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一天，我从一个太
虚之境，来到了这世界。在这之前的亿万
斯年，地球发生过很多大的变故，人类也
经受过太多的悲欢，可我并没有因此而改
变脚步，没有快一天，也没有慢一天，就
那样在一个瓜熟蒂落的时刻从容临世。我
父母说，我出生的时辰好，太阳刚刚冒
红。算命先生说，这个时辰出生的孩子，
将来想干啥都能干成。

二

像所有人一样，我出生的那一刻，一
定睁开眼看过这个世界，但看到了什么，
当然不记得了。我只知道，从记事起，就
觉得我们那个叫戴楼的村子好。村子虽
小，却是周边几个村子的行政中心。因为
村里有座地主庄园，所以设立了小学。因
为小学，大队常常把会场设在那里，我们
村里因此格外热闹。因为早些年是国有林
场所在地，到我五六岁的时候，村子东南
和西南还各有一片十多亩的杏树林，那是
林场留给世人最后的风景。再大一些，又
觉得我们村所处的地理位置格外优越。往
南三华里是公社，二十华里是县城，往西
南四十华里是商丘。往东北六华里是利民
古镇，正北九华里是黄河故道。上了初中
高中之后，从更广大的地理视野上，更觉
得我出生的这个地方无比优越。我知道了
南边有个地方叫南京，北边有个地方叫北
京，西边有地方叫西安。我默默想过，假
如我出生在南京南面，北京北面，或者西
安西面，该多么别扭。

我喜欢看地图。在世界地图上，我惊
喜地看到了祖国的雄姿。我觉得祖国只能
是这个模样了，没有比这个模样更好看的
了。再看看别的国家的地图吧，真的不敢
恭维。在地图前，有那么一刻，我真的庆
幸自己出生在了中国。

再后来，我对天文知识产生了兴趣，
知道在茫茫宇宙中，地球是已知的唯一有
生命存在的星球，也是唯一适合生命存在
的星球。而地球的存在及其适合生命存活
的苛刻条件，在宇宙中又是因无限小的概
率发生的，其中的曲折惊险远超人类的想
象，稍有差池，一切即不复存在。

知道这些，更大的幸运感在我心中产生
了。原来我生活的这个地球，也是一个幸运
儿，她和我一样，机缘巧合地集合了诸多幸
运条件，否则也不会存在于宇宙之中。于是
我觉得自己真的算不得什么了，即便马上死
去，离开这个世界，也实属正常。

地球太弱小了。弱得像一片树叶，小
得像一粒灰尘。地球上有多少颗沙粒，宇
宙中就有多少颗星球。即便有地外生命，
他们也很难发现我们。不管我们在地球上
如何折腾，如何辉煌，在无穷大的宇宙
中，依然掀不起一点浪花。

我们表演的所有意义，就在于只有我
们自己知道。

三

我常常想不明白，什么东西最珍贵，

什么东西最低廉；什么东西最有用，什么
东西最无用。

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我们最
需要，最离不开的东西，恰恰被我们忽略
了，有时我们甚至意识不到他们的存在，
或者把他们看得一钱不值。比如空气，比
如阳光，比如水。还有比这些更珍贵的
吗？如果这些东西极端稀缺而需要购买，
是不是比黄金还贵？还有土地——神奇的
土地，有生命的土地，如果像黄金一样稀
少，其价值又当几何？如果黄金钻石到处
都是，我们是该高兴呢，还是该忧愁呢？
它们昂贵，真的是因为它们有用吗？或者
换个说法，真的是因为我们离不开它们
吗？这个世界，到底什么才是真正有用的
东西呢？

身无分文的人，照样能够生活。因为
上帝公平地让他们享受阳光、空气和低廉
的水。仅有一技之长而无智慧的普通生
物，也照样能够活得自由自在，快乐无
比，并且长久地繁衍生息，同样因为上帝
公平地让他们享受到阳光、空气和水。

上帝让最有用最必需之物无偿地让万
物享用，才有了这万花筒般的世界。

猫和狗，一定不知道钻石黄金的珍
贵，也不知道名画的价值。让它们选择，
一定毫不犹豫地选择面包和骨头。

四

蒙昧时期，我深深地被人类文明的成
果所折服。汽车、火车、飞机、轮船，电
影、电视，甚至包括杀人武器机枪、大
炮、原子弹等等。那时对自然界的一切熟
视无睹，觉得那都是天经地义的，我们拥
有是正常的，不拥有是不正常的。正因为
天经地义，司空见惯，对自然的一切谈不
上感兴趣，甚至还懒得了解。

