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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仿佛站在小城之上，我对这

个高度和视觉很满意——这是我房屋的
二楼走廊，我站在上面，脚下是万家灯火。
音乐、喇叭、人声，此起彼伏，热闹异常。
我凝视着这一切，满足而又庆幸。34 年
之后，我依然能够站在这里，静静看这
一份生活的演绎，我突然就有一种恍惚
的隔世之感。34 年来，疾病、挫折、悲
与喜、寂寞与失落，风来云去，花开花
落，许多往事、名字和背影枯萎再枯萎，
唯有我，在时间之外，像一尾漏网的鱼，
侥幸地存活。

1973 年 1 月 27 日，对我的父母来说，
是一个喜庆的日子。我无法想象，当我
以一个男孩的身份降临，父母是怎样的
喜形于色。我作为这个家族的长子，让
他们看到了血脉延续的希望。许多年后，
我听母亲说，当证实了我的性别之后，
一向懒于料理家务的父亲突然变得勤快
起来，挑水，劈材，煮饭，无所不做，
与姐姐出生时的四处玩乐判若两人。而
许多年后，我却在想，如果当初他们知道，
我的生命充满了劫数，他们会不会因此
而沉重？

一个事实是，我身体从小孱弱，而且
一直频临死亡的边缘。

我总是感冒、发烧，然后死去（但心
脏没有停止跳动），母亲说，在她忙着
干活或者吃饭的时候，我的疾病都会发
作。我总是不分时候的突然死去——全
身抽搐，然后气息全无。母亲说我患有
晕病，每一次都让她心惊肉跳，痛苦不堪。
母亲特别跟我提起了那个夜晚——就在
她刚刚把饭菜端上桌面，我却从板凳上
摔倒了下去。把我抱起来的时候，我鼻
子的气息已经细若游丝。顾不得吃饭，
在身体撞翻饭菜的同时，父亲抱起我便
朝县城飞跑。那时交通不便，县城离家
有 30 里，父亲就这样一路飞跑着。还不
到一半路程，我已停止了呼吸。父亲认

定我这次是真正的死了，说把我扔掉算
了。但母亲却坚持说不到医院确认死亡，
她决不会放弃。母亲告诉我，当她气喘
吁吁的跑到医院，却遭到医生的呵斥，
医生说人都死了你还抱来干啥？无论母
亲怎样求情，医生就是不理睬。后来母
亲突然想起了当区委副书记的外祖父。
但不巧的是，外祖父已经去看电影了。
在一番辗转寻找到外祖父后，医生才从
母亲手中接过我，作最后的抢救……母
亲讲述这些细节的时候，我还明显的感
觉得到她内心的恐惧和后怕。母亲对我
说，你真是死中得活，要是我同意你父
亲把你扔了，要是那晚找不不到外祖父，
要是……

此后，我依然不断的晕倒。母亲说，
一个偶然的机会，跟我一起在医院输液
的一个老妇在查看我的症状后告诉她，
一个叫魏金秀的草医能根治我的病。后
来，母亲背着医生悄悄给我拔掉针头找
到那个草医，后来草药确实治好了我的
病。而我之所以要提到这个老人的名字，
是因为许多年后，在一家小饭馆，我意
外的遇到了她――她所回忆的细节，跟
母亲说的丝毫不差，她不无沉重的说，
遇上我，你总算躲过了死亡。

但她不知道，后来，我还是不断的与
死亡相遇。

小学四年级时，我全身浮肿，不能行
动，终日躺在床上。

医生让我不断的吃药、打针，但却总
是不见好转。特别是后来，当父亲再也
支撑不住医药费后，便不再送我去医院。
除了四处寻找偏方之外，还弄来一本中
医书，发誓一定要自己找草药清除我的
浮肿。我至今仍记得他一边取出采回的
草药，一边对照医书查看的场景。他的
欣喜是当他从山上找回一种叫做鹅耳长
的淡绿色植物后――当我吃下用这种植
物煎的鸡蛋，浮肿开始逐渐消退。看着
我再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父亲在欣喜

