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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阵子， 疲于奔命各式月
考、 诗词吟唱歌曲编译整合及后
期制作、 下阶段学习规划及教辅
预备、主持元旦晚会、主讲哲学讲
座。这事啊 ,一件一件接踵而至，
加之每天雷打不动的学习任务，
实在是分身乏术。

好不容易熬到了相对轻松点
了的元旦小长假，虽说作业仍然四
万八千丈，但总归能留给我一个夜
晚，哼着小调，骑行夜游长沙。

调整好挡泥板，打开前后灯，
出发！

骑行过你推我搡的步行街，
看电气之音掠过黄兴的面庞，一
旁的红灯笼正提醒着市民元旦节
折扣多多的。煎炸、烧烤、冰镇，红
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各
式小吃你不让我、我不让你，一时
间甚嚣尘上。 我骑着自行车在这
路上只能龟速前行。

自郡园而下， 我追着从身旁
呼啸过的摩托车转向古街。 当晚
月色很美，很是轻柔，就像沁人心
脾的氤氲檀香。 古长沙的青石板

路上，月辉和单车一同絮语，恰似
湖光念叨着闺妆。

正是这般不紧不慢地向前骑
着，一座牌楼悄然闪现在视野，煞
是有趣更煞是疑惑。 灯光拨开前
行的夜幕， 我转到牌坊的正面，
“道冠古今”， 它还是没告诉我这
是什么地方啊。 朝楼后看去———
“廉”、“节”还真有点意思了，没想
到我与大名鼎鼎、 如雷贯耳的文
庙坪竟是以这种方式邂逅。 生怕
打搅到这份静谧，我关掉了手电，
借着月光逐字逐句地读起了一旁
的《长沙县志》。四周的地名“学院
街”、“学士街”、“乌衣巷”， 包括已
逾百年的郡园， 都有一番学识色
彩。

临街门面的油布篷子里兜着
深深的一窝水。这老街，如一位老
者。老者沉静寡言，只用满脸的皱
纹告诉你他的丝丝白发中凝结了
多少世事沧桑人情练达。

街旁屋内的中年男子， 坐在
自家门槛边，趁月色，就残灯，拿着
小竹筒剁着剁辣椒。那神情，正如一

位深谙此道的老玉匠，看着即将完
工的作品，酒不醉人人自醉。

回头瞥了一眼， 一片火红跃
动我的眼眶， 只见男子信手洒下
一把浅黄的蒜仁， 我仿佛看到哪
天早上能将这剁椒和着粉一起
“哧啦”入口，一声疾呼“啊哊”终
是止不住几近决堤的津液。

那晚，繁星将夜空妆点、文庙
将长沙妆点、男子将古街妆点、蒜
仁将剁椒妆点。对于我的到访，猝
不及防， 男人神色张皇一把护住
小竹筒， 用疑惑眼神上上下下打
量着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闻
到您家里做的剁辣椒真的是口水
都不由自主地洒出来了！”

元旦夜， 掬一杯刚盛好的月
光，咂吧咂吧嘴，这滋味，似乎是
刚刚那筒剁椒泡就的。 手机上元
旦祝好的短信纷至沓来， 内容也
各显别致， 但我回复他们的却是
一样：“元旦快乐，祝好，祝偶然间
遇到童话。”

■长沙市雅礼中学1305班
张子阳

淅淅沥沥的雨声中夜的帷幕
悄然拉开，熙熙攘攘的人潮里，我
被裹挟着走走停停。

我勉强杀进一台泥泞满地的
公交车。“到定王台不？”“到咧！”
历尽了千艰难万险阻之后， 背着
个大书包的我好不容易才挤到公
交车最后一排。 我打开窗户，不
巧，雨点也随风飘进，飘到坐在前
座上的男生脸上。

我忙道歉。他转过脸来。我们
惊呆了！

他，是我最要好的小学同学。
几年不见，变化了不少。我们轻易
地认出了对方。“噫呀！ 好久不见
啊！”“是咯，嘿嘿，碰到你多好！”
他笑着， 站起身送了我一个大大
的拥抱。

紧接着， 我们侃侃而谈那些
年的老师，那些年的女神，那些年
共同做过的件件傻事， 那些年两
肋插刀的豪言壮语。一切的一切，
都历历在目。

然后讲着讲着， 不免谈及现
在的同学、 现在的课业和现在的

各界领军人物。车流愈发缓慢，后
排也愈发拥挤。不知不觉间，我被
挤得东倒西歪的次数多了、 他瞟
向窗外的次数多了、 我们的谈话
变得有一句没一句， 搭话也若有
若无了。 我没预料到， 才三年时
间，我们在片刻的热络之后，就这
般若即若离了。

想当年，会半夜起来，给对方
打电话。 那时的我们故意穿一样
的衣服，故意写一样的作文；故意
留一样的发型， 故意讲一样的口
头禅；故意做一样的恶作剧，还故
意唱同一个老师的反调。

