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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门前有片竹林，竹林下有方不大
的空地，空地上凹凸不平的泥土中镌刻着
如我般漂泊者的童年记忆与村庄温存。
即便离开村庄多年之后，好像身上仍紧紧
粘着这些泥土的尘灰，无论以怎样的光鲜
方式梳妆打扮或改头换面，也无法篡改内
心深处最真实的记忆基因。在我看来，门
前这片竹林及林下的空地，就是一把钥
匙，哪怕锈迹斑斑，也毫不妨碍在无边的
深夜打开一幅鲜活而温暖的画面。

这不，窗外有月，我倚在十一楼窗前
的书桌上，分明看见门前那片竹林沐浴在
洁净的月光中，仿佛所有纯真的童年画面
就在明亮的空地上翩翩起舞。

看似荒芜的空地，却是整个院子所有
孩子的乐园。志亭、平哥、谦谦、敏娃、琴
琴……这些熟悉的名字，都深深刻在林下
的空地上，每一寸泥土、甚至尘灰都充斥
着他们的呼吸与味道。那时，我们不用刻
意约定，一到时间，都会不约而同地来到
林下聚会，即便有时娱乐项目不在林下，
这里也一定是出发点。玩玻璃珠、捏泥
人、躲猫猫……一大堆趣味无穷的游戏就
围绕着竹林或空地展开，林下的每一粒尘
土都蕴藏着我们的欢声笑语。

童年的格局十分有限，但这并不代
表我们的眼光不能投向更广阔的天地。
我们曾在林下约定，于烈日炎炎的午后，
躲过所有大人的监视，成群结队去院子
之外的小溪，一丝不挂地将身体交给清
澈的溪水；我们也曾在林下密谋，于秋高
气爽的季节，挣脱所有家长的管束，三五
成群走上好几里地，用平时攒下的零花

钱或从家中钱柜里偷出来的一两元钱买
几个游戏币，忘我地置身电玩的世界。
或许，今天的孩子已很难想象，在没有手
机的年代，一片竹林、一块空地，几乎承
载着我们所有的童年时光。

有时，我们也会在某个晚霞满天的傍
晚，聚在一起痴痴地望着太阳落山的远方，
谈论起各自远在他乡的父辈。虽然没有见
过什么大世面，但我们吹起牛皮来，却一点
都不差，恨不得把红彤彤的天也吹破。志
亭说过，他父亲在成都做司机，开着比房子
还大的货车；平哥说过，他母亲在广州织衣
服，一天能够织上千件新衣服；我说过，父
亲在上海一个偌大的建筑工地当主管，手
里掌管着整个工地的财物。其实，我们心
里谁也不大相信谁的话，但都不揭穿，似乎
都乐于享受吹牛皮给内心带来的那点虚
荣。但事实并非如此，每个顽皮孩子心里
的某个角落都有一丝隐忧，是一种飘向远
方的思念，亦或是来自厚重土地的渴望。
谁也不知道，在这片竹林之下，一群孩子完
成了世间最伟大的情感宣泄。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开始慢慢
长大。最先离开村庄的是平哥和琴琴，他
们是兄妹，念完初中就去成都打工了。后
来，敏娃和谦谦也相继考上大学，离开了
村庄。多年之后，我和志亭也在同一年考
上了大学，去了两千多公里外的陌生城
市。至此，林下的喧嚣在风中渐行渐远，
荒芜成了一方无人问津的“废墟”。

多年之后，远行的父辈们相继归来
了，而我们却漂泊在陌生的城市不愿回
去，或许这其中夹杂着几分现实的无奈，

亦或是对命运的不甘。新一代的孩子大
多也跟随着我们成为城市的漂二代，只有
极少部分孩子成为留守儿童坚守在村庄，
但他们再也没有谁将所有的童年交给这
片竹林或空地，而是将更多的童年时光转
嫁给了手机，以及手机能够连接的村庄以
外的世界。所有孩子的心都开始变得躁
动不安，林下的世界再也没有能够让一个
个纯真生命内心坚定安稳生长的魔力。
林下的热闹似乎就要划上句号了。

但这片竹林似乎也有点不甘心。
林下的世界虽然随着孩子们的离去

变得孤寂，但又随着父辈们的归来变得热
闹。农闲或阳光毒辣的午后，林下的空地
成了父辈们拉家常或乘凉的好地方。每
天午饭后，大伯会习以为常地端几根凳子
到空地上，父辈们也都非常自觉，洗过碗、
忙过家务便陆陆续续地聚拢来，要不了好
一会儿，林下的凳子竟座无虚席。曾经的
主角是我们，而如今的主角却好像成了父
辈们，但事实却是，主角仍是我们。