的同时，也充满了忧虑――父亲一直为
我多病的身体忧心如焚。

我想我是幸运的，我这尾漏网之鱼，
总是与不幸擦肩而过――

我生病的时候，他们还没有生病。
我病愈的时候，他们却已经死去。
这个夜晚，N 多年之后，当想着一

尾漏网之鱼，想着工作，还有生与死，
重与轻时，我企图用这种形式，再次提
起他们早已枯萎的名字：小美、红霞、
二林。

小美大我 3 岁。最后一次遇到他时，
他正扛着约 200 斤重的稻谷在田野里健
步如飞。我丝毫看不出他有任何的疾病。
看见我，他放下稻谷，说，你脸色很苍
白，没有半点血色，要抓紧吃药，毕竟
还很年轻。那时是秋天，云淡天高，秋
阳高照，而我却还裹着一件外衣，冷气
不断的在体内回旋。我很感谢他对我的
关心。后来望着他健步如飞的背影心生
羡慕，再后来却听到他患了直肠癌的消
息，再后来，他死了。我愕然。我总是想，
在他关心我的那一刻，他是否想过，在
死神的笼罩下，他竟然逃无所逃，而我，
一个几近垂危的老病号，却能漏网而去？

红霞是我远房的舅舅，仅大我 5 岁。
他从老山前线的猫耳洞退伍不久，我便
再次病了。他到学校看望我，赠了我一
张照片：他手握刚枪，背靠老山上的一
块石碑，双目远望，炯炯有神，生命的
活力在英气中焕发和彰显。我知道他的
用意――他想让我走出悲观和消极的泥
潭，焕发向上的生命活力。但让我们彼
此都想不到的是，他后来突然患了脑膜
炎，由于乡卫生院医生误诊为平常的感
冒，延误了治疗，及至死去。他死的时候，
是我亲自把他从床上移到堂屋的门板上，
并按照风俗，用一棵麻线捆住双脚。他
没有结婚，身后无子，在帮他料理后事
时，我作为孝子，不断跪在他的灵堂前，
望着他的遗像（就是他赠我的那张照片），

我无限悲怆――我甚至想，他其实是不
该死的，他一直很健壮，但却死了；而
我应该死的，我一直疾病不断，但却活着。
生与死的邂逅，幸与不幸的边缘，矛盾
而又客观的存在着。

二林大我 4 岁。不知是凭那一层关
系，我也称呼他为舅舅。二林总爱外出，
我很少跟他见面。只是有一天黄昏，我
在村外的岩头上晒太阳时，恰巧遇上他。
他一脸灿烂，没有问起我的病情，但却
不断的跟我说起一个个近乎“死而复生”
的病例，比如某某又是医院下判决说活
不过 2 月，但最后却被草药治好了，某
某又是患了几十年的慢性病，后来无意
间遇到某某，几济汤药后就收到了药到
病除的功效……我同样知道他的用意，
他不想让我失去治疗的信心和勇气。但
此后不久，他的臀部，却开始生疮，并
逐渐腐烂。他终日躺着，开始厌世，甚
至想到了自杀。但他却是幸运的，在他
父亲的努力下，后来一个乡村的草医，
确实治好了他的病。他不但结了婚，还
到浙江某厂当了一个小老板。我无比的
羡慕，同时也无比的悲观――这些草药，
为何在我的身上，就是出现不了奇迹？
二林好了，对我也就更加的关心，我就
一直记得，那个春节，他坐在车里，在
村口遇到我，第一句话就是询问我的病
情，并鼓励我一定不要灰心，不要放弃
治疗的勇气。我虽然答应着，但我是失
落的，在看着他远去的瞬间，甚至对他
的幸运产生了嫉妒。而让我再次意料不
到的是，就在此后的第 3 天，他在回浙
江的路上遭遇车祸，当场死亡……

幸运的终究是我。我想。这个夜晚，
时间之外，小美、红霞、二林，你们是
否知道，我这尾漏网之鱼，还在看着世
间的热闹――我想，我该是满足而又庆
幸的，尽管我也会有几分失落和悲怆。

维公元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八
日，岁在壬寅，小满属序。和风
开宇，碧绿满枝。纪念碑前，虔
诚叩拜，牛场陵园；祭奠英灵，
情何以堪？五内悲戚，惟祭告以
文曰：