公交车的马达停止了运转，气
缸的松弛像是舒了长长的一口气。
向前看去，一片血红。雨，冲刷在柏
油路上，净想着揩拭去那刺目的殷
虹，却将我们洗得静默无言。我只
好戴上耳机，道声“我先做一个章
节的听力”，随即进入另一个次元。

好不容易挨到简牍博物馆
站，我逃也似的挤向公交车门口，
只想这儿反正也离定王台只有两
个街区了，就是跑过去都成罢。忽

地瞥见他也站了起来， 见我要下
车，先是错愕了一下，然后莞尔说
道“以后常联系”再次坐下。

下了车， 我大口大口地呼吸
着新鲜空气。即便雨再怎么下，路
再怎么泥泞，裤脚再怎么被打湿，
身旁的汽车再怎么吞云吐雾，我
的心情却很好。 自己也真是颇感
奇怪： 我竟在你推我搡的公交车
上感到荒芜、 在寂寥无人的大街
上感到充盈。

刚到凤凰台， 迎面走来了一
个和我吹着同样口哨的男生，不
仅如此，还和我留着同样的发型，
显露同样欢快得几乎要舞动起来
了的脚步。我们面面相觑，随即又
像刚刚许久未曾见面似的互相“客
套寒暄”，一时间好不亲热。最后，他
说道，“我那边赶时间，改天真应该
好好庆祝一下！”“好的！你也注意安
全，改天叙叙旧！”尔后，我狂奔逃
离，拼了命地，不要命地。

真的是，好久不见。
■长沙市雅礼中学1305班

张子阳

那一天与同学看完电影
之后返回奶奶家， 按了几次
门铃都没人来开门， 爷爷大
概是去老年干部活动中心
了， 奶奶大概又是去大学跳
舞了， 我只好在小区里一个
人到处走走。

奶奶家在机关大院里，
北苑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
老房子， 许多人都将自己北
苑的房子出租或是转卖，搬
到新修的南苑去了， 南苑院
子不大，邻里都熟识得很。而
这一天， 我却看到一个从未
见过的老爷爷坐在院里的树
荫下， 宠溺地看着眼前大约
四五岁的男孩玩耍。 好奇的
我轻轻地走到了树荫下坐在
老爷爷旁边。 刚准备开口对
他说话， 老爷爷便转过头来
对我慈祥一笑，抢先一步说：
“你没有见过我吧，我刚搬到
这来不久， 大家都对我挺陌
生的，都来问我的情况呢。”

老爷爷普通话带着浓重
的乡音， 我说：“爷爷您不是
长沙人吧。”“对啊，我是常德
农村的， 女儿来长沙挣了钱
买了套城里房就把我接过来
喽。”

“哦，这样啊，那您老伴呢？”
“老伴啊，四年前就过世了。”
“噢。那您会想念农村吗？”
“想又有什么办法呢，以

前啊， 我们那儿是个几千人

的大村子， 每家每户都养猪
种田， 到了过年就杀猪炖鸡
吃，那汤鲜得很。现在呢，只剩
几百个老人了吧， 年轻人都
带着小孩去城里打工挣钱
了，开始吧，我们这些老人还
过得挺好的，慢慢地，农村条
件不好了，死了几十个，后来
人年纪大了腿脚都不好了，
猪也没人养了，就养点鸡，田
也种不动了， 就只种一点儿
够自己吃的小菜，唉，地都荒
喽……”

老爷爷抬头看看天空，
摇了摇头，又继续说：“家里有
只黄狗， 一只花猫还有十三
只鸡，都送给邻居了，狗和花
猫会自己找东西吃的， 饿不
死，鸡嘛，养肥了多下点蛋，
大概就被炖汤喝了吧……”

“那爷爷您这么想念农
村， 让您女儿陪您回去住一
些时间吧。”

“回不去喽，女儿女婿工
作忙呢，没时间，你看，这不是
还有个孙子要带么。 他们晚
上回来也没时间做饭， 我还
要给他们做点饭吃。”

老爷爷坐在树荫下，他
抬头穿过浓密的树叶向西北
方向的天空望去， 那大概是
他家乡的地方。

抬着头嘴里喃喃着：“回
不去喽，回不去喽……”

■长郡中学 郑语晴

云蒸雾绕之间有一山，似
轻纱包裹的毛笔般矗在那
儿。 阳光撒在山头的万物上
面， 弥漫着玛瑙般的晶莹剔
透之感。

山中有一洞口， 似门非
门，洞口上有一牌，牌上三字：
“阳明洞”。心中窃喜，看来洞
中有圣人，于是欣然欲拜。

入洞，洞中似室，洞顶有
口，似作天窗之用，阳光从那
儿照入洞中，洞中处处明亮，
少有阴影。洞壁似架，书架随
洞壁生，壁上摆满书籍。万物
皆静，令人极易忘我。

忽见一人影， 他身穿仙
袍， 大大咧咧地横在床上，床
似石盖。

“阳明先生？”我心中正想
着，洞中便有声音飘出。

“老夫不再授课，汝之来何
意？”他直起身子，正襟危坐。

“若真是阳明真人。晚辈
有许多疑惑， 是关于真人的，
想请教您。”

