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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清晨，落着秋雨

南门闲话

□简丹
现实一种

□阿紫

干部

花花世界 木槿花 □ 唐艳波

落寞里，眼中尽是无奈和孤独
村庄写满苍老，时光远去
空间只剩下斑驳的墙面
石头铺就的台阶 颜色
跟你的皮毛一般灰色，或许
这就是岁月的光泽
我的回忆就像石缝长出来的青草
和苔藓，你的眼眸看不见我的童年
惶恐的心被荒芜和坍塌刺痛
我知道你已经记不清所有青涩过往
仿佛失去意识的老人
模糊之间依稀有些印象
于是你看着我无声，却又想告诉我
被遗忘的孤单和寂寞

守望
盛忠民 摄影/配诗

当年毕业分配，我分到的单位效益不
好。拿到介绍信的那天，班上八九个“难友”
聚餐，共议今后的出路。有的打算不去单位
报到，南下深圳或者刚建省的海南，或许在
那儿能闯出点机会。我知道家里不会支持
我放弃稳定的工作，决定先去单位干一阵
子，看看情况再说。

一个月后，除了老万，其他人都乖乖到
各自分配的单位上了班，因为家里都封锁了
经济，不让南下当无业游民。老万有一门课
毕业补考不及格，属于肄业，学校不管分配，
所以他父亲爽快地给了路费，让他去深圳自
生自灭。

在单位干着，常常产生辞职的冲动，但
都被父亲压住了。父亲说他一辈子积极表
现，却还是个工人身份。我能混到个“国家
干部”编制，怎么能不珍惜？然而所谓“国家
干部”，工资并不比年纪差不多的工人高，有
什么实际意义？父亲便给我科普。工人一
般只能在工厂之间调动，“国家干部”可以调
到任何单位。只要不违法犯罪，不被开除，
终身都是干部身份。后来同学聚会了几次，
验证了父亲的说法，有几位同学分别调进了
高校、银行、省直机关……

“刘科长每天人五人六的，神气吧？其
实他只是以工代干，相当于弼马温。如果调
到其他厂，只能当工人……”我在厂里的师
傅也很看重干部身份，他还知道国家干部分
二十多级，说我属于倒数第三级。

然而可以调动到好单位只是提供了一
种可能性，真正要实现难上加难。计划经济
年代，大一点的厂里，不同车间内部调动都
得走不少关系。至于跨单位调动之难，小说

《一地鸡毛》里有过描述。那真是求爹爹告
奶奶，眼看要成了，对方单位领导班子里有
一个人说得缓缓，弄不好就此泡汤。

等着大哥在他们单位能提上去，等着三
叔能当上人事科长……等着等着，单位就停
产了。那时走上社会从头再来，显然机会已
经没有当年多了，毕竟年纪大了。2003年去
深圳玩，见到了老万，当时他已经在当地买
了两套房。他说不是他有多大本事，是早年
机会太多，如果我当年也去了深圳，恐怕三
套房都有了……

去年，停产已久的单位完成了改制。由
于曾在化工车间工作多年，单位将我列入了
特殊工种人员名单，上报社保部门备案。不
过单位管人力资源的老汪对我说，届时真要
办提前退休恐怕会有难度，因为我在档案里
的身份是“干部”……

想想这“干部”身份真是害我不浅，好在
如今的年轻人不会被它捆绑了。比如我侄
儿，在民企、外企都干过，明年准备参加公务
员考试。对于刚走上社会的青年，过早的身
份束缚会影响他们的创造力。而且每个人
情况不同，适合在什么类型单位工作，需要
亲身尝试、体验才能确定。侄儿们将来的发
展，应该会比我好得多。

突然就想起了木槿花，在这无眠的深夜。
披衣起身，在院子里仰望静穆的夜空，是无边的
墨色，几点寒星遗落在上面，闪着极淡的痕迹。
努力在脑海里搜寻着曾经的那片粉，却只记得，
木槿花开的日子，只停留在童年的时光里，那拖
拽的岁月痕迹，绵长而遥远，三十余载的光阴久
远地连自己都开始怀疑，这世上是否真有那样
的一树花开？