泱泱中华，秀美山川；五千年
史，蔚为大观。豪杰义士，难以
数完；偶有宵小，危害乡间。懒
龙河畔，窗子洞边；上官下寨，
安府家园。奢香后裔，骁勇善战。
安健前辈，上将军衔；追随国父，
护法讨袁。拥护民主，与蒋分瓣；
半百西逝，壮志未完。其侄克庚，
竟成凶顽；倚仗父兄，作恶乡间。
横行邻里，出没山涧。大军西进，
瞬间入黔；克庚不敌，负隅天险。
窗子三洞，难以登攀；义师南下，
安匪叛乱；解放大军，一三五团；
将士勇猛，誓把敌歼。一九五零，
四月攻坚；枪炮大作，硝烟弥漫。
强攻巧取，杀声震天。辣椒硫磺，
石灰搅拌；随同炸药，绳坠半岩。
窗子洞口，爆炸震山；解放军士，
搭肩撑杆。瞄准洞口，弹中顽奸；
冲锋号角，响彻云端。张科勇等，
机枪吐弹；高连凡快，掷手榴弹。
安匪不敌，换装逃窜；计被识破，
克庚着按。

此战大捷，牛场民欢；擒匪千
众，五十被歼。毕节公审，安酋判
斩；押回郎岱，黑塘头断。无奈
此役，痛失光乾；护林殿金，赵
挺彩和，光保永法，七君饮弹（注）。
壮哉烈士，黄土长眠；浴血献身，
夜郎悲叹。英雄事迹，山河长赞；
功挂苍穹，重于泰山。黎民百姓，
无不感叹；日月同辉，大地祭奠。

呜呼！往事如烟，江山巨变；
文军瞻仰，虔诚首颔。望碑三揖，
俯首遥看；烈士丰碑，后人敬观。
祭奠先烈，顿首哀怜；缅怀先躯，
宗旨不变。初心谨记，使命在肩；
继往开来，神州心愿。民族复兴，
侪辈必担；新时代美，你我同建。
百年梦想，任重道远。踏石留印，
愚公移山；空谈误国，全党实干。
阔步前行，无私奉献；振兴中华，
寰宇俱欢。开拓奋进，人生不凡；
祖国未来，美丽容颜。英烈不朽，
万古纪念！先烈英灵，铭刻世间！

呜呼哀哉，尚飨！

注：“无奈此役……七君饮弹”
是指 1950 年 5 月 2 日攻打贵州省
六枝特区牛场乡窗子洞战斗中牺
牲的解放军排长张光乾、班长张
护林、殷殿玺、赵挺、丁彩和、
副班长杨光保、战士祝永法等 7 人。

夏夜明月光，一床竹之凉。竹
子的凉，沁人肌肤，如老者温情
的抚摸。

一个人在少年时，那些阔大梦
想，是由一张竹床承托的。竹床是
一件老旧的家具，竹床上的每一
根竹篾浸润得变红发亮，是一个
人大汗淋漓，留在竹床上的包浆。
那个睡在竹床上的人可曾想到，
它们曾经是一群站在风中，风姿
绰约的竹子？

竹子长大变粗了，篾匠师傅将
它们置于火上烤，水分渐渐蒸发，
一把锃亮的篾刀，将它们一一破
开、削平，就准备好了做竹床的
竹篾。

一群竹子在清风中摇曳，它们
也许曾想到过做一支行船时的竹
篙，或者，做一架登高的云梯，
不承想到被做成了一张供人憩息
的床。

宋代诗人蔡持正暑天躺在竹床
上，翻书消夏，“纸屏瓦枕竹方床，
手倦抛书午梦长。睡起莞然成独
笑，数声渔笛在沧浪。”酣然一
觉后，听渔笛数声，莞然独笑。

 夏天的夜晚，长江下游的天
气闷热难耐。汪曾祺在《乘凉》
中回忆，“搬一张大竹床放在天
井里，横七竖八一躺，浑身爽利，
暑气全消……一直到露水下来，
竹床子的栏杆都湿了，才回去，
这时已经很困了。”

