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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爱的记忆源于

特殊的植物，那么树叶落尽后

银杏的尊严反而没有

因枝干的裸露而减少丝毫；

甚至在附近，立冬的圆柱高大，

隐身于寒冷的天光试图弹奏

我和生命的三个分歧：

第一个分歧，在我身上，

永恒从未矛盾于渺小；

因为使用永恒，我知道

人的渺小相对于世界的无知，

其实是一种不错的节约时间的方法。

说到剂量，渺小更有效；

但是妙就妙在，永恒更瞬间。

第二个分歧，除了沉寂的

黑暗之鼓，北方的悲伤

在我的意念中已无路可退。

冬夜塌向人生的冷场；

更多的时候，我不是时间的对象；

我是沙子的对象。所以，抱歉，

任何吞噬都对我不起作用。

凡被这无边的沙子吞噬过的，在此之前，

我已将悲伤的沙子吞噬过至少一遍。

第三个分歧，每到一个地方，

缓过神来，我便会从我的思想开始，

将自己拆成空气的新零件。

这里，紧一紧；那里，拧一拧；

发动之后，心灵的引擎突然清晰于

机器的隐喻，那微妙的震颤

隔着细细的蓝烟，胜过一切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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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的《三姐妹》中贯穿着一
句话：到莫斯科去！莫斯科，是三姐
妹灵魂的故乡、美丽新世界的大门、
理想生活的依归。可是，她们终究
没能“到莫斯科”去，莫斯科成了她
们心底永远的一滴泪。“到海边去”，
这几年成了我的人生拐点，而我，真
的来了！

就算不买房，玩玩也值得。一
去就看房，一看房就被点燃。在二
十几层，远眺海滩，近看度假别墅区
尖尖的红蓝屋顶，活像一个美丽的
童话在眼前展开了。但是C老师所
选的理想户型已经卖完了。抱定把
美好进行到底的心，绝不退求其次，
这一趟海边之行并没买成房子。回
到北京之后，“到海边去”的念想眼
看已经熄灭，又有消息传来：要不要
买？C 老师的理想户型。果断回
答：要！然后就要到了。再然后，来
年春天，用了三天的时间到海边，完
成收房并装修事宜。再到暑期时，
一所地中海风格的房子，已经在海
边等着我了。这样举重若轻地，有
了一个童话般的家外之家；这样如
梦似幻地，有了一个从未幻想过的
第二故乡。

我曾对亲友说，有了海边这套房
子，我此生在物质生活方面了无遗憾
了。这不是小富即安，甚至跟富不富
都没有关系，而是一种感恩知足：此
生拥有，已经足够；要得再多，就是贪
了。它给我的满足感，就是给我的人
生多开了一扇窗，我感到敞亮、通透，
城市里的淤积，在此得到疏解。我内
心的生活图景，不再只是无边的层层
叠叠的屋顶和街谷，我的心里已经有
一片海。我压抑的心气，有了天高地
阔的逸散之所，只需推开窗而已——
窗外就是海。在城里偶尔的窒息绝
望中，我只有想想海边的房子，想想
只要几年之后，有雾霾时我就可以

“到海边去”，才能感觉透口气。海边
的天空，笼罩在我的生活之上，给我
一片精神的上空，它是蓝色的、辽阔

的。它使我的存在有了回旋的余地，
所有不如意的“此在”，都可以借助

“别处”而克化。所谓的“生活在别
处”，于我而言很具体，就是“生活在
海边”。

海边就是我的远方，在海边的家
里家外，我终于觉得生活可以是不苟
且的。诚然，每一个人的“此在”，都
是别人的远方，但你若是把远方也变
成“此在”，或者说，把远方与“此在”
统一起来，你就可以不苟且了。生活
中太多的苟且是因为需要，所以，重
要的是，生活在某处你不需要苟且。
当我发现诗的背后也一样是苟且的
时候，能够在“家居海边”之中寻找到
不苟且，对我的人生是多大的提升。
我感激自己做出了一个看似浪漫的
选择。送纯净水的小哥，都要到我家
阳台上拍张照再走，确实，随便一拍
都是明信片。一个年轻的经理人在
我家办完事后，到阳台凭栏眺海与我
聊天，其中有一句：这样看看，挺好
的。他让我看到，每个人心里其实都
有一个远方、一片海，但多数人都是
只能在心里有。所以，当你真实地有
了，要懂得这种有的意义。