后来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渐渐感
觉到了自然的神奇和伟大，知道了人只是
自然的一部分，是动物的一种。在大自然
面前，人类任何的努力创造都是浅薄的、
笨拙的、可笑的。狂放的画家、自负的摄
影师，其作品也仅仅是裁取了大自然的一
角，永远不可能表达其真实的神韵和气
质。高深莫测的哲学家、以想象见长的文
学家，其思想的深度和认识水平，与丰富
多变的真实生活相比，与芸芸众生切入骨
髓的生命体验相比，同样是粗糙的、肤浅
的、苍白无力的。

向自然学习，何止是科学和艺术。在
万物相依、循环无尽、大象无形、大美似

丑、大辩无言、大巧若拙的自然界前，我
们人生的境界不是可以得到更多的启示
吗？

亚里士多德和苏格拉底都说过类似的
话：你知道的越多，你未知的范围就越
广。即便最伟大的科学家，在大自然面前
也会显得力不从心。我曾试着做过一个假
设。假如人类忽发奇想，不借助自然的力
量，全凭自己的智慧和制造手段，去创造
一个生命，创造一个诸如蚂蚁苍蝇这样的
小生命，而且要达到纯自然水平，能做得
到吗？答案是否定的：不能！即使把全人
类的智慧和财富用尽，也做不到！而这样
高不可攀的事情，大自然每时每刻都在成
功地做着，而且不费吹灰之力，不需要借
助任何所谓的知识、智慧、财富等等。

大自然的无为之为，无用之用，幻化
出了千姿百态的世间万象，让理性智慧的
人类永远望尘莫及，这是多么奇异的事情
呵！

人定胜天，只能是一厢情愿。顺天、
应天才是正解。逆天而行，我行我素，自
以为是，最终会碰得头破血流，不可收

拾。

五

比现在年轻二十五岁的时候，面对生
存的不易和艰辛，我傻傻地想过：上帝既
然是万能的，为什么不让这个世界更完美
一些呢。比如，鲜花长久地盛开，而且只
要简单地施肥浇水，甚至不用施肥浇水。
比如，夏季不那么炎热，冬季不那么寒
冷，春季不那么干燥，秋季不那么萧瑟。
比如，老鼠苍蝇蚊子全无，只有猫、狗、
兔子、羔羊等可爱生物。比如，男女皆漂
亮聪明，健康强壮，温柔善良，没有丑
陋、残疾、凶恶。比如，光速每秒达到六
十万公里，甚至九十万公里，那样我们找
到地外文明的希望就更大了。如此等等，
该有多么好。

为什么不呢？
后来，以我有限的认知，似乎真的想

明白了。如果万事万物十全十美，世间便
没有了竞争，没有了差异和比较，没有了
不断完善的动能，这世界便停止了行进的
步伐，当然也意味着衰退，甚至毁灭。就
像车辆行路，摩擦力大了不行，摩擦力小
了也不行，没有更不行。

为了这个世界，上帝真的费尽了心
机。

想明白这些之后，在以后的日子里，
每每遇到和看到不顺心不美好的事物，我
会第一时间告诉自己：这很正常，上帝已
经尽力了，只能这样了。

于是，心里就平静了。

六

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我向何处去？
无数哲学家都问过这个问题。其实每个人
都会想到或问到这些问题，只是他们没有
哲学家把简单问题复杂化的本领，因此他
们只能是普通人。

我来到这世界，有什么使命吗？我想
有的。首先我是宗族链条中的一环。从我
往上，不要推多久，算到清末民初吧，就
知道我们这支宗族多么不易，繁衍下来多
么幸运。如果再往上推，明，元，宋，
唐，隋，两晋，三国，呵呵，这大一两千
年过来，中间有亿万分之一的变故，我都
不会出生。这概率，跟彩票中大奖有得一
比吧。

打量周围，思量前后左右的社会关
系，发现自己同样是幸运的。我有可亲可
敬的父母，可爱懂事的孩子，关怀备至的
妻子，纯朴善良的兄妹，亲密愉悦的同
学、朋友，阳光宽容的同事，开明睿智的
领导，等等。我喜欢观察人和事物，喜欢
用文字表达感受到的一切，喜欢股票，喜
欢旅游，喜欢独处，也喜欢跟有眼缘的人
高谈阔论。

我存在的价值，就是让比我强的人有
优越感，让不如我的人有目标感，让喜爱
我的人有愉悦感，让讨厌我的人有选择
感。

我的那些所谓文章，并不是我的创
作。其实它们本来就存在着，只是它们躲
藏得深深浅浅，明明暗暗，是我花了一些
功夫把它们找了出来。我不找它们，同样
会有人找，只是等待的时间长短而已。