人们露天而眠，到了下半夜，
一弯上弦月爬上中天，风摇树梢，
草尖生露，天地之间，渐渐有了
凉意。

我在少年时，睡过的那张油亮
的竹床，表面用井水擦拭后，散
发丝丝沁凉。有时候把竹床搬到
小河里去洗，那些清凉的水，从
竹篾的缝隙，汩汩而过。

竹床上凉意，是渐渐熨贴肌肤
的，竹篾通透，人躺在上面呼呼
大睡。这样的人生睡姿，有一种
竹之凹凸，粗犷的风格。

 竹床之凉，是竹之凉。一根
竹子被劈开、展平，吐露天地之
间多少幽意。

 竹之凉，不同于荷之凉。李
渔在《闲情偶寄》中说：“荷花
之异馥，避暑而暑为之退，纳凉
而凉逐之生。”有荷花的地方，
就有凉，荷面筯络清晰，菰雨生凉。

  荷之凉，在亭亭荷叶间积聚。
一小片荷花，有一小片清凉；一
大片荷花，有一大片暗涌的清凉。
这样的凉，在暑天是难得的，令
人神清气爽的植物清凉，于根部
丝丝缕缕地析出，虽然看不见，
但你真切感受到它的存在。

 在竹床上睡觉，不同于爬到
树上睡觉。爬到一棵树上，虽然
四周空气流动，但远处有风景吸
引我，东张西望。如果树上有一
只鸟，还以为我占了它的地盘。
在竹床上睡觉就不存在这样的问
题，我把一张竹床搬到一棵树荫
下，静静地注视两只鸟，一前一后，
从远处活泼泼飞来。我想知道，
鸟在夏天，它的窝里，有没有一
张竹床。

 一张竹床，是儿时最基本的
消暑诉求。现今，这是一个竹床被
陆续放进博物馆，而老板桌、老
板椅登堂入室的年代。人们躲在
空调房里纳凉，那些固执地躺在
一张竹床上，在天地间乘凉的人，
已经不多了。有一天，我在乡下，
看到一个人在竹床上睡觉。溽热
的午后，躺在竹床上可以睡一个
好觉。那个卖瓜的人，脚下堆着
一堆西瓜，偶尔有一两个人路过。
那个卖西瓜的人，卖了一两只西
瓜，又回到竹床上睡觉。

 竹床与西瓜的清凉消暑，是
一个时代的物理疗法。这样的疗
法，已然淡出我们的视线。当一张
竹床老了、旧了，那些松动的篾
骨，稀稀拉拉。某一天，当有个
人重重地坐到上面，摇晃的竹床，
在沉重的时间重负之下，变得不
堪一击，竹篾散落一地。

夏夜，有人坐在空调房里消暑，
他还会不会想起从前的一床竹之
凉？

进入七月，初三或者初五六日，在堂
屋的一侧就挂起了供奉祖宗的牌位，牌位
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已故祖先的名字，牌位
的下方摆放一张大大的方桌，方桌上摆放
的一只空酒瓶里插着我们采摘来的鲜花，
还有我们自己用白胶泥制作的香炉，讲究
的人家还特意培植了麦芽，一并供奉着。
供饭的时候，堂屋里香烟缭绕，肃穆宁静。
大人们对着这牌位上供奉着的高曾远祖们
虔诚许愿，祈求一家老小健康长寿，幸福
顺利，学业有成……，我们则在一旁天真
好奇的听他们那充满韵律的祷词，并在他
们的指导下磕头、点香烛，化纸钱。 午
饭和晚饭之前供饭，天天如此，这样的仪
式要持续到七月十四日的晚饭前才结束。

 牌位上印着彩色的木刻插图，现在
看起来那木刻的技法普通得可怜，颜色的
渲染也很蹩脚，可那时却是我们悉心研究
的最好资料：四围是二十四孝的小幅木刻
插图：孟宗哭竹、王祥卧冰、吴猛喂蚊……。
中间是一幅大的，不同的版本内容也不一
样，有三英战吕布，桃园三结义，大战金
兀术……，在大人们的讲解中，我们知道
了牌位上每一幅插图的典故，现在想起来，
那时我们所接受的，其实是中华民族最传
统的美德—－忠孝的启蒙教育。从哪些插
图中，我们知道了有一个叫孟宗的古人，
为了让渴望吃竹笋的病中老母亲在弥留之
际能吃上一口新鲜竹笋，他跑到竹林里去
苦苦寻觅，在没有竹笋的季节，哪来的竹