父辈们聚在林下，会聊到过往，聊到家
常，更多则是聊他们远在城市的孩子或孙
子。饱经沧桑的父辈们比我们谦虚多了，
当大家谈到某人的孩子在城里混得风生水
起时，当事者总会低下头，连连摆手，口里
还不停地嘀咕“哪里，哪里”。或许，父辈们
在乎的不是我们在城里能够飞多高，而是
希望在城里的我们也能像曾经在村庄一
样，过得安稳而踏实。人生的因缘际会就
是这样奇妙，如今他们时常表现出来的谦
虚，与当年我们吹破了天的牛皮一样，都饱
含着飘向远方的思念和来自厚重土地的渴

望，只是主体与对象，调换了位置。
两个月前的一个周末午后，阳光火

辣辣地照在城市的柏油路上，卷起一阵
阵令人难以忍受的滚滚热浪。我开着车
逃离城市，偷偷溜回村庄，正在林下聚会
的父辈们懒心无肠地拉着家常。他们见
到我，有些诧异，也有些惊喜，一下子就
将所有的话题转到了我的身上。大家你
一言，他一句，好不热闹。而我却从他们
复杂的热闹情绪里体会到一丝落寞。或
许，他们落寞的是，林下聚会的老伙计，
一天天老去，有的已经入了黄土，终将有
一天这片空地会重新归于孤寂；亦或许，
他们心里都明白，所有后辈对村庄的“背
叛”几乎是不可挽回的，没有人会再回到
村庄重拾他们的信念，延续他们看似热
闹却饱含悲怆的林下聚会。

我的心情比父辈们的情绪更加复
杂。我想不明白，曾经我们的林下聚会与
如今父辈们的林下聚会到底有着怎样深
刻的关联或呼应；我也想不明白，林下聚
会终将成为村庄遥远的念想，又是怎样的
命运安排。看着父辈们沧桑的背影，我消
失在村庄苍茫的暮色中。在回城的路上，
车窗前又是漫天的晚霞，像一幅带血的
画，十分惊艳，却透着几分苍凉。但经历
过村庄林下聚会的生命，纵然被巨大的苍
凉裹挟，也仍会生出几分温暖的想象。我
想象着，有一天所有的小伙伴都回到村
庄，回到林下的欢乐世界，卸下面具，卸下
防备，重新做回一个个天真无邪的孩子。

或许，我曾经的小伙伴们，也在某座
城市的某个角落这样想象着。

去年初春二月的一天上午，我沐浴着
久违的阳光漫步在广场一角的九曲河边。

忽然，不知从哪里飘来一阵咿咿呀呀
嘿嘿哈哈的笑声，接着又是一连串局促的
叫声：“儿子，儿子，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这样对你不好，你要笑，你要爱，不要……
不要……”

余下的话音袅袅飘散。
不要什么？我东张张西望望，竖耳细

听。那声音愈来愈弱，愈听不清就愈想听清。
我感到纳闷、惊疑，甚至有点惶恐。

我揣摸着将要发生什么或正在发生什
么。于是，我踮起脚尖又向前走了几步，
发现那声音是从右上方的平台上传来
的。于是，我穿过密林拾级而上。

当我迈上最高一级台阶时，眼前突现
令人意外的一幕：浓密的树荫下，两个成
年男女、一个小女孩、一个小男孩围成一
圈；小男孩虎头圆脸，双腿叉开站在石板
地上，脸色铁青，眼睛瞪得溜圆，怒视着他
对面的小女孩。

小男孩的父亲搂着他，嘴里不断地重

复着：“儿子，儿子，不要生气……不要恨
人，你要笑……你要爱……”

小男孩却不为所动不依不饶，依然怒
视着那个小女孩，而且愈恨愈凶。

他的斜对面是一位老大姐，背朝我盘
坐于石板地上，笑得前仰后合。我这才发
现那笑声原来是从她那里发出来的。

无论老大姐怎么笑，无论小男孩怎么
生气怎么愤恨，无论小男孩的父亲怎么
劝，倚靠在护栏边的小女孩却无动于衷。
她在阳光透射的树影下，目不转睛地抚弄
着手中的两片树叶。