住在远方，就要有颗属于远方的

心，而我，正有这样的一颗心。一个
行者问老和尚：“您得道前，做什么？”
老和尚：“砍柴担水做饭。”行者问：

“那得道后呢？”老和尚：“砍柴担水做
饭。”行者又问：“那何谓得道？”老和
尚：“得道前，砍柴时惦记着挑水，挑
水时惦记着做饭；得道后，砍柴即砍
柴，担水即担水，做饭即做饭。”这个
小故事，被人做出了很哲学的理解：
大道至简，平常心是王道。而我觉
得，大道至简这样的道理，都太不
简。我的最简单的感受就是：在哪是
哪，看花是花，在陌生地方醒来不被
虚无和不适所侵蚀，身心就是安妥
了，而此心安处是吾家。当我在一个
假期从北京到老家，再到青岛、南宁、
海边，一路行来，均无陌异和不适感，
一直处于放松自在的状态，我就悟
到：自己终于克服了构成整个青年时
代精神底色的某种紧张感。这不经
意的一悟，令我感到生命中的重大的
释然。中国传统文化中，悟总是出世
的，比如《红楼梦》，但我向来以为，入
世的、使日常得到解脱的悟更为重
要，因为，芸芸众生，终究是要贴地行
走的；人的存在，从来不是什么凌空
蹈虚的事情。

我一向不太会用投资的眼光来
衡量很多事情，所以，这套房子，空
着的时候，我就让它专心等我，而不
出租。我要始终保有“我的”这种感
觉，一旦沾染陌生的他者的人气，我
就不再感觉是“我的”了，我在远方
感受到的慰藉也就减少了。我跟儿
子说，将来无论你在哪里生活和发
展，无论你怎么处置拥有过的房子，
都把这当作最后保留的一套房，所
费不多，却为自己的人生留一扇窗，
使自己的存在多一个维度，何乐不
为呢？

有次旅行归来，儿子感叹：说走
就走的旅行，不如说回就回的家啊！
我回应：是的，是的！而海边的房子
之于我，既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也是
说回就回的家。

下午三点钟的光景，冬日的周
末逐渐变灰，雾霾使整个城市的街
道和心情都变得愈发慵懒，树叶也
正在冬天的枝头缓缓老去。

我将厨房收拾停当，把洗净的排
骨伴着葱段和姜片放入砂锅，大火之
后，开启小火，沏上一杯龙井，静静地
等待着晚上饥饿感的到来。

我喜欢这样的等待，远远地听着
砂锅传来的水气声，仿佛平静的梵
音，抚慰着动荡的腹部，让心灵宁
静。微风过处，时不时荡漾而来的肉
香，沁入心脾，深吸一口，和着淡淡的
龙井的清香，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少
年的炊烟。

等待的这一刻，一切美妙的往事
都如光影一般，在空气中飘散……

等待，是一种心境，更是一种难
以言说的味道，而真正的美味往往都
需要缓缓等待。

前些年，我的父亲随我在京居住
时，看着阳台上空落，他就在阳台上
种植了各类的农作物蔬菜：韭菜呀、
蒜苗呀、西红柿呀和辣椒呀等。

每当它们一长出嫩芽儿，我就自
发地开启了等待的模式。每次走到
阳台，就会下意识地计算着它们生长
的高度该会以什么样的姿态变幻出
新鲜的菜香。

直到有一天，当一盘鲜嫩的蒜
苗炒肉摆上餐桌，那熟悉的蒜苗清
香溢满房间，等待的心情都转换成
眼前真实的存在时，那种心情竟是
万般滋味涌上心头。而再去阳台看
时，看着那空空的盆景，内心竟有说