笋，于是他在竹林里痛哭起来，他泪如泉
涌，哭声凄厉，连飞过的鸟儿也为之动容，
最后感动了竹林，为他长出了竹笋；我们
同样知道了还有一个叫吴猛的古人，在夏
天蚊虫猖狂肆虐的季节，为了让老父亲睡
安稳觉，他光着身子坐在父亲的床前，把
叮咬父亲的蚊子吸引过来……

 那时我们还很小，外婆也还很健康。
午饭后，外婆就坐在堂屋里那张大方桌前
缝补衣裳、纳鞋底，慈祥端庄。我们围着
她，指着祖宗牌位上的那一幅幅插图要她
讲解，于是，一些古老的美丽传说就源源
不断的流淌到了我们的脑海里，感染着那
一颗颗幼小纯真的心灵，温馨了我们的整
个童年。

 听完了故事就到了傍晚，外婆戴着
草帽，我们提着篮子，跟着外婆到菜园里
摘瓜摘豆去。农历七月正是农闲时节，稻
谷还在灌浆，玉米还没熟透，地角的向日
葵还在闪烁着金色光芒，草木葳蕤，野花
遍地，散发着浓浓幽香，菜地里有成双成
对的蝴蝶蹁跹，小溪边的青石板上栖息着
两只红色蜻蜓，渐渐红润起来的高粱在鸟
儿婉转的歌声里曼妙舞蹈……

 瓜果飘香的季节里，菜蔬种类繁多，
不经意间就采摘了满满一篮子，西红柿得
诱人，辣椒青得发亮，豆角绿得朴实，小
瓜嫩得水灵，在五彩缤纷的鲜嫩蔬菜中
间，那枚老黄瓜躲在篮子的角落里笑得惬
意自然。我们欢欣鼓舞，捡一根树枝，抬

着这一篮子宝石翡翠走在回家的路上。谁
家地埂边上一棵老梨树，把孩子们渴望的
香甜挂满枝头。放下篮子，扔一块石头，
就有三五个硕果沉甸甸落下，于是大家纷
纷跑过去争抢，好不容易抢了一个，还未
来得及咬上一口，就有不知哪个角落里猫
着的看果树的白胡子的老大爷一把泥沙撒
了过来，然后一声嘟哝：“是哪家的小乌
龟王八！”吓得我们丢下那篮子宝贝，顷
刻作鸟兽散，只等蹒跚而来的外婆收拾残
局……

 晚饭后，邻家大叔的胡琴就伴着月
光轻轻悄悄的泄进了小院，朦胧依稀，婉
转悠扬，这时小院一角桂花树的投影斑驳
陆离，枝叶间含苞欲放的小小花蕾正散发
着淡淡清香，一阵清风，调匀了这琴声月
色、明影暗香，溪流一般润泽了心田。搬
一张小凳，坐院子里看那半块月亮，数稀
落的星斗。等小伙伴们到齐了，上演尽各
种各样游戏，玩得大汗淋漓，在外婆准备
的温热洗脚水里泡了脚，然后酣然入睡。

 月亮渐渐的丰满了，从银钩渐渐变
成了一把镰刀，从镰刀渐渐变成了一面明
亮的圆圆镜子镶嵌在这渐渐高远深邃起来
的蓝天上，七月十四日就随之来临。

 一大早起来，我们就将那些翻来覆
去晒了好多天的纸钱分成好多份，用一种
木刻印刷好的封皮包好，看父亲对照着牌
位上的已故祖先的名字恭恭敬敬写上了尊
称，署了名。外婆再三叮嘱，名字一定要

写正确，要不那些死去的老人在那个世界
里是收不到的。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
们知道了自己曾祖父、祖父的名字，我们
知道了自己曾祖母，祖母的姓氏，在父亲
的讲述中，我们还知道了关于先辈们的一
些故事，我相信，每个家族或者家庭，一
代一代，都在用这种方式重述这些先辈的
传奇。