我有过一些财富，相信今后还会有一
些。这些财富，仅仅是生活的必需。我会

适可而止，不会无休止地追求财富。财富
少了是困境，多了一定是灾难。我不会为
虚荣而花钱。我花钱的重要原则就是是否
必需。普通人跑步是为了健身，没有必要
拼上身家性命，去提高百分之一秒的成
绩，那种追求只属于世界冠军。冒着巨大
风险，花费两千万美元去太空旅行三天，
那是亿万富翁加冒险家的事。让我愉快而
幸福的事情是，花三千元人民币，双飞海
南七日游即可。

七

真正闲暇的时候，我会长久地注视一
只蚂蚁。我的目光和脚步，会一直跟随着
蚂蚁爬行的路线。观察久了，我对蚂蚁真
的心生敬畏，发现它们不仅有灵性，还有
来到这世界上的责任和使命。

由是，我慢慢理解了东郭先生为什么
走路时小心翼翼，生怕踩死了一只蚂蚁。

由是，我走路时也变得小心翼翼。
由是延伸开来，我也开始接纳了苍

蝇、蚊子、老鼠、蛇、蛆虫等等让我原来
认为是祸害的东西。不是，它们跟本不
是。祸害这个词，是对它们的污辱。来到
这个世界上，它们同样是有责任和使命
的，它们的责任和使命一点不比我们人类
小。它们是众多链条中的重要一环，没有
它们这一环，相临的一环就会失去存在的
条件和基础，进而像倒塌的多米诺骨牌一
样，影响到整个链条，甚至危及一切。我
们看轻它们，讨厌它们，是因为我们太自
私了，太狭隘了，是因为我们常常以自己
为中心，以自己的好恶对万事万物进行定
义，所以才有善恶美丑之分。其实我们认
为恶的、丑的事物，它们一点也不恶，一
点也不丑。

有时我们会发现某类生物大量繁衍，
觉得有些过分，其实是这类生物太弱小
了，容易被别的生物消灭，而传承链条又
离不开它们，大自然便只好采取最笨的方
法，让它们以量取胜。

用心何其良苦！

八

今后的某一天，我会像来时一样，无
知无识地离开这个世界。

我知道，我离开这世界之后，地球还
会存在几十亿年。我还知道，人类一定不
会陪伴到地球最后一刻。地球现在正值中
年，但进入老年阶段，就一定不适合人类
居住了。人类一定会在地球毁灭前的十几
亿二十几亿年前，设法在宇宙中找到新的
家园。如果找不到，那真的是万劫不复
了。

人的寿命，大体七八十岁。这个时
间，刚刚好。再活一百年，二百年，真
的没必要了。该体验的，爱恨情仇，是
非恩怨，都体验过了，足够了。再长的
时间，就是重复了。上帝为了节约资
源，让更多的生命都有机会体验一把她
创造的这个世界，所以设定了这个刚刚
好的时间段。

其实，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并没有
真正消失，我们会化成另外一种或多种物
质，参与到更丰富更有活力的自然演变过
程。说不定有一天，我们的某个分子、原
子，又会组合到一只猫狗身上，重新来到
这个世界上，体验一把做人类朋友的快
乐。也说不定，我们会在茫茫宇宙中漂
散，随一颗流星，附着到另一个比地球还
美好的星球上，投生于一个新的智慧生
物。只是，那个地方离地球太遥远了，远
到永远也不可能告诉地球人一声，地外生
命的体验到底是什么。

根据平行宇宙理论，就在当下，在不
同的分层宇宙中，也有另外一个我或多个
我存在着，这众多个我之间的沟通，偶尔
会出现在梦境里……从这个意义上说，我
们都是永恒的，从这个世界消失了，在另
外的世界还会存在。那另外的世界，就是
平行宇宙中的多层世界。

我
来
到
了
这
世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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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 载市区河道纵横，桥梁较多，形成棋盘
式格局，是典型的江南水乡，有东方威尼
斯之称。“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
闲地少，水港小桥多。夜市买菱藕，春船
载绮罗……”，唐朝诗人杜荀鹤诗中所描写
的这些情景，至今仍然到处可见。

苏州园林多。将雕镂门窗、花墙回廊、
假山池沼、亭台楼阁、花草树木等组合一起，
设计精巧、风格独特，不论站在何处鉴赏，眼
前总是一幅完美的图画，从而得到“虽居城
市而有山林之趣”的艺术效果。据说苏州园
林自古以来有一百多处，而最著名的有沧浪
亭、拙政园、网师园、狮子林、留园、怡园、耦
园、东园、西园，等等。

