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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相册

长假回去， 发现你愈发唠叨
了。 也许是人老话多吧， 那些诸
如 东 院 大 婶 的 家 长 里 短 ， 西
邻 老 叔的嗜酒如命 ， 这般的鸡
零狗碎 ， 你娓娓道来 ， 如数家
珍 。 我用了几个 “嗯 ” “啊 ”
“呀” 之类的语气助词显然是无
法应付你依然情绪高涨地把陈谷
子烂芝麻的旧事抖落个没完， 就
像窗外的秋雨， 淅淅沥沥， 没完
没了。

大概过了45岁之后吧， 同样
的话你总要重复几次， 你说自己
鲁钝， 是上了年纪的征兆， 很多
话说过就忘， 于是只能说上好几
遍， 让人生厌也没有办法。 此时
的你正系着围裙在厨房门口掐豆
角， 粗糙的手指沾染了豆绿色的
汁液， 指纹被浸泡得像是细长的
绳子勒出的痕。 你用余光瞟我，
发现我正在看你， 于是把刚才的
话又重复了一遍。

以前没这么唠叨的啊……翻
看旧相册， 我完全不能把照片上
这个清秀婉约的江南女子与现在
喋喋不休的妇人联系在一起， 是
什么改变了你呢？

你们这代人年轻的时候， 都
应该被称为女神， 青春和阳光的
美是用不着任何滤镜和美颜的。
有知识， 也有文化， 各个和林徽

音一样。 但在大城市长大的你，
后来去农村却搞不清哪个是韭
菜， 哪个是小麦； 也搞不清怎么
晒被子才能让它变得温暖， 有太
阳的味道； 同时也搞不清怎么和
小贩讨价还价， 才能省下一角、
二角的零钱……幸好， 有了时间
这个玄之又玄的东西， 女神也可
以再修炼。 几个月后， 你成了田
间地头干农活儿的一把好手， 挣
的工分甚至和大老爷们儿一样
多， 我知道， 这都是你不服输的
性格促就的。 回家探亲时， 你一
手抱着我， 一手提着大包小包挤

过人山人海， 一脚踏上火车的那
股子冲劲， 这让我相信女神也可
以与女汉子结为一体。

成长从来就不是件容易的
事， 这在幼年时体弱多病的我身
上算是得到了诠释。 感冒发烧、
扁桃体发炎， 你用你那辆老旧的
凤凰牌自行车驮着我深夜往医院
赶是家常便饭。 那会， 在输液室
里挂点滴， 喂我喝退烧药时你低
着头， 长长的刘海挂下来， 你腾
出右手把它们捞到耳后。 你看我
嫌药苦， 就冲我笑： “喝了病才
会好哦。” 我瞧着你的脸， 发现
你其实还挺好看的。

你确实是个美人， 只是岁月
还是伤害了你。

你一天天变老， 一天天变得
啰嗦， 但却一天天变得更强。 你
一个人可以背着超过自己体重好
几倍的行李去异地看我， 你会做
任何一道我最爱吃的菜， 你会教
你的孙女解我看都看不懂的方程
式， 你说话永远有股不服输的劲
头， 但被追问昔日的恋人时， 你
的眼神又闪烁着只有十七岁少女
才有的光芒……

岁月从不败美人， 至少我认
为你是最美的。 相信我， 风风雨
雨总会过去， 我一直会守护在你
的身旁， 妈妈。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附属石景山实验学校 徐一林

伤逝
———读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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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
我有九十岁了。 雨雪看老了我，
我也把它们给看老了。”

这不是诗， 这是一部小说
的开头。 读完这部小说， 再回
过头来读这些文字， 莫名的惆
怅、 难言的苦涩笼罩着我。 这
部小说的名字叫 《额尔古纳河
右岸》， 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获奖
作品。

感谢迟子建， 她奉献给我
们这样一部小说， 以这样一种
温柔的方式来诠释伤感。

“文明”与“野蛮”的较量

小说以一位年届九旬鄂温
克最后一个酋长的女人自述 ，
分 “清晨 ” “正午 ” “黄昏 ”
“半个月亮” 四个部分讲述了原
始游牧民族鄂温克族在一个
世纪内的生活历史， 感叹这一
片人类 “原始风景” 栖息之地
的丧失 。 小说从生活小事着
手 ， 以一曲对弱小民族的挽
歌， 史诗性地唱出了人类历史
在现代文明进程中的悲哀， 从
而使我们看到这个酋长的女
人在经过少女、 青年和老年的
三个不同时期所讲述的她的
“乌力楞” 生活， 以及部族四代
人所经历的生老病死 、 悲欢
离合。