 最渴望的是七月十四日的晚饭，贫
穷的日子里，这一顿晚饭就显得特别奢侈，
父亲特意赶集买了新鲜瘦肉，杀了一只自
家养的大公鸡，有鸡有肉，蔬菜种类齐全，
加上外婆高超的厨艺，晚饭吃起来就特别
滋味，一只鸡，两斤肉，各种蔬菜小炒，
在以筷为枪的美食争夺战中宣告完毕。

 吃好了晚饭，月亮也挂上了村口的
树梢，烧纸钱的时刻也就到了，每家门前
一堆篝火在熊熊燃烧，映着大人们酒后红
润的脸膛。我们每人点一把香，顺着通往
村口的路一路插了出去。插完了香，回到
家里，我们每个人一颗外婆为我们准备的
煮鸡蛋，吃完了鸡蛋，同样继续各种游
戏……

 如今，外婆走了三十多年，七月的
月亮圆了缺，缺了圆，我们渐渐长大变老。
在每年七月半的那堆篝火中，我仿佛又看
见外婆慈眉善目，和蔼端庄的容颜。

草木是有凉意的，我有几回在深山里，
就感受到它们的美妙存在，尤其在夜晚，
那些凉意丝丝缕缕地从草木、植物的根部
析出，叶子也散发清幽。

老园林里也有凉意。那些古木、藤萝、
兰草间藏着清凉，微微的气息，吐露一园
子的草木空翠。

那么，暑热天，还有哪些植物散发沁
人心脾，让人神清气爽的悠悠清凉？

树之凉。朱自清《松堂游记》记述了
他和友人的一次盛夏避暑，写了松堂里的
白皮松之凉：“堂中明窗净几，坐下来清
清楚楚觉得自己真太小。在这样高的屋顶
下。树影子少，可不热，廊下端详那些松
树灵秀的姿态，洁白的皮肤，隐隐的一丝
儿凉意便袭上心头。”

 藤之凉。这个藤，不论是老院子里
的紫藤、葡萄藤，还是攀爬在粉墙上的凌
霄花藤、爬山虎藤，它们都能以一己之荫，

带来植物清凉。我所生活的古城，从前有
一条紫藤街，长长的小巷，紫藤覆荫，带
给路人多少清凉，人们在藤荫下喝茶、聊
天、下棋、睡觉，溽热暑气，聒噪市声，
渐渐远去。

竹之凉。夏天的傍晚，经过一家大院
的围墙，院里有一片小竹园，竹树间植，
绿意森森，每次走过时，能感受到院墙内
散发出的凉意，让人心情与毛孔一样舒畅。

竹之凉是与生俱来的。我有一张竹躺
椅，经过几载夏日的汗水浸润，表面由青
变米黄，泛着清幽光泽。居家过日子，必
定拥有许多生活物品，细想之下，有些东
西可有可无，但对我来说，一张纯天然的
竹躺椅不可或缺，与我肌肤相贴的那些竹
片，不知来自江南江北的哪座竹园？

荷之凉。荷之凉不同于竹之凉，李渔
在《闲情偶寄》中说：“荷花之异馥；避
暑而暑为之退，纳凉而凉逐之生。”有荷

花的地方，就有凉，叶片肥硕，筋络清晰，
沾几颗晶莹水珠，清新生凉。暑热难忍时，
这个古代老头儿，哪儿都不去，什么人也
不见，不用戴头巾，躺在杂乱的荷叶中野
凉。

凉意在亭亭荷叶间积聚。一小片荷花，
有一小片清凉；一大片荷叶，有一大片暗
涌的清凉。这样的凉，在暑天是难得的，
令人神清气爽，虽然看不见，但你真切感
受到它的存在。

 蒲之凉。那些纤纤草，像青墨的胡须，
一丛丛、一簇簇，叶茎细长，在漫散时光
里，随风呈奔涌的流泻状。夏天，我喜欢
睡蒲席，这样一种柔软的草编织的卧具，
经纬的缝隙间，散发淡淡的，草的清香，
与我的肌肤是那样熨帖。蒲席上有不同的
睡姿，或仰，或卧，怡然自得。清人高桐
杆《十乐》里说：“高卧之乐。每至炎暑
伏天，白昼不宜作课，竹枕蒲席，北窗高

