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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LITERATURE OF NEW ECONOMY LIFE

一脉秋香袭院落（外一篇）
■ 郭之雨

中 国 新 经 济 文 学 专
刊

寻找风坑
■ 朝颜

去寻找一个叫风坑的地方，纯属临时起意。

傍晚，下了一场雨。整个下午，我都坐在

窗前鼓捣电脑。饭后，决定出去走走。

撑了伞，从村委会出来，向左或者向右，

都可能构成一种偶然。我选择了右。进村

时，我们的车子是从左来的。

路上行人稀少。经过一片荷塘，遇见一

个冒着雨清渠排水的妇人。再往前走，发现

一条岔路，似乎往一座山攀升。我有一些踟

蹰，此时天已向晚。两个女孩从身边经过，我

问，从这儿上去，是什么地方？一个大点的女

孩告诉我，是风坑。

我被风坑这个名字吸引了。我想去看

看，风坑是不是装满了风。

我在朋友圈里发了一条说说，作家邵风

华评论说：“装满了我。”是的，我们平时都叫

他风大师。我想起了海子的诗，回复说：“秋

天，十个风大师在风坑复活。”朋友们都笑了。

走过去，果然是一条上山的路。路的那

头，许是另一座村庄吧。有风，从山间时时吹

来。此刻的温度，是清爽而适意的。路的两

边都是密密实实的草木，山区便是这样，草木

永远比人和动物多。

想到动物这个词，忽然有一些害怕。我

一个人，一把伞，一边走还一边看着手机，毫

无防备之心。如果这时候蹿出一只野生动

物，伤人的那种……

我在想，要不要继续往前走。路还在向上

攀升，看不见拐弯处的前方有什么。只有无边

的草木，默默地陪伴着我。这时候，竟然想起

安然，想到她盘桓了好几年的羊狮慕。她曾

说，走在原始森林里，从不知道害怕，从未遇见

过伤人之物。就好像，它们都让着她一样。

其实，哪座山上没有隐伏的危险呢？我

选择继续前行。

多好啊，我站在了高处。能看见群山掩

映下的村庄、田园。它们如此恬静、安详，仿

佛几百年上千年从来都如此稳重地端坐着。

雨越来越小，后来竟渐渐地停了。不经

意回头，看见一抹夕阳的余晖升起在西方。

我把这一切，都看作对我的恩赐。

一路上，除了遇见一辆小车迎面而过，我

再没有看到什么人迹。动物们都让着我吧，

没有出来吓我。只听见唤归的鸟鸣，一声一

声叫得紧。

我要在这里待多久呢，一切都随我的心

意。也许以后我可以清晨来这里爬山，能走

多远就走多远。

事实上，这一天我注定无法穷尽通往风

坑的路途。天色越来越暗，返回是唯一的选择。

就让风坑，继续住在想象中吧。

借着惯性，匆匆地往山下走。走到上芫

小学旁边，我正想探究一下，学校里是否有灯

火，如果是这样，那里一定住着年轻的教师，

像我从前教书的小学校那样。忽然听见身后

哗啦啦地响，是风吗，似乎不是。我清醒过

来，是雨，是暴雨。它们追着我旋风般地平推

过来，欲将我裹挟进它的威力之下。

这是我第一次切实感受到被暴雨如此近

距离地追赶，想起祖母说过的话：“雨是长了

脚的。”她生前教过我那么多，而我永远只在

亲身体验时才记起。

我撑开伞，疯子一样跑动起来。此时到

村委会仅百米之遥，我还是被它追赶上了。

尽管有伞，淋湿仍是不可避免。而我却

想大笑。有多少年，我没有被什么力量那样

猛烈地追逐过了。

晚上，曾在上芫村常驻过的一个人打来

电话。他善意地提醒我，要注意安全，比如野

猪，比如长虫，都是上芫村数量很多的动物。

而我在整个行走过程中，竟根本没有想到过

蛇。事实上，蛇是我最惧怕的动物。

他还告诉我一句俗话：七月蛇拦路，八月

蛇上树。他真是好人。

我还没有抵达风坑，但是那有什么关系

呢。也许总有一天我要抵达，也许想象中的

风坑远比现实中的风坑更美好。

侄女说：“春风一定是绿的，不然，它一

来，为什么山水都绿得一团糟呢？”我问她：

“那秋风呢？”侄女说：“秋风一定是五色的，因

为它一来，秋天变得五彩斑斓。”我说：“秋风

不一定五色，但它一定是香的！因为它来了，

秋天才芳香四溢。”

