另一个自己养一窝小孩儿， 看他们像
小树苗茁壮成长， 也是极有趣的。 人
生的可能性何其之多， 或许安之当下
才是最好的。

泥土里的人， 终于可以静静等待
冬日柠檬酒香了。

柠檬酒 □余翠平

□武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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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刮了一阵阴冷的风，不一会
儿，我一哥们儿来了。 那人是我的中学
同学和兵团时的战友，几年没见，如今
俨然是个小老头了。 从他身上，我照出
了自己，竟有点悲凉。 他带来了个坏消
息———刘辛娜死了。

……
鼓风机嗡嗡地唱着、 菜刀在案上

叮叮当当地跳着， 少男少女们嘻嘻哈
哈地笑着，在这笑声中，一屉屉白胖胖
的包子出笼了。 在这笑声中，肯定会有
个说话最脆， 笑得最响的女孩儿……
这样的场景， 在当年兵团任何一个连
队，都司空见惯。 很活泼，很阳光，很清
纯，很浪漫。 我所在的那个炊事班里，
笑得最清脆的那个女孩儿， 便是刘辛
娜。

那时的男女生， 没有接触的条件
和理由。 只有炊事班例外，因此，炊事
班便成了少男少女们最神往的地方。

我从小就本能并且无端地喜欢着
狐狸脸的女人， 刘辛娜就长着一副生
动的狐狸脸。 刘辛娜爱笑，那笑能影响
和带动一圈人的情绪。 男孩儿们，低沉
的，能很快欢快起来，已经很欢快的，
则会疯狂地上窜下跳。 女孩们则显得
略有些不安、焦躁甚至厌恶。 但刘辛娜
不管，她依然那么笑着、叫着、唱着。 假
如哪一天她没来，那么，整个炊事班也
就病了。

我的手扎了根刺，很有些疼，却绝
对不值得大惊小怪。 但是偏偏爱大惊
小怪的刘辛娜就咋呼了起来：“别动，
你手太脏！ ”她抓住我的手，并命令张
峰倒点醋来。 她取来针线包，在我的手
和针上都倒了醋。 我嘶嘶地吸着凉气，
她在我手上拍了一下，说：“还男生呢，
这点疼都受不了？ ”周围炊事班的一群
人，各个表情严肃得有些微妙。

“手术”进行得并不彻底，那根刺

并没拔出来，任她怎么用指甲捏，也无
济于事，一个男生说：“行了行了，至于
的么？ ”刘辛娜说：“要是扎了你呢？ 你
也行了行了的？ ”说着，便攥住我的手，
使刺的部位凸出，然后把嘴贴了上去，
试图把那刺咬出来。

那种妙不可言的近乎晕厥的感
觉，就是在那一刻产生的，并迅速地从
手掌向周身传开去。 刺，是否拔了出来
早就忘了，只记得，那一夜我失眠了。
那年我刚刚18岁，1970年的18岁啊。 那
一夜，一个少女为我拔刺儿的镜头，久
久挥之不去也不愿挥去。

以后的刘辛娜依然那样笑着唱
着，把欢乐传染开去，什么事也没发生
过的样子。 其实，本来就什么也没发生
过，只是我以为发生过了。 过了几年，
当我渐渐懂得了一些事以后， 我才知
道，那种感觉就叫“自作多情”。

刘辛娜没看上我们中间的任何一

位男生， 而是和包头的一个小伙子好
上了，这让很多北京的、天津的知青们
心里都酸酸的涩涩的。 但没办法，爱，
是没有道理的。刘辛娜不管这些。她不
生活在别人的感觉中。

刘辛娜没看错人， 那个包头知青
很有些出息，我们回北京时，他已经是
包头市委的一个小官员了。

后来， 联系就渐渐断了， 即使聚
会，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再后来，
我们就都觉得自己老了。 只有那些记
忆还甜着。 酸甜。

他们的儿子大学毕业了， 他们就
在北京买了房，并把家安了下来。 今年
春天的一个中午， 北京郊区的一场车
祸，把这个中年女性的生命夺去了。 非
常突然，爱说爱笑的刘辛娜就没了。 由
于没得到消息，也便没能送送她。 于是
在我们的心里，刘辛娜，就永远是少女
时的样子了。

散文 永远的少女

秋 深
□吴晓波

云朵扶着云朵轻盈散步
枫叶用一阕饱满的《满江红》
遮住了山坡倾斜的面颊
一滴秋露滴出含羞的相思

田野辽阔成修长的画板
稻穗蘸着色泽金黄的阳光
挥毫泼墨，素描一幅乡村油画
一条小径弯成了画中的眉眼

丰收在即。 沉默是最好表白
镰刀已挂成一轮弯弯新月
老农皱纹潜藏不住的笑容
让秋深的大地有了九分沉醉

稻 田

虫声一片。 谁也不肯错过
满地流淌的丰收景色
一遍又一遍的反复咀嚼
一只虫子咬出金子的味道

稻穗向一个方向低下头颅
隆起的肚子是季节最美炫耀

秋风串联起成片的笑容
生动成十月里沉甸甸的章节

大地苍茫，炊烟袅袅
一泓秋水折叠成幽深诗句
母亲的鸡鸣把人间的册页
用熟悉的方言轻轻解读

暮 归

夕阳是天边的喃喃呓语
羊群从一场走失中回归
牧童的牧鞭，开始驱赶
这散落人间最柔软的石头

炊烟打起母亲收工的手势
麻雀站在一根电线杆上
排成一串小令，断断续续
为五谷的香味作着精彩诵读

落叶纷纷坠入大地的沉寂
鸟鸣的疲倦被丛林收容
暮色把乡村卷起，轻与重
只有行走的月亮才能读懂

（外二首）

红袄漫话
□张文泽/画 冷冰/文

跳绳
捆绑扎缠绕 长短粗细梢
结之可计事 随跳高乐高

随性
凡人过生活 简单自在多
随意依本性 不为外事惑

春花开
大地生新意 惠风撩入怀
良辰从美景 郊外远书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