卧，薰风吹来，五内生凉，合目养神，养
精蓄锐正此时，亦劳者之一乐也。”

苇之凉。那年夏天，我去了靠近苏北
黄海边的那个小村庄，四周是大片大片的
青苇。那儿的房子，屋顶是用苇片盖的，
床上是用苇席铺的，门沿挂的是遮阳、挡
蚊虫的苇帘，从里屋往外看，筛下稀疏的
光影，有一种芦苇的清凉。

芭蕉之凉。庭院里有芭蕉数丛，雨点
打在叶子上，忽徐忽疾。如果用古宅的芭
蕉做一把扇子，扇子上有唐宋的清风明月，
蕉叶的清香还留在上面。每当风生竹院，
月上蕉窗，对景怀人，让人心生凉意。

明代刘基诗云：“凯风扇朱夏，草木
生清凉。”果真是一个人沉浸其间，兀自
而乐？只因人还天真，烦躁缺氧时，且向
草木借清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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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向草木借清凉 

祭窗子洞战斗烈士文    （17）

 床竹之凉

漏网之鱼 

许多个白昼，我坐在书房盯着电脑阅
读和写作的时候，窗外的一声或几声悦耳
的鸟鸣，会把我的视线引向窗外。循声望
去，有时是阳台、窗台的盆景上，有一只
或两只小鸟在跳上跳下，一边舞蹈，一边
歌唱，偶尔还来一个“金钩倒挂”的表演；
有时是阳台的窗棂上栖着一只小鸟，在呼
朋引伴，东张西望，或是几只小鸟一齐卖
弄着自己的歌喉，接着是一阵嬉戏，一幅
快乐无穷的图景；有时是在我这栋楼与对
面那栋楼之间的电线上，停着几只尾巴似
剪刀的黑色的小燕子，它们正在用喙梳理
着乌黑发亮的羽毛；有时是两三只不知名

的鸟儿围着电线翻飞嬉闹，另有一只则站
在墙上扭头看热闹……这一幅幅鸟图，让
我感受到小鸟们不但是拥有金嗓子的歌唱
家，还是功夫深厚的杂技演员。欣赏着这
一幅幅鸟图，纾解了阅读和写作带来的疲
劳。

客厅和卧室窗外的街道边有几棵桂花
树，它们是鸟儿们居住的“小区”。我家
住在二楼，人在家中，不时有鸟语穿窗飘
进室内，声声入耳。推开玻璃窗门，向树
丛望去，有时只听见一两声鸟鸣，不见一
只鸟影；有时在摇晃的树枝间，时隐时现
几只小鸟的倩影；有时会看见一只大胆的

小鸟站在树梢上，时而抬头看看天上的蓝
天白云，嘹亮地歌唱几声，时而低头看看
街上人来车往的风景，轻轻地哼几声。这
些鸟语鸟影为我的生活增添了诗情画意。

有一年的某一天，在卧室外的树丛间，
我发现了一个鸟巢，鸟巢里有两枚鸟蛋，
灰白色的蛋壳上点缀着深褐色的斑块，可
爱极了。过了一段时间，我从树下经过时，
有一只羽翼未丰的小鸟，落在树下扇动着
小小的翅膀惊恐地飞来飞去，但怎么也飞
不上树的枝头。鸟妈妈在树上急得凄厉地
呼叫着。我被它们的母子深情深深感动，
就捉住小鸟，把它放到一个树杈上，期望

鸟妈妈能把它带回家。我想，这应该是我
在卧室窗前发现的那个鸟巢里孵化出的一
只小鸟。某一天，当我在卧室临窗再看到
那个鸟巢时，巢里已经空空如也。我想：
小鸟们已经长大了，它们是不是搬家了？

窗外的这些鸟，为我平淡的生活输入
了美妙的声音，增添了无限的情趣，带来
了美好的时光。我非常欣赏它们，喜爱它
们。每一次临窗观鸟，我都敛声屏气，尽
情观赏，生怕惊飞了它们。我很希望人类
能和鸟类和谐共存。

文 /    唐海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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