时令有序，慷慨的秋风，挟裹着田野里的

大豆、谷子、芝麻、高粱等农作物的香气，灌满

院落。躲在墙角里的蟋蟀，把秋意叫得愈来愈浓

烈，浓烈的还有秋阳，还有院里的柿子树，柿子

由青变黄，到甘甜绵软。这过程都是秋香色的。

侄女是哥家的孩子，抽个机会，就来乡下

收集香甜，在她眼里大自然就是一个蜜罐，缠

着我去田里转转，惊呼，拍照，嬉笑，一只喜鹊

似的在我耳边聒噪。

其实我也犯酒瘾，很享受一脚踏进青纱帐

深处的那一刻，迎面与弥漫的，是玉米散发的热

哄哄的熏香与火热碰撞的气息，那香味浓过晚炊

的香，是那种可以喂养灵魂、饱腹心情的沉香！

喜欢花是女孩的天性，侄女也想美成花

的模样。具有侵略香味的桂花、栀子花，在乡

下见不到，只有选择在秋天开放的，如翠菊、

紫茉莉、牵牛、萝藦、红蓼、曼陀罗之类的花

朵，这些花自带香气，却是隐藏着的，侄女选

择去接近，彼此走到心里去。

秋是丰硕的，路上欢喜地嗅着遍野的醇

香，视觉与味觉同等的秀色可餐，馨香如火的

岁月，阳光下，若隐若现的蜘蛛丝粘拂在发丝

上，都幽香缕缕！

昨天在院子里的大铁锅里煮了满满一大

锅黏玉米，上头蒸了一大碗辣椒焖子，几个小

土豆，一盖帘茄子，眼见得开锅了，满院子的

馨香啊，惹得八月的风都跌跌撞撞、摇摇荡荡

着奔来……

这个时节，每每一走进村子便都是香的，

有玉米的香，土豆的香，烙饼的香，就是一碗

普通的凉拌黄瓜菜，都泛着黄豆酱的香。

那翠绿翠绿的小白菜，开水烫一下攥干，

剁碎，加一丢丢的瘦肉，包饺子、包包子，要多

香有多香。

初秋美，美在缔结，美在孕育，美在成熟，

半生都信服“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土地于我

的忠诚，亦如我于生命的忠诚。

我在劳作的间隙就是咀嚼，侄女陪着我，

感觉自己成了啮齿类动物，逮什么吃什么，怎

么吃也吃不完满院子的秋香，侄女来了几天

就胖了不少。

以至于连睡梦都是鼓鼓胀胀的，那些被

我给吞进肚里的瓜果的甜香，五谷的醇香，托

载着我直上青天云浪，俯瞰季节风光。

小院秋雨敲秋声

风硬是从满天的乌云里，把雨丝黏下

来。秋风是秋雨的翅膀，落在诗的韵脚，给秋

天平添出几分幽深的情韵。

雨先是细声细气，纤纤弱弱的样子，如小

家碧玉般，不惊不急，又文静，又娇憨，也不多

扰，累了，就歇在院里的树梢上。渐渐大起

来，也不总大，时缓时急，像对这个季节一赞

二唱三抒情。

秋雨潇潇下着，在秋风里解读着叶黄叶

绿的枯荣。

越是下雨，老婆越忙，院里的鸡猫锄

凳，瓜果菜蔬，都和她有关。她用手胡乱抹

着脸上的雨水，把那葡萄架绑牢，把那扁豆

蔓捋顺，又猫腰把昨晚洗脚的瓷盆拎进西

厢房……然后拿起弯镰割韭菜，下雨天包饺

子，吃个心情。

进入院子的都是客，麻雀，紫燕，蜻蜓，蝴