读罢这部小说， 仿佛又看
了一次鄂温克人所跳的百年萨
满教之 “神舞”， 时而安恬、 时
而激越 ， 宛若贝多芬的 《命
运》， 向世界倾诉着现实人生中
的挚爱与心灵的悲苦。

死亡与生存的同在

生存与死亡， 是人类永远
也逃避不了的主题。 迟子建在
这本书里记述了太多的死亡 。
在天灾人祸面前， 生命是那么
的脆弱。 在女主人公的一生中，
她经历了父亲 、 母亲 、 伯父 、
叔父、 儿子、 孙女以及许多熟
悉的人的离世。

在尼都萨满死后第三年 ，
妮浩在成为萨满之后， 每救一
个人她自己的孩子就会死去 。
果格力是她的长子， 死去后按
照鄂温克人的习俗， 被装在白
布口袋里扔到向阳的山坡上 。

这的确非常残酷， 但妮浩为了
救别家的孩子宁愿牺牲自己的
孩子， 在悲伤中她只能为死去
的孩子唱上一首神歌。 多么残
酷的场面 ， 多么伤感的故事 ，
以死亡救赎死亡， 还有比这更
无私的爱吗？

作家在最后的 《跋》 中写
道 ： “写完尾声 《半个月亮 》
的时候……我在喝那杯酒的时
候， 无比地幸福， 又无比地酸
楚。 因为我告别了小说中那些
本不该告别的人。”

华美与凄美的交响

以温柔写残忍， 以华美奏
哀乐， 优秀的小说， 常夹有华
彩的散文乐章。 曹雪芹的 《红
楼梦》 是这样， 孙犁的作品是
这样， 迟子建的 《额尔古纳河
右岸》 也是这样。

迟子建笔下的篝火是这样
描写的： “如果说篝火在白昼
的时候是花苞的话， 那么在苍
茫的暮色中， 它就羞羞答答地
开放了。 黑夜降临时， 它是盛
开， 到了夜深时分， 它就是怒
放了。” 她对鄂温克男女生死相
依的爱情是这样比喻的： “我
是山， 你是水。 山能生水， 水
能养山 。 山水相连 ， 天地永
存。” 她对大自然的美是这样欣
赏的： “月亮升起来了， 不过
月亮不是圆的， 是半轮， 它莹
白如玉。 它微微弯着身子， 就
像一只喝水的小鹿。”

生活是如此美好， 迟子建
用诗一般的笔调为我们描述了
大自然的可爱， 可是， 那野地
上千年的篝火， 那苦涩动人的
爱情……一切的一切， 都将随
风而逝， 让你伤感无限。 从此，
美， 只能去回忆， 只能到梦中
去找寻。 幸亏它曾经真真实实
地在我们的生活中存在过， 我
们还有回忆的资本。

“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
我有九十岁了。 雨雪看老了我，
我也把它们给看老了。” 眼前仿
佛站着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 ，
耳旁似乎再次听到了那熟悉的
诉说。

感谢迟子建， 感谢 《额尔
古纳河右岸》。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感人
至深的工友故事吗？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
如果有， 那就用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

为由头， 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
事。 可以是今天的故事， 也可以
是昨天的故事 （每篇1至4张照片
均可， 800字左右， 请注明您的
真实身份）。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

间发生的事情， 表达工人阶级的
互助情感 （每篇800字左右， 要
照片）。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 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

■图片故事

“碧云天， 黄叶地， 秋色连
波， 波上寒烟翠。” 流连于都市
的生态公园， 陶醉在色彩斑斓的
世界里， 我的心呼哧一下插上了
翅膀， 飞到了魂牵梦绕的故乡。

故乡的秋是从日渐丰满的田
野里开始的。 先是 “边角料” 上
的黄豆芝麻等拉开了秋的序幕。
平常寂静的村庄， 一下子热闹起
来 。 乡人们喜笑颜开 ， 忙忙碌
碌， 门前空地上， 左一片黄豆，
右一片芝麻 ， 在秋阳下熠熠生
辉 ， 蒸发出甜美的果香 。 一眨
眼， 便进入大规模秋收。