名胜古迹多。有虎丘山、灵岩山、馆娃
宫遗址等。值得一提的是虎丘山。虎丘山
风景区已有2500多年历史，素有“江左丘壑
之表”、“吴中第一名胜”之誉、三绝九宜十八
景之胜。最为著名的是云岩寺塔和剑池。
高耸入云的云岩寺塔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是中国第一斜塔，古朴雄奇，早已成为古老
苏州的象征。剑池幽奇神秘，有吴王阖闾墓
葬之谜以及神鹅易字的美丽传说。宋代文
豪苏东坡对此曾有赞语：“到苏州不游虎丘
乃憾事也！”我和老伴王素芝不仅游了虎丘

山，而且拍了彩照，留作纪念。
对世界影响最大的就数千年古刹寒山

寺了。这跟中唐诗人张继写的《枫桥夜泊》
诗有直接关系。这首诗是：月落鸟啼霜满
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 /夜
半钟声到客船

自1979年除夕举办寒山寺除夕听钟活
动以来，年年举办这项活动。据报道，参加
第二十三届除夕听钟活动的中外游客近
7000人，其中日本游客达 3000人。随着听
钟活动影响的不断扩大，有越来越多的国家
游客前来参加这一活动。你看，一首七言绝
句，数百年来，为国内外人士如此爱好和重
视。它又使一个荒村小寺一跃而为千秋名
胜。这是张继《枫桥夜泊》诗独有的光荣和
艺术魅力！

据说撞钟和听钟，可以消除烦恼，增长
智慧，趋利避害，带来好运。我花了五元钱，

买了撞钟票，走近寒山寺钟楼。楼门两侧有
一联：“钟声明慧眼，月色照禅心。”楼东侧有
一石，上镌三个字：“听钟石”。登上钟楼，见
到铁钟，是 1906 年陈夔龙所铸，钟高 1.30
米，直径 1.64米，重约 2000公斤，上面铸有
铭文。我以杵撞钟，连撞三通，钟声浑厚，余
音清扬，许下心愿，祈求幸福。

9月8日。上海留给我们的印象。
将上海的主要街道、主要建筑物浏览了

一遍，给我们的突出印象是：上海的楼多，楼
高，街多，巷多，人山人海，做生意的人多，老
外多，大车小车多，天桥多，隧道多……

东起外滩西抵静安寺的南京路，除了东
部一段改为步行街外，其他部分依然保存着
原来的面目。华灯初放，人群比肩接踵，熙
熙攘攘；海派霓虹灯频繁闪烁，令人扑朔迷
离，辨别不清周围事物的真相。

城隍庙，彩椽画栋，翠瓦朱檐，香烟袅

袅，飘来荡去。城隍庙一带还是购物的好地
方。吃的，穿的，戴的，用的，各种生活必须
品，这里应有尽有，任你随便选购。只要留
意观察，你还会偶尔发现那些补碗的，箍桶
的，捏面人的，玩魔术的，代写书信的，相面
的，算卦的，玩西洋镜的……我在大门一侧
发现一个玩西洋镜的，跟他聊了一会儿才知
道：他家祖籍在河南省周口市，玩这玩艺属
于祖传；他有四十岁左右，头戴瓜皮帽，留着
小瓣子，脸盘白净，眉清目秀，身强力壮。不
少小朋友坐在长凳上，眼晴对着一溜圆镜，
兴致勃勃地看起西洋镜来。艺人心灵手巧，
眼疾手快，一手在这边箱里调换着洋片，一
手在那边伴奏着各种乐器。我曾看过这种
古老的民间文艺。我也花了三元钱，看了一
回，仿佛又回到了童年时代。

看了外滩夜景。坐在一只彩色游船上，
被位于中山东一路西侧的高大建筑群所吸
引，上海最高档的海关、银行、饭店、酒吧、服
装店等，几乎都隐藏在那些古老的建筑里
面。那些古老的建筑虽然都出自不同国家
的建筑师之手，建于不同的年代，但它们却
在同一空间内达到了协调和融合。昔日的
中国金融中心，而今更成为古典主义和现代
主义并存的经济中心。（未完待续）