不出的失落和怅然。
如今，父亲早已回归故乡的田

园养老，听说在老家的菜园里他又
种植了大葱、芋头和红薯等各种菜
果。我听后便又不自觉地等待起
来。也许，在等待中的某一天，我又
会收到那来自故乡的、带着新鲜泥
土气息的瓜果了……

其实，整个农作物的生长也都是
一种等待的过程。

谚语有云，春种、夏长、秋收、冬
藏。一种食物从庄稼成长为美味
儿，需要穿越大半年的行程。那时
候的生长都很慢，它们在寥落的田
野里，望着远处村庄里此起彼伏的

炊烟，伴着雨水和露水，努力地生
长着，所有的坚持和等待都是为了
延续那一缕缕的炊烟。虽然我们
在城市的霓虹灯里一顿接一顿地
吃着不觉得生长的漫长，其实哪知
道每一季的生长都会经历怎样的风
雨？

而农耕文明下日出而作，日落而
息的古人却深刻地体察着这种等待
——

在古代经典名著《周易》里就有
很多关于“等待”的卦象。其中，排序
第五的“需”卦就是直接指向饮食的
等待。

《象》说：“需，云上于天。需，君
子以饮食宴乐”。意思是说，人生、事
态的紧迫处，都需要生成前的等待，
犹如天要下雨，需要云雾的聚拢来等
候一样。

而君子饮食宴乐，就是怡然于某
种等待。

随后，《序卦》又进一步解释说：
“需者，饮食之道也”，开宗明义地强
调，饮食的事功及奥妙，全在于将济
未济的等待，在缓缓的等待中，才能
品出食物的诸般滋味。

就像《等待戈多》一样，也许戈多
会来，也许戈多不会来。也许，世间
本来就没有戈多，他只是一个传说，
而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在一次次等
待中品味着等待的况味儿。

因此，等待，它不仅仅是一种心
境，是一种美味。

或许，它更是一种人间万物的生
存哲学。

大海，涌动不息的大海——舷
窗里镶嵌的大海——波光闪烁的大
海。一艘轮船起航了，甲板上一对
看风景的英国年轻夫妇。他们看起
来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丈夫奈杰
尔英俊潇洒、温文而雅，典型的英国
绅士；妻子费娜优雅精致，一朵英格
兰玫瑰散发着幽香。他们此行是结
婚七周年（七年之痒啊）纪念之旅，
目的地是孟买，他们希望在古老的
印度追寻到——宁静。

他们深深地呼吸着有点腥涩
的海风，甜蜜地拥抱、对视、微笑，
怎会想到这次航程竟会是一次危
险之旅？

他们在船上邂逅一个性感妖
冶的法国女人咪咪和她坐轮椅的
美国作家丈夫奥斯卡。咪咪玲珑
浮凸的身体、勾魂摄魄的眼神不时

出没在奈杰尔的周围。奥斯卡则
似乎有着一种奇怪的嗜好：向陌生
人讲述自己的隐私，这个陌生人他
选择了奈杰尔。英国绅士的教养
和礼貌使奈杰尔推着奥斯卡的轮
椅走进他的客舱，从而令他尴尬地
听到一个火热大胆的情欲故事。
他没想到自己从此已被卷入这对
夫妇的生活，也成为故事中的一个
人物……

电影《苦月亮》就这样开始
了。故事的开始总是美好的。

奥斯卡是个没什么名气的美
国作家，靠着祖父丰厚的遗产生
活，住在他喜欢的城市巴黎。一
天，他在公交车上邂逅一个美丽的
法国少女咪咪。她是那么美，长发
飘飘，浑身散发着一种少女的清新
纯洁的贞洁气息，天真得象个孩
子，却有着成熟完美的女性胴体，
逸出蓬勃的不可遏止的诱惑。他
一下子爱上了她，两人共浴爱河。
少女的情欲一经发动竟爆发出无
比充沛的激情，两人畅饮着情欲的
美酒，夜夜笙歌。但这道过分甜腻