金秋十月， 天高云淡， 凉风
习习 ， 所有农人像春耕大忙一
样， 成天忙碌在田野里。 从清晨
一直到天黑 ， 从来都没有间断
过， 甚至都没有喘息之机。 而黄
昏下， 远眺整个村庄， 芦花瑟瑟
吐絮， 白茫茫一片； 雁阵长鸣，
鸟儿飞翔， 五谷飘香， 所有土地
在雁鸟的呼唤声中苏醒。

大片大片的金色稻谷， 在秋
风中， 于秋阳里、 银镰下， 正与
农人们亲密拥抱， 处处都是丰收
在望果实累累的收获画卷。 若蹲
下身来 ， 眼前便是沉甸甸的稻
穗， 籽实饱满、 色泽金黄， 让你
似乎看到那白晶晶的米饭， 闻到

那香喷喷的饭香。
如果想浪漫一点， 迫不及待

地掐一挂稻穗， 躺在铺满厚实草
儿的田垄上， 盖着湛蓝的天， 望
着洁白的云， 一边听着秋虫们的
吟唱， 一边将一颗一颗的稻粒慢
慢摘下来， 剥开那嫩黄透绿的外
皮， 生生地咀嚼着刚成熟的新米
粒， 香香甜甜、 满嘴生津， 多么
自然唯美的时光哦。

人总是在失去的时候才知珍
惜、 念想。 过去， 从没有像现在
这样思念过故乡的秋 。 那时的
秋， 除了单一的金色与白色， 除
了繁重的农忙， 便是清凌的寒风
与苍凉的萧瑟。

秋分一过， 秋意渐浓， 纵横
交错的小河， 在秋阳的照耀下波
光粼粼。 池塘边， 芦花似飞雪在
天空飘荡， 湖沟里暗绿苍黄的颜
色掺杂一起 ， 芦苇 、 蒲草 、 菱
角、 残荷等， 装扮着一湖秋色。
树梢上的叶子稀疏了， 变黄了。
大雁南飞了， 麻雀们却叽叽喳喳
偷吃田里的稻谷， 仿佛提醒农人
赶快收割吧。 故乡的秋， 就这样
急匆匆地来到了。

农事总是踏着节气转。 有农
谚 “白露早， 寒露迟， 秋分种麦
正当时。” 农人们刚刚把收获的

庄稼送到家， 把田地拾掇出来，
接着就开始犁田耙地种麦了。 挖
墒破阀， 下种拾种， 全村男女老
少齐上阵……几场秋雨后， 成垅
成行的麦苗就钻出了地面， 把大
地点缀成翠绿一片， 诗情画意。

秋收秋种过后， 乡村很快恢
复了安静、 平和。 紧接着， 农人
们便将心思放在了棉田里。 阳光
下 ， 云朵般的棉花雪落在大地
上， 到处是一片喜人的银白。 它
们在枝头炫耀着、 挑逗着， 似乎
在召唤着农人快来采摘。

走进这样的洁白世界， 浑然
忘记了时间与劳累。 夕阳西下，
摘棉人才直起身子看看天、 揉揉
背。 你说他们辛苦不？ 可他们哪
一个不是手里忙着摘， 眼里却带
着笑呢？

故乡的秋， 天蓝、 云白， 风
清 、 气爽 ； 故乡的秋 ， 野菊遍
地、 瓜果飘香； 故乡的秋， 民风
淳朴、 馨香悠长； 故乡的秋， 既
是一幅温馨的画卷， 又是一杯千
年琼浆； 故乡的秋， 如同打翻的
油彩， 浓妆艳抹、 层次分明， 充
满着奇异的色彩与诗意； 故乡的
秋， 五味杂陈， 只有亲历过农事
的人， 才能够真正读懂她、 珍惜
她、 怀念她。

岁月从不败美人

□□戚戚思思翠翠 文文//图图故故乡乡的的秋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