“正是老夫，说吧”。
“当年您围剿山贼，花了

几个月的时间就将朝廷几十
年无法解决的事完成了，然
后又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
间，将宁王镇压，但是朝延却
不重用你，反而想加害于您，
这是为什么？”

“有意思。”阳明嘴角微微
上扬。“因为怕”。 老夫将山贼
个个击破时， 尚不忘授课教
书，人皆谓我不费吹灰之力。

在宁王起兵时，朝廷的人都怕
极了，于是想起老夫，而老夫
料到做了之后肯定没好事，于
是处处回避，最终还是被迫镇
压宁王。

事成之后，老夫便退隐山
林，果然朝廷四处抓我。他们
怕我的弟子们，他们怕我像宁
王一样起事， 夺走他们的江
山。

“难道您没有不甘心吗？”
阳明仰天长笑，“这又如

何， 老夫无暇问世间万物，万
物皆来自吾心， 吾心便是宇
宙，我只顾我的思考，我只顾
我心中的花是否还存在”。

“那真人可否传予我您的
思想精华？”

“天真，说得出的思想，其
本意减半， 传授得了的思想，
其再减半。”

“您一个人处在这宇宙之
外不孤独吗？”

“你在思考的时候感觉得
到孤独吗？”阳明取下一本书，
将其掷向石床上。

“弟子请教完毕，”我坐起
身，双手合什，“老师，请问如
何离开这红尘内外， 回到我
本属之处。”

阳明飞到石床边， 拿起
书。这是你心中的世界，我也
本是你心中的阳明， 想离开
此处很简单。

阳明将手中的书一开，忽
焉梦醒。
■长沙市南雅中学 彭在茂

秋天来的时候，悄悄地告诉
我：“我会深的！” 我说：“你就放
心深吧！你还可以把果实和落叶
一并送到我的手上。”就这样，秋
天慢慢地深了。 有些地方变轻
了，比如心情。有些地方加厚了，
比如向往。

转瞬之间，又到“秋风起兮
白云飞”的秋天。秋景、秋色、秋
意、秋声，喜秋、颂秋、悲秋，描绘
秋色，书写秋感，成了中国文学
的一种传统。但大多打上悲秋的
络印，可我却是个生来不知愁滋
味的乐天派。

在秋天，友情的果汁比果实
还要多。 我看见很多朋友向我靠
拢。他们微笑，打着花色各一的手
势。我说，朋友们好！落叶一片接
一片的，从树枝上下来，落在他们
的肩上、脚下。这样很好！他们离

开时，我听到了厚实的声音。
春种一粒粟， 秋收万颗子，

生活在秋天的人们最有资格唱
歌，最有资格跳舞。秋天的月亮
已经升上夜空， 在春天的土壤
里，你种下了什么？友谊还是爱
情？诗歌还是戏剧？只管耕耘，那
问收获？其实，这句话并不完整，
因为耕耘和收获并不是生活天平
上两只质量同等的砝码。 如果你
轰轰烈烈破冻土浇热血种下了九
百九十九朵玫瑰， 到满山红叶时
收获的却只是一束藤蔓， 再艰辛
再卓绝的耕耘又有什么意义呢？

一叶落而知天下秋。自然之
秋总是亘古不变地轮回和延续。
然而，人生的具有收获意义的秋
天却并不是那么守时的到来。也
许你不经意， 她早已降临到你身
边； 也许你踮起脚尖眺望了几十

个春秋，却最终仍与它失之交臂。
拎起提篮， 在秋天的田野

里，有人收获欢喜，有人收获叹
息，有人得到的只是一串串的懊
伤，你呢？

秋天像一只蜻蜓，划动着透
明的空气， 落到了对面的树上。
那棵树还准备落掉一些叶子，然
后保持潇洒的风度进入冬天。

天空不用仰望，就在上面瓦
蓝着。 天空也有心情不好的时
候。 我不管天空心情好不好，天
不天晴，下不下雨，要出去就出
去，就要在很大的屋顶下恣意无
碍地走着。 我时刻想邀上月亮弟
弟到郊外走走，看落叶如何在秋
风中接力……

刚才， 秋天又悄悄地告诉
我：“我又深了。” 我说：“我也深
了！” ■湖南师大附中 黄雨奇

树荫下

仙游

骑行夜游长沙城

好久不见

秋天“我也深了”

爱晚亭·副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