的佳肴到底还是败坏了他的胃口，
激情放纵之后，厌倦袭来。他们已
经越来越像任何一对平淡的夫妻
了。分手不可避免。但咪咪却还
爱着他，在不得已离开后又不顾脸
面地蜷缩在他的门前，哀求他开恩
让她回来伺候他，甚至允许他有别
的女人，曾经那么美丽娇媚、风情
万种的咪咪丢掉了她全部的尊
严。爱情真是一种令人软弱的情
感，当爱情无可挽回地已呈颓势
时，谁还爱着对方谁就会堕入万劫
不复的地狱！咪咪对镜剪去了披
肩卷发，穿上了围裙，目光胆怯、讨
好，象一个愚蠢的厨娘，瞬间失去
了曾经的照人光彩。她傻傻地沉
重地等待爱情，最终被爱情重创。

在两人分开又重逢之后，奥斯
卡被出租车撞伤，终致下半身瘫
痪。而咪咪则成了一个复仇女
神！她决定回来照顾奥斯卡，他们
看起来又像是一对恩爱的夫妻了，
但实际上她完全控制了他的生
活。她潦草地给他打针、敷衍他的
饭食、断绝他与外界的交往。在他
生日那天，她送给他一个包装精美
的礼物——一把手枪！她高唱着

“生日快乐”，一掌托着微型蛋糕上
一支巨大的白蜡烛送到他的眼
前。呜呼！可怜又可恨的奥斯
卡！他自食苦果。

这个故事在我是一气呵成，在
电影中却是通过奥斯卡对奈杰尔
的讲述，以回忆的方式分四次展现
出来的，回忆与现实不断交叉。随
着奥斯卡的讲述，奈杰尔的心理发
生着微妙的变化。奥斯卡成功地
挑起他的好奇心——当他听到咪
咪的悲惨遭遇时，他又多了一份男
人的怜香惜玉。喜新厌旧、诱惑、
好奇与同情种种，终于促使他从心
理上背叛了妻子，爱上了咪咪。而
奈杰尔的心理在奥斯卡看来，简直
洞若观火。可以说是他一手导演
了这出戏，他明察秋毫，以一个作
家对人性的洞烛幽微，不厌其烦地
又做了一次关于人性的试验。

但人性是多么经不起试验！
即使是像奈杰尔和费娜这样似乎
无懈可击的婚姻也经不起任何一
丝诱惑，或者说他们现在之所以还
感到那么幸福，是因为他们还没有
遭遇诱惑。这里面没有什么对错，
只有人性的真实，就象奥斯卡和咪
咪经过疯狂的高烧，不可避免的降
温一样，奥斯卡的厌倦、新的渴望，
这也无关乎道德、个人品质之类，
你不能说他坏，你只能感叹人性的
真实。就像你不能不承认甜的东
西很容易变酸、抛物线到了顶点就
得下滑一样，你也不能不承认任何
婚姻都存在着悲剧的因素、任何美
好的东西都不能永恒一样。

没去过海口的葡萄园，过了八
月半头，到了九月，超市里偶尔才
能见到内地来的巨峰葡萄。价格
高，也不怎么新鲜，店员招徕顾客，
摘一粒递过来说，尝尝，很甜。葡
萄紫莹莹的，泛着白，很惹人。但
并不甜，酸，经过长途运输葡萄已
不新鲜。我这个葡萄控想葡萄想
得心酸，在一个海南微信群里问，
这里不产葡萄吗？有人速答，三亚
有个葡萄园。很热情地发来二微
码指示道路。但没人告诉我海口
的葡萄园在哪儿，三亚距我三百公
里，开车一个来回要大半天，还要
冒着晒脱一层皮的危险。心下遗

憾。罢了，葡萄是酸的，我已不喜
酸。

居中原时，每年一入八月，郑
州的长衢罗巷、商超店铺，处处摆
列着葡萄。成筐的、成堆的，一嘟
噜一嘟噜在人眼睛里晃。我热爱
葡萄，大概是儿时长时间呆葡萄架
下听牛郎织女，呆出了感情；也许
是听说葡萄里面有使女人年轻的
元素，难以放下；也许是喜欢它酸
酸甜甜一如日子的味道，爽口。总
之，我于葡萄，就如某些爱好控，该
遇时不遇，似乎能发疯。