小女孩也许是那位老大姐的小孙女。
受老大姐的“传染”，我也不由得朗声

笑起来。笑着笑着，我戛然而止收起了笑
声。我觉得那小男孩的眼珠都快瞪出来
了，稚嫩的小嘴巴由紫红变得乌青。直觉
告诉我：这样瞪下去要出大事！笑，无助
于排解他的恨。老大姐的笑声也戛然而
止了，她或许也预感到不妙了。

我悄声问老大姐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说：“我也不知道。两个小孩耍得好好
的，不知为什么就突然变成这样了。”我
问：“你这小孙女多大了？”她说：“刚满三
岁。”她告诉我，她们与这父子俩并不认
识，当天是第一次碰面。

我望向小男孩的父亲，急切地问道：

“到底怎么啦？”
小男孩的父亲没有回答，连看都没看

我一眼。他依然苦口婆心地复诵着上面
的话，而且还边复诵边揉搓着小男孩的胸
和背。小男孩依然怒视着。小男孩的父
亲急得毛发直立，大汗淋漓，似乎眼泪都
快出来了。

就在我心急如焚爱莫能助时，小女孩
悠悠地抬起头来，指着小男孩的眼睛说：

“奶奶，你看，他好……好……好……”她
没有把话说明白，有些话似乎飘落到阳光
点点的树荫下了。

小男孩正懵懂地盯着小女孩，嘴角凝
着一丝淡笑。他的目光柔和起来了，脸蛋
也红润起来了。

小男孩笑起来的圆脸蛋真好看，像一
轮嫩红的太阳在头顶闪着璀璨的光辉。

我如释重负。
小男孩的父亲也面露喜色。他缓缓地

伸直腰板，出了口大气，接着又弯腰下去，
脸贴着儿子的脸，小声道：“乖乖，儿子，你
是男子汉，你应该对小妹妹说‘我错了’。
说啊，说啊，快说，快说‘我错了’。”

小男孩羞羞地望着小女孩，张了张
嘴，欲说未说。

僵持，沉默，寂静。
小男孩的父亲不停地催促儿子：“快

说说，，快说快说‘‘我错了我错了’’…………””
我在旁边插话说我在旁边插话说：：““他不说就算了嘛他不说就算了嘛，，

干吗非要叫他认错呢干吗非要叫他认错呢？？””
小男孩的父亲瞥了我一眼小男孩的父亲瞥了我一眼，，又重复着又重复着

那句话：“说，说‘我错了’。”
老大姐笑哈哈地摆着手：“算了，算

了，别说了，别说了！”
“不行。”小男孩的父亲也瞥了她一

眼。
小男孩怯怯地望了望父亲。父亲又

捏了捏他的小手：“快说，快说。”小男孩目
光斜斜地望向小女孩，嗲声嗲气地说：“小
妹妹，我……我错……错了！”

顿时，小女孩手舞足蹈地笑了起来。
我笑了，老大姐也笑了，树上的小鸟

似乎也叽叽喳喳地笑成了一片。
笑声仿佛消融了一切不快。
小男孩的父亲将他抱在摩托车后座

上，向前推了两步，忽地回头笑着对儿子
说：“给妹妹再见，给奶奶再见，给爷爷再
见！”小男孩边挥手边笑着说：“再见！再
见！再见……”

我感动地挥了挥手。
小男孩的父亲眉毛一扬，转身，发动

摩托车，载着儿子高兴地离开了。
我目送着他们的背影沿着河边那条

笔直的公路渐行渐远，直到他们从我的视
野里消失。

我望着父子俩远去的方向，脑海里反
复出现他们溢满暖意的温馨笑脸，《你笑
起来真好看》的动听歌声从附近商店里飘
过来，久久萦绕，余味悠长。

““今天今天，，你用爱播撒的种子你用爱播撒的种子，，明天一定明天一定
能生根发芽能生根发芽，，绽放出最绚丽的花朵……绽放出最绚丽的花朵……””
我满意地爽笑起来我满意地爽笑起来。。

多年前我二十好几了没有女朋友，父母着急了，四处张罗着
帮我介绍，就这样，一个名叫茵的女孩被推到了我面前。茵出生
在高原，父亲是一位军官，家境很好，培养出来的茵却有着独立
的个性。她惭愧的是脸上的两团高原红，在我面前总想掩饰它
们的存在，好在我并不特别在乎这个。

茵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女孩，每次进馆子，她总选街边小店，
还美其名曰“比大馆子的饭菜好吃”，其实我知道她是体谅我收
入不高，替我俭省。茵喜欢看书，看过的书多过我十倍，每次我
炫耀自己的文章时，虽然很稚嫩，茵却说“很好”，还经常用她娟
秀的字迹帮我誊抄文稿，每次面对退稿，她都鼓励我不要灰心。