儿时的家，是个半独立的小院落，邻家需借
道从我家门口才能到村道上，于是父亲将院子
围成了半开放。院墙是父亲自己用土夯起来
的，半人高，墙体上布满了岁月的青苔和蕨草。
主宅是一栋三开间的屋子，白墙黑瓦，坐北朝
南。屋子后面是一大片的竹林子，那是父亲的
心头宝。听母亲说，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总爱
在劳作之余，拿起心爱的唢呐，在竹林子里尽情
地吹上一段。我从未听见过父亲的唢呐声，亦
或者听到过，却因年纪太小，时间太过久远，不
小心将它遗忘在了时光里。所以每次听母亲这
样说，我便总免不了遐想年轻的父亲披着夕阳
的余晖，倚身在茂密竹林里吹着唢呐的样子，猜
测那时他的心情。父亲的那支唢呐我是见过
的，印象中它背负着满身斑驳的锈迹，静默地躺
在偏屋的斗柜里。自我见它起，它便一直沉默
着。它将自己的声音丢进了岁月的流河，连同
父亲的青春。

屋子的前面除了那条通往村道的小路，便
是一大片菜园和果地。地上一年四季生长着时

令的蔬菜与水果。父母都是极勤勉的人，过着
深耕易耨的日子，所以印象里儿时的生活条件
虽不如现在，但是父母却从未委屈过我们姐妹
俩的胃，剪春韭、拌黄瓜、炒茼蒿、炖白菜……虽
是平常却透着生活的烟火味，满足且心生踏
实。而夏秋两季，院子里的棠梨、樱桃、杏子和
大枣儿则成了我们姐妹俩解馋的好东西。除了
这些能吃的，院子里也有一些在邻里看来完全
无用的东西。父亲是个有生活情趣的人，即便
是在那样的年代，也不忘在院内栽上些兰草、腊
梅、桂花来给清贫的生活添上一缕清香。院落
的东边还有一栋小屋，是家里的粮仓和杂物间，
也是父亲与村里造房的老师傅一起，亲自用稻
草和泥夯筑而成。院子西边则是一大片田野和
邻家菜地，透过矮矮的院墙望去，视野极尽的开
阔，一直可以穿过村道、跨过村河，望到对岸的
山上去。每当夕阳西下，那抹橘黄的余晖从山
头越过小溪，跨过田野，迈进小院的时候，小院
顿时便有了诗意。而那一排木槿花，就在那温
暖的余晖中孕育着生命，在多年后的某个夏天，
突得就开出一篱的风情来。

听父亲说，村里的人喜欢把木槿唤作篱条
子，因为在多数村民的心里，它就是分院隔地的
好助手，生命力极其旺盛的它，即便只是剪成小
段的枝条，可只要有泥土，随便一插，一年半载
后便成了一道茂密的绿篱笆，远比夯土筑墙来
得省力。所以当时村里最常见植物除了粮食应
该就是它了。但是似乎没有人在意它是否开

花，何时开花，因为在物质匮乏的年代，有些东
西总是容易被人忽略，即便它们原本是美好
的。但是父亲无疑是例外的。

父亲把靠西边的院墙外都种上了木槿花，
密密匝匝的一排，在连接村道的小路和田野间
隔起了一道绿色的屏障，成了一段风景。我开
始留意那一排绿篱的时候，它们还不及我高，可
是随着日头的东升西落，逐渐的它们竟高出我
半个人头去。还未曾感叹它们蹿个儿的速度远
比我拔个子快得多，就在深春的某个早晨，发现
一溜排的阵营里竟蹿出好些青绿的骨朵儿来。
骨朵儿特别的饱满，整粒儿圆嘟嘟的，像是婴儿
肥润嘟起的小嘴，可爱极了。于是，那站着木槿
花的小路成了我最喜欢逗留的地方，即便是上
学，我也愿意放弃后院竹林子的捷径，改从前院
出门，慢悠悠的“路过”那条小道，然后绕个大弯
儿去校舍。风吹过，树影婆娑，我总惹不住用手
指去逗弄那些还在酝酿的骨朵儿，满足一下自
己的好奇心。指间滑过的是一种生命的圆润和
生机，湿漉漉的，带着晨曦露水的滋养。待到空
气里开始弥漫出一丝夏的讯息，那青绿的骨朵
儿便扯开一个口子，从里面拽出一绢玉白待放
的花苞，在微启的晨曦里闪出皎洁的光韵来，浅
浅的，亮亮的。不几日，那些含苞待放的花骨朵
染了淡淡的粉，终于在第一场夏雨后呼啦啦地
渐次怒放起来。一时间，村落小路旁，田埂上，
还有池塘边的槿花，说好了似的，齐刷刷地竞相
开放起来。槿花隐身在茂密葱绿的枝条里，纷