蝶，秋雨……我当然不能失礼，高朋远迎，老婆

嘱咐我拿把伞，我把她的话当成秋风吹过。

那几棵向日葵，长势强硬，开始长了很多

头，按说应该掰掉多余的让主头生长，我没舍

得，既然长了，就长呗！结果跟我想的一样，

秋来并没收获到瓜子，只收获了一季小太

阳。丝瓜藤蔓爬满篱笆，原本它的花朵只认

识朝霞和黄昏，但在雨天里鼓起勇气，开出几

朵孱弱的黄花，在“唰唰”的雨声中，仿佛一只

只眼睛，在快乐又羞怯地窥探秋色。先前还

是茂盛的洋姜，像一群气势汹汹的侵略者，每

年扩张着自己地盘，现在开始走向衰竭，仅剩

不多的明艳，还站在茎端，趾高气昂，让我喜

欢得不得了，秋雨也喜欢。

雨丝白线一样缱绻，把水天绣得一派空

濛，雨落小院，细微时，如蚕食桑叶；舒缓时，如

丝竹入耳；激越时，如珠落丝绸！如果一场大

风掠过，整个菜园“哗啦啦”，叶片浪回浪翻。

西墙根下，有一棵龙葵，我叫他老鸹眼，

老婆说那是小时候的美味，紫溜溜至乌亮，摘

了，宝贝样放衣兜里，不久后，会从兜里掏出

一只紫色的小手，她不吃，却任它长在那儿，

并警告我若是拔掉会和我拼命，她每天就是

想看见它，看见童年。慢慢地老鸹眼也走进

我的生命。接近它，要绕过一棵香椿树，不轻

易的碰触，让树冠上的雨滴，还有一串叶哗然

而落，像无数秋虫爬满头顶颈间。老鸹眼和

雨滴，像拥抱，像接吻，于细微的“沙沙”声中，

兴奋地颤栗着，这就是爱吧？

衣服淋透了，脊背像箍着一层铁皮，回

屋，换了一身干爽衣服，倚在窗前看。前邻居

住的是新屋，红砖红瓦，瓦面上含着水，像是

镀了一层包浆。雨落在瓦上的声音“噼噼啪

啪”，雨花绽开后，随即凋落，汇聚成汩汩细

水。落在檐下搁置的瓦罐上，声音清越，凌冽，

透着无限的凉意。这凉里浸着从容与沉稳。

院落很充裕，装满整个秋天，除去秋雨唤

起相思，就是分离，还有想说却未说出的话，

那就让秋风秋雨替我说去吧！

京华凡人
■ 马誉炜

认识祝师傅有好几年了，他是常

徘徊在我们小区门口的一位收废品的

人。真正引起我的注意还是在去年春

节临近时，有一次家里的快递箱子、过

期的书报等废品积攒得多了，就给祝

师傅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他已回儿子

所在的城市无锡过年了。但他马上又

对我说：“马政委，您不要着急，我让我

弟弟去你那里收吧！”什么？你弟弟，

亲弟弟？也在北京收废品！

不一会儿，祝师傅的弟弟蹬着一辆

平板车来找我了。他的长相与祝师傅

一样：高个儿，长脸，黑红的皮肤，眼睛

有些细长，只是看年龄的确比祝师傅年

轻些，再就是不像他哥常年穿着军队上

淘汰多年的旧军装，而是穿着一身黑色

运动服，看上去很麻利、爽快。一聊得

知，他在京城收废品也有10多个年头儿

了，春节就在北京过了。