中原土地和气候适宜栽种葡
萄，郑州郊区有很多葡萄园，葡萄
成熟的季节，周末常带儿子一起去
剪。葡萄园有上千亩，一家一户紧

挨着，一样的葡萄品种和葡萄架，
浅沟壕隔开。每串葡萄上都套个
白色纸袋，防生虫。我喜欢拉着爱
人的手在葡萄藤下一遍遍穿过，它
能让我找到漫步云端的浪漫。读
大学时，露天影院常放映一些奥斯
卡经典大片，虽然时间上过期，但
艺术效果没有期限。《漫步云端》葡
萄园深深印在脑海里，延伸到生活
中。亲手剪上一大筐，百多斤，可
酸甜上一星期，下个周末再去剪。
来来回回去个四五次，葡萄差不多
就被剪完了。

我单位东边原是个葡萄园，八
月时节，葡萄成熟，圆嘟嘟紫莹莹
缀满枝条。有的伸过学校的围墙，
露出绿叶紫果来。校园很静，葡萄
枝条很热闹，在校补课的高三学生
看到葡萄，一起疯了起来。有大胆
的学生爬过墙去，摘一堆裹在上衣
前襟里，又翻墙过来。我把眼睛迈
过去，装作没看到，“青瓜梨枣，谁
见谁咬”，只要不是破坏性的，孩子
们嘴馋，调皮捣蛋些许，也无可厚
非。天地之间，放养个孩子的小野
性还是允许的。先送老师一札，我
不要。君子不饮盗泉，老师不食偷
果。虽矫情，身为师，盗字并不能
倡导。我家乡农村，夏秋之际，瓜
果成熟，谁人走到瓜田旁边、梨枣
树下，口渴摘下三两只，也无不
可。中原文化厚朴、包容性强，并
不以之为盗。后来葡萄园被征用，
建了个小区叫“玫瑰花园”。为什
么不叫“葡萄果园”呢，难道玫瑰优
于葡萄？那么大一个葡萄园就此
消失，心下遗憾很久。

几年前去苏州大妹家，说着话
就到了八月头，习惯性想起葡萄。
大妹说苏州不栽养葡萄，买不到。
苏州地并非酷热或苦寒之地，也是
水土肥沃万物生长的养人之处，为
什么就不产葡萄呢？觉得不可思
议。新疆葡萄沟的葡萄能甜掉人
大牙，那里的人们该是世上最幸福
的人啊。

春来了，燕子在屋檐下呢喃

我，种下的一颗种子分娩了

在水流潺潺的地方自然生长

温暖了大地温暖了一片天空

我躺在大海里的一朵莲花上

读李白亲手写给我的一首诗

而每一行诗句都被秋水洗过

飘逸出缕缕沉醉多年的酒香

还有一瓣瓣徘徊千年的月光

享受云端的星星抛来的媚眼

当我的太阳从背后冉冉升起

我已在女人胸膛里造所房子

就这样，让春风飘过琼林苑

就这样，让春雨飘过金谷园

让我的孩子们不受风吹雨打

让我大地风生水起春来花开

如今谁知自己从哪来到哪去

春天，我携母亲站在大海边

而我是冬日埋藏地心的木炭

成了今生温暖你心窝的钻石

我是前世天下的一泓太平洋

成了今生一粒为你疗伤的老盐

千年了，九天把我轻轻留下

留下一缕春风留下一个世界

时
光

■
李
明
刚

从太阳升起的地方，海风追逐着浪花

时光追逐着飞鱼，一齐在大海奔跑

从片片黄叶跃起，时光在绿叶间

完成新的轮回

放牧海风鱼群，打捞蔚蓝

辽阔的大海，放牧着它的喜悦

黑暗中的恶作剧，时光

却让人醉生梦死或生不如死

更多的时侯，它喜欢贴对联

贴出，一个个透亮的日子

致
春
天

■
李
孟
伦

茶
余
客
话

等
待
，是
一
种
美
味

■
白
玮

风
物
写
意

馋
葡
萄■

马
思
源

文
艺
随
笔

甜
月
亮
，苦
月
亮

■
王
雁
翎

《出海》（国画） ■ 陈新华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