繁而美好。薄如蝉翼的花瓣在晨雾里舒展着，
清雅的淡粉，出世空灵。完全盛开的槿花根部
却染上了活泼的玫红色，配着嫩黄的蕊，在枝头
顾盼生姿，俏丽的袅袅婷婷。

木槿花的生命是短暂的，朝开暮落是它对
生命历程的选择，大有彻悟后的决然。但一树
渐次开来，竟也能从初夏直开到秋末霜降，于是
便有了“谁道槿花生短促，可怜相计半年红”的
千年一叹。我想，生如夏花，绚烂至极说的就是
木槿了吧！父亲是极爱这些花儿的，好几次，我
看到父亲趁着锄禾歇息的间隙，双手交叠在锄
头上，立在地里出神地看。我记得他那时的目
光，祥和而温暖，仿佛那些花儿能抹去生活中的
一切辛劳，带给他一身的能量。我不知道父亲
缘何喜欢这些旁人不太在意的木槿花，但是有
一点我是肯定的，我爱花的脾性是随了他。木
槿花开的那段日子，是我童年最快乐的时光。
我总是有意无意地转悠到那一排木槿花篱下，
嗅嗅这朵，摸摸那朵，好像要把这些花儿全都揉
进自己的怀里，但并不真舍得去摘，只是在满地
落红中去翻寻，若是看到一朵刚落地不久，鲜活
且完整的花，便欢呼雀跃的举着它跑回家去，拿
出心爱的书，小心翼翼地将它收入书中的某一
页，连同自己的一个美好的期许，将它们一起锁
进时光的匣子里。那份木槿花开的兴奋和快
乐，就像母亲酿造的一坛桂花酒酿，香甜软糯的
直到心窝子里去，任时光荏苒却是不散。

一天，回家打开一扇院门，看见另一扇门
背后一堆横七竖八的木块。想必是来师傅哪
儿“淘”来的。我不问，来师傅也不说。

几天后，我发现木块码得整整齐齐，旁边
的垃圾桶里盛着拔下的铁打（还不少呢）。来
师傅这是要干吗？我没问，来师傅也不说。

晚间，我还在大海淘沙似的洗碗，来师傅
抽着那根“饭后活神仙”的烟默默地从我身边
经过，拉开后门出去。我忍住不问，来师傅也
不说。

次日，空荡荡的客厅墙角多了一把瘦瘦的
锯子，温文尔雅的报纸旁边多了霸气横秋的电
钻。

国庆假期第一天，阳光无限美。我的计划
是把卧室和厨房都搬到院子，太阳底下洗洗晒
晒。然而，来师傅失踪了。

我耐心地等在家里，盯着墙上的钟慢腾腾
地挪。他都没吃早饭呢。

来师傅可不着急，骑个电驴，拉着几根方
木条，晃晃悠悠。不知道这样在路上有多危
险！

这是要干吗？！我终于按捺不住，发问。
做栅栏。
哦！可不，院墙外的花坛，栅栏经不住几

个夏季风雨的摧残，腐朽倒下了。来师傅看在
眼里，记在了心。

耳朵上夹一支铅笔，来师傅华丽转身成了
木匠。整个院子成了来师傅的木工工作间。
束之高阁的长凳搬下楼。卷尺、钢尺、榔头、锯
子、电钻、内六角扳手……工具摊了一地，来师
傅一眼就能找到。