哥儿俩都在京城收废品，这让我

对祝师傅的身世产生了好奇。我们这

个年代的人，哥们儿容易产生共同的

爱好，比如选择从政的、当兵的、搞建

筑的、从事某项艺术的……但都是选

择收废品，还是少见。

后来接触时间长了，我了解到，祝

师傅老家在河南省信阳市固始县，他给

我讲，解放战争时期有“铁打的固始绵

商城”之说，意思是固始县守敌顽强难

攻，不像商城，一打即溃。祝师傅今年也

50大几了，小时候那一带农村生活很苦，

吃穿都愁，他们家兄弟多，只有老大上过

中学在生产队里当会计，其他都是小学

没毕业，当时家里连五毛钱的学费都交

不起，点灯用的煤油也很难买得起，几个

孩子只能早早地辍学，帮助大人干活挣

工分。农村实行责任制以后，慢慢地感

觉在家种地赚不到钱，哥儿几个将地出

租出去，都相继出来到城里打工了。

祝师傅来到北京，因没有文化，也

没有手艺，便盯上了收废品这个行

当。他在市郊租了一个几平米的小屋

子，每天骑着平板车东奔西走。时间

长了，不少小区的居民也跟他熟了，有

废品找他，有了重活，比如搬家、收拾

屋子等，也来找他。无论对谁，祝师傅

都是实心实意，将废品收拾得利利索

索，捆绑在平板车上，将应该倒掉的垃

圾也给装进垃圾袋里，送到垃圾站。

我从他那里了解到，遇到好的年景，一

年收益 10 多万没问题。啥算好年景？

比如，近年来军队一些单位停止对外有

偿服务，许多沿街的房子进行维修改

造，卸下的门窗、钢材废料，都被祝师傅

收了来卖掉。疫情三年来，人们有时被

隔离在家，购物基本依赖于快递和外

卖，废品存量也大量增加。祝师傅眼

里有活儿，他觉得遍地是宝，集腋成

裘，自然收入不错。祝师傅出来收废

品两年后，就把在建筑工地背砖的弟

弟也拉了进来。哥俩儿在不同的小

区，经常互通有无，互相帮衬。

记得我在大同某炮兵旅任职时，

曾写过一篇文章《学学“破烂王”的精

神》，破烂王眼里有活儿，不怕脏累，起

早贪黑，不耻下问，效益第一。有了这

种精神，何愁没有事儿干，没有钱赚！

这种精神，在祝师傅哥儿俩身上同样

也发扬光大了。

拼命挣钱就是为了孩子读书、长

出息，过上幸福生活。祝师傅有两儿

一女，俩儿子都是大学毕业，在南方的

城市里找到了工作。大儿子在一家科

技企业上班，月工资过万。女儿正在

上大学，学习成绩也不错。祝师傅老

伴现在跟着大儿子在南方城市生活。

本来俩儿子都劝他不要再干这收废品

的活儿了，该享享清福了，但他还是不

愿意。每天蹬着平板车走街串巷，收

走的是废品，增加的是收入，改善的是

环境，愉悦的是心情。只要能动，就得

找活儿干，这样活得充实、有趣。

快到中秋节了，我给了祝师傅一

盒月饼，他高兴地接过来，说：“马政委给

我的东西肯定好！上次你给我的那瓶

酒，我们哥俩儿上个周末喝了，很棒！”