贤 妻 良 母
□ 李景亮

雨点从风向的指尖射
击

枯叶在簌簌的声音里
悄然退位

我的幻觉盘旋于茂密
的树丛

想着它绿色的婆娑
我在孤独中
嬉闹的过往远离了我
我想，我们的故事在

重复
放学的孩子唱着童

谣，稚嫩活泼
飘向南方以南

我的心脏像拨动的琴
弦

在更新，在流淌
夜晚降临
麻雀在屋檐下翻飞
远方的灯光，依然透

过窗户闪亮
一切在北风中神态自

若
世界从未改变
角落的光束永恒存在
黯然失色的只能是黑

暗

南方以南
□ 朱光伟

母亲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十年里我不断回想起给她
老人家洗头、剪发的情景，就像眼前发生的事历历在目。

母亲在世时有十多年都是我给她剪发，母亲的发型是
传统的老太太式的“剪发头”，前面侧分齐耳短发。母亲
总是让我给她稍微留长些，说年纪大了长点好。的确，按
母亲的要求剪好后，稳重干练清爽。并且母亲的头发又黑
又亮，十分柔顺，70岁的人竟然没有白发，偶尔发现一
根，我想给她拔去，母亲却总是制止，说上了年纪就该有
白发，且十分珍惜。

在此之前母亲也是去理发店剪发，母亲嫌理发师剪的
太碎太短，不喜欢。有次母亲洗过头说：“妮，你给我剪
剪吧。”

我说：“我行吗？”
母亲说：“行，只要后面不磨衣领，剪齐就中。”
开始时我老怕剪刀伤到母亲，手有些颤抖，而且剪得

也不齐，可母亲总是说：“好看！以后就你给妈剪头发
了，我喜欢你剪的式样。”

十多年，每次母亲洗完头，把她的蓝色自制围裙围在
脖子上，在古城我家门前的空地上，母亲站着（我让母亲
坐凳子上，母亲说站着我看的清楚好剪），我拿着梳子和
剪刀围绕着母亲，认真地反复梳理反复地剪，直到我认为
可以了，再让母亲照镜子看，母亲总是笑着说“中！”然
后我把母亲身上的碎头发整理干净，再把地上的碎发打扫
好，这样我们理发就算圆满结束了。

可是母亲辞世前一次剪发是父亲给她剪的。周六我们
回家看到母亲头发剪了，长短不齐，我吃惊地问母亲：

“妈，你剪头发了？谁给剪的？”
母亲微笑道：“你爸给我剪的。”

“咋不等我回来剪，你看剪的都不齐。”我嗔怪道。
“挺好。”
“妈你洗洗，我再给你修修。”
母亲笑着说：“不用了，挺好。”说真的，父亲给母亲

剪的豁豁牙牙不好看，毕竟他们都七十岁了，老爸种花种
草修理家什在行，可给母亲剪发却是头一次。而母亲正是
带着父亲给她剪的发型，突发心梗离开我们的。

母亲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父亲在三年前母亲去世的
那一天：农历腊月廿一日，也离开了我们。他们二老相隔
七年后的同一天仙逝，可能是二老冥冥之中的约定吧。

给 母 亲 剪 发
□ 宋崇芳

总感觉是一夜之间叶
子全落了

柔软的玉米地仿佛已
无仪式感

—— 是 秋 天 走 的 太
快？还是冬天太过漫长

北方也长满了红叶石
楠

孤鸿依然不肯栖息寒
枝

渴望落雪的季节
与苏轼一起
燃起小火炉
饮一杯醉与空
原本我们一无所有
梅香、炊烟、飞鸟、

铃铛
不过是与我们一起照

合影的素材
像秋天的河流经过手

指
像孤鸿偷窥少女的心

情
孤鸿和少女跳一曲双

人舞
我们仅仅是一名观众
深夜饮者岂为醉酒
生冷的四壁上繁体字

太多
孤鸿是落叶的先行者
而我，只是孤鸿的学

徒。
我看世界的感觉是阳

光
把岁月煮成茶，斟满

梅月的方尊
细细品。
把日子铸成剑，苍穹

黑白万物冷暖
我看世界的感觉皆是

阳光。

当经历过所有的寒冷，
你的感觉就会温暖起

来。
如同一只飞鸟的欢快
颜色多沉默
世事多残缺
一片落叶就是一位故

人
一棵大树陪了几代人
我的记忆装满叶绿叶

黄的旧事
我的视线太短，难以

穿越盛唐晚清
其实，世上并不缺少

箴言
缺少的是践行者
你可以沉默，可以喧

嚣
必定要留下飞翔的印

痕
我不能远虑，
自知渺小，委曲从俗
泥土是一剂良药
医治钢筋混凝土的诟

病
我面朝阳光心向温暖
寒冷无可奈何。

总感觉是一夜之间

叶子全落了
□ 戚长涛

（外一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