栅栏要什么样？问我，我没概念。来师傅
说，每根木块顶端两侧削去一个脚。我嗯嗯点
头，脑子里还是空白——没有一点空间想像能
力！来师傅量完尺寸开始锯，嘎吱嘎吱，木屑
纷纷扬扬。谁家的院子还能听到这么传统的

声响！我颇以为傲，把院门开得大大的。
半日不见，木块钉成排，U字型栅栏成形。
再半日不见，我老远就看见来家院墙外崭

新的栅栏，在秋日灿烂的阳光下格外醒目。我
都能闻到木头的芬芳。

细心的来师傅还在栅栏的两个直角钉了
三角固定。他没读过物理，哪来的物理知识？

男人都是这样的吧？天生就知道如何换
灯泡。

我倒是学了两年多的物理，高三读的还是
重点理科班。可是，一双手至今仍无缚鸡之
力，一点动手能力都没有！为什么呢？

来师傅只是呵呵地笑，说再去“搞”些防腐
木块，再做个什么。花坛里的土要增高，花盆
里的花草要换盆……

大寒同学突然说，栅栏上再画个画。
好呀好呀，那不是更绝！

寒露刚过，空气里就充满了秋的气息。看
朋友发在圈里的柿子红了的照片，更是切切实
实感觉到了季节的更替岁月的脚步。

清晨，还没有从睡梦中醒来，连续接到三
个有点“诡异”的电话，被催醒。披衣而起，站
在朝南的阳台上看烟雨之下的小区，朦胧中透
着灰暗，似乎显出了一点萧索。阳台上的几株
盆栽，一如既往的不蓬勃也不妖娆；女儿养在
阳台上的大白兔，安静地待在前几天新买的笼
子里。昨天刚刚折回来的一枝桂花，还插在花
瓶里，残留的香气在客厅萦绕。

这样的清晨，适合听曲，适合喝茶，适合回
忆。

曲是老曲，随便几句唱词就翻动了几十
年的记忆，青春流逝，情怀依旧。“我曾经问
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总是笑我一无所
有……”“再回首，云遮断归途；再回首，荆棘

密布……”“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为你做的
嫁衣……”一首又一首的经典老歌，在客厅里
循环，像一双温暖的手，一遍又一遍抚摸着那
些远去的岁月和我们日渐苍凉的灵魂。

茶是红茶，温润醇厚，直抵心扉。之前曾
经痴爱咖啡，喝之成瘾，写过一些关于喜爱喝
咖啡的文字；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渐渐爱
上了茶。初时喝的多是绿茶，虽然沁人心脾，
却似乎少了一点岁月的浸润，会让人满足于口
感的舒爽；后来，尝试着喝各种各样的茶，尤喜
经过时光过滤后发酵的陈年的茶。泡一壶这
样的茶，倒在精致的茶盏里，感觉泡开的就是
一段陈年的往事，品尝的就是一段他年的时
光。几日前曾经在东桥脚下一个叫“闲来茶
舍”的地方喝茶，端起茶杯我脱口就说这是熟
普，为我们泡茶的师妹，笑得心领神会。

喝着茶，听着老歌，回忆似乎自然浮现。

那些年我们曾经经历过的事，曾经遇到过的
人，曾经走过的路看见过的风景；这些年想起
来还能温暖你的风霜雨雪，还能让你会心一笑
的某个瞬间，还能让你念念不忘的某个眼神，
一句叮咛……人的一生就是一场殊途同归的
旅行，有的人会在某一些特定的时光里陪你一
起走过，有的人会在某一刻与你擦肩而过，有
的人迎面走来，一转身却已无影无踪；有的人
出现，是为了要给你温暖；有的人出现，是为了
要给你伤害；有的人出现，是为了要让你明白
人性的丑陋与鄙俗……

忽然记起晚上有朋友约聚会吃饭，心生暖
意。都是一些极好的朋友，在曾经的一些年
里，彼此有过最深的陪伴与扶持，这些年，却因
各自的忙碌，渐渐疏离。

秋雨过后，满地桂花，不堪殇。人世凉薄，
愿你安好！

凡人茶馆 崭新的木栅栏 □ 陈夏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