望着这位固始人的背影，我在想

着他的故事值得一写。

太湖新城绿意浓
■ 洪鸿

初夏的一天，我从北京南站乘坐

高铁出发，回故乡安徽省太湖县。终

于能从北京坐高铁直达故乡，多年的

梦想成真，心情无比激动，思绪也不由

自主地飘回自己的故乡。

我是在太湖县老城河街上长大

的。说是街，其实就是一条蜿蜒、悠长

的巷道。巷道里铺着不知有多少年代

的青石板，凸凹不平，在街两边一些背

阳的墙缝里长着几蓬青苔，清风徐徐

吹来，青苔摇曳生姿，似乎在叙说着这

座千年古城的浓浓绿意……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小县城四季如

春，夏天汗衫短裤，不觉闷热；冬天经常

只加一件羊毛衫或棉外套，也不觉寒

冷。拂面的风，轻轻的、柔柔的，夏不会

催得人汗如雨下，冬也不会吹得你面如

刀刮。那感觉，舒畅适意，令人不期然感

到，在气候环境上，是真正的宜居城市。

温润的气候，造就万物葳蕤，四季常绿。

我喜欢在晚饭后，踏着落日的余晖

到离家不远的西门河堤上散步，看从花

亭湖流下来的清澈的河水，吹风。石砌

的长堤上已有不少悠闲的人，走的、站

的、坐的，都在享受慷慨湖风送来的愉

悦。润湿的湖风吹着我的脸，一天工作

的疲劳被吹得烟消云散，烦恼也似乎随

风而去，眼底一片透彻清明……

学校放暑假时，每到傍晚，我便跟

同学们在家门前的青石板上打弹弓、

玩纸飞机、下军棋。这时候，街道上有

几位年逾古稀的老人，有的坐在门前

的竹椅上，轻摇蒲扇；有的坐在门前的

台阶上，择着青菜；也有的老人躺在藤

椅上，闭目养神。

那时的老城，很少见汽车，更没有

摩托车，偶尔有人骑着一辆颠簸而叮

当作响的自行车，便会吸引人们惊奇

的眼球。我们这些小孩便会跟在自行

车的后面跑出老远，边跑边喊：“脚踏

车来啰，脚踏车来啰……”

儿时的欢乐转瞬即逝。20世纪90

年代初，太湖新城建设刚刚起步。那

时，我也被时代潮流所裹挟而成为一个

北漂人。想不到的是，我在北京一漂就

是三十个春秋。三十年来，故乡的小城

无时无刻不萦绕在我的梦里……

就在我漫无边际地遐想时，列车

已稳稳地停靠在站台。拿出手机看了

一下时间，7小时14分钟，记得当年我

离开故乡去北京时，得从县城坐汽车

到省城转乘绿皮火车，火车在路上得

跑一天一夜呢！

出站后，面对灯火辉煌、热闹非凡

的车站广场，我正不知向何处去，一辆

出租车很快停在我面前。一上车，我

便情不自禁地对师傅说：“太湖的夜景

都快赶上北京的长安街了，看起来发

展得不错啊！”师傅滔滔不绝地说开

了，县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如今已四

通八达，沪蓉高速、合九铁路、京港高

铁、105国道、211省道贯穿其间。尤其

是近 10 年来，新县城建设进入高速发

展期，建设规划充分考虑到了人与自然

的关系，营造出山体景观，与城市空间

有机融合，达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

处。说话间，车已进城拐入人民路，我

看见路两旁一幢幢高楼鳞次栉比，宽阔

的马路整洁明亮，车水马龙。路过人民

广场时，在五彩缤纷的霓虹灯下，我发

现不少老头老太太身着时尚新潮的服

饰在广场上散步、玩耍、跳舞，有的还在

唱歌，快乐的歌声传遍每一个角落，幸

福的笑容挂在每一个人的眉梢……

听着、看着、感叹着，更由衷感到

故乡无论怎么发展变化，有一点却始

终没变，那就是在故乡的每个角落，都

一如既往地散发出浓浓的绿意。

这就是我故乡的小城，正以前所

未有的勃勃生机，展示着青春的风

韵。哦，我的故乡我的根，装载着我儿

时的脚步，牵系着我远行的梦想。即

使树高万丈，叶落也会归根。即使时

间流逝，故乡的记忆永远是我心灵的

寄托，灵魂的港湾。

醉看故乡城与景，满腔思念寄蝉

鸣。如今，我已临近退休，在京城漂泊

了三十年，是该考虑回故乡安居了，回

到这座让我魂牵梦萦的故乡，回来就

再也不离开了……

沿河流的方向
■ 潘彩宜

踩着自己的影子
沿河流的方向一路向东
不问来处，只寻去处

河水穿过石头，也穿过我
紧贴大地流入迷茫的远方
落日下，头顶满天的夕霞
我是怎样带着沿途的疲惫
寻一处沙洲或者一棵树木

西边，仍夕霞辉映
北斗星将出现头顶
大地与天空之间
谁都是来去无踪的一缕风
远去的脚步没有回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