茵身体很好，所以当她突发胆结石时，我着实有些意外。医
生建议手术，不然会反复发作。茵征求我的意见，宛若我是她家
长，我当然点头，并且考虑她父母远在外地，自愿留在医院照顾
她，直到康复。

茵的工作在外地机关，每次来见我，必调剂好时间，挤长途
车，至少要费时四小时以上。那阵还没有手机，甚至传呼机都没
有，许多交流都靠不断往返面对面聊天。手术之后，茵越发留恋
在一起的时光，告诉我她想办调动，来我所在的企业上班。

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甚至茵的调令都寄到了我所在企业的
人事部。这个时候，我变卦了，我突然写信告诉她我们分手算了，
至于原因，不是有另外的谁出现，而是我从来没看过茵穿裙子。

有时候人就是固执，一旦有个不舒服的念头出现，就容易被
放大，变得不可调和。茵性格好、善解人意、知书达理，但她不穿
裙子。我们交往三个多月了，我没见她穿过一次裙子，这让我感
到缺了点什么。可能就是感觉她缺那种飘逸的女人味吧！

茵的调动终止了。后来听介绍人说，茵因此流了很久的泪。
很多年后，我女儿大学毕业，交了一个男朋友。男方家境

不错，也很宠她，但女儿却不时噘着嘴怏怏不乐。一问，女儿竟
说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原因，男方的母亲思想守旧，不准她
穿裙子。

真是奇了怪了，都什么年代了，还禁锢女孩子穿裙子，我决
定去会一会未来的亲家母，看看她思想有多顽固。

约好了时间地点，双方家长终于登场，未来的亲家母远远地
从对面走来，看得我眼花缭乱，以为时光倒流了。不错，对面走
过来的竟然是茵。

一个天大的玩笑就这样令我毫无防备地发生了，我感叹世
界很大，有时却很小。茵倒坦然，她说，当初看我女儿第一眼就
仿佛认出了是我的模子，再一追问，果然不出左右。茵一直咽不
下20多年前那口气，就在裙子上挑剔为难，我女儿就成了“牺牲
品”。

茵很快又笑了。她说，她把当年的事讲给了现在的老公听，
大家都觉得好笑，年轻时做的一些决定，要到经过岁月雕刻后才
觉得幼稚，不过，过去的也就过去了，不准穿裙子只是女人的一
点小性子，只要我敬一杯酒，便一笑“泯恩仇”。

那晚欢聚的气氛很好，当年没成为一家人的两个人因为儿
女姻缘，重新变成了亲人。有些人有些事，回首一想，宛若梦境。

茵早已调到了省城，婚姻幸福，气质优雅，不但早已没有了
高原红，而且爱穿一件颇具女人味的旗袍裙。

在这温馨之夜
我用双手组成心形
向着你的方向祈祷：
亲爱的，我想和你牵手人生路！
你的手温柔，光滑
有唐诗宋词的婉约
有春花秋月的瑰美
我要用一生的时间来解读

牵你的手，瓷器般脆弱
我没有失手的理由。
亲爱的，请伸出你的手，
让我们十指相扣，一生缠绕。
左手牵你的右手
或右手牵你的左手
让十指连心，相濡以沫。

明月隐藏在云朵后面
依稀花影打碎身影和目光
追随一只萤火
朝你在水一方的河洲进发
以手为剑，披荆斩棘
以脚为船，横渡爱河。
亲爱的，一路上朴实的花朵微笑着
我收藏成彩虹
编织成项链送给你！

牵你的手，相互缠绕的爱情
绽放青春的玫瑰抵达秋天的果实
鹊桥已经搭就，情路已经开通，
别犹豫！请把你的手伸出来，
我把爱放进你的手心，让你看得见摸得着。
我们一起去看星星吧，看一看
哪一颗是牛郎，哪一颗是织女。
我们用心把他们聚在一起，
让夜晚明亮起来。

亲爱的，树叶很快就要变黄了，
我们也会变老我们也会变老，，像树叶一样会飘零着像树叶一样会飘零着
落叶归根落叶归根。。
只要我们牵着手走过朝阳和黄昏只要我们牵着手走过朝阳和黄昏
走过青丝和白发走过青丝和白发
即使化成灰烬即使化成灰烬
也会你中有我也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中有你。。
我知道我知道，，泥土里面也会有我们缠绕的根泥土里面也会有我们缠绕的根
一如我们环环相扣的十指，
怎么也分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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