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秋的夜里，我们在院子里盼着
月亮，好久不见出来，便坐回中堂里，
放了竹窗帘儿闷着，缠奶奶说故事。
奶奶是会说故事的，说了一个，还要再
说一个……奶奶突然说：“月亮进来
了！”

我们看时，那竹窗帘儿里，果然有
了月亮，款款地，悄没声儿地溜进来，
出现在窗前的穿衣镜上了，先是一个
白道儿，再是半圆，渐渐地爬得高了，
穿衣镜上的圆便满盈了。月亮还在竹
帘儿上爬，那满圆却慢慢又亏了、缺
了，末了，便全没了踪迹，只留下一个
空镜、一个失望。奶奶说：“它走了，它
是多多的，你们快出去寻月吧。”

我们就都跑出门去，它果然就在
院 子 里 ，但 再 也 不 是 一 个 满 满 的 圆
了。院子中央，是那棵粗粗的桂树，桂
花还没有开，却有了累累的骨朵儿。
我们不知道那个满圆儿去哪儿了，却
疑心这骨朵儿是繁星变的，抬头看着
天空，星儿似乎就比平日少了许多。
月亮正在头顶，明显大多了也圆多了，
我们能清晰地看见里边有了什么东
西。

“奶奶，那月上是什么呢？”我问。
“是树，孩子。”奶奶说。
“什么树呢？”
“桂树。”
我们都面面相觑，倏忽间，好像有

一种气息，就在我们身后袅袅，到了头
发梢儿上，添了一种淡淡的痒痒的感
觉，似乎我们已在月里，那月桂分明就
是我们身后的这一棵了。

奶奶瞧着我们，就笑了：“傻孩子，
那里边已经有人了呢。”

“谁？”我们都吃惊了。
“嫦娥。”奶奶说。
“嫦娥是谁？”

“一个女子。”
“有三妹漂亮吗？”
“和三妹一样漂亮。”
三妹乐了：“月亮是属于我的了！”
三妹是我们中最漂亮的，我们都

羡慕起她来。看着她的狂样儿，心里
有了一丝嫉妒。我们便争执起来，每
个人都说月亮是属于自己的。奶奶从

屋里端出一壶甜酒来，给我们每人倒
了一小杯，说：“孩子们，你们瞧瞧酒
杯，里面都有一个月亮哩！”

我们都看着那杯酒，果真里边浮
起一个小小的满圆。捧着，一动不动，
手刚一动，它便酥酥地颤，令人可怜的
样子。大家都喝下肚去，月亮就在每
一个人的心里了。奶奶说：“月亮是每
个人的，它并没有走，你们再去找吧。”

我们越发觉得奇了，便在院里找
起来。我们很快就在葡萄叶儿上，瓷
花盆儿上，爷爷的锨刃儿上发现了。
我们来了兴趣，竟寻出了院门。院门
外，便是一条小河，河水细细的，却漫
着一大片的净沙。我们从沙滩上跑过
去，弟弟刚站到河的上湾，就大呼小叫
了：“月亮在这儿！”

妹妹几乎同时在下湾喊道：“月亮
在这儿！”

我去两处看了，两处的水里都有
月亮。我们沿着河沿跑，水里到处都
有月亮。我们都看天上，我突然在弟
弟妹妹的眼睛里看见了月亮。我想，
我的眼睛里也会有的。噢，月亮竟有
这么多——只要你愿意，它就有了。

我们就坐在沙滩上，掬着沙，瞧那
光辉，我说：“你们说，月亮是个什么
呢？”

“月亮是我所要的。”弟弟说。
“月亮是个好。”妹妹说。
我 同 意 他 们 的 话 。 正 像 奶 奶 说

的：它属于我们每个人。我们就又仰
起 头 来 看 那 天 上 的 月 亮 ，我 突 然 觉
得，我们有了月亮，那无边无际的天
空也是我们的了——月亮不就是我
们按在天空上的印章吗？大家都觉
得满足了，身子也来了困意，就坐在
沙滩上，相依相偎地、甜甜地睡了一
会儿。

●有人告诉你，屋后的山坡上有一棵树，三年后会结
出一种果实。于是你苦苦守望、天天等待，与朋友交谈也
不离这个话题，而且一次又一次地安排三年后的开摘仪
式。大家对那种果实越想越玄，还不断地添加悬念。

●三年一到，终于开摘了，大家张口一尝，立即面面
相觑。原来，那果实口味平庸、粗劣、干涩，没有人愿下第
二口。

●再看周围，漫山遍野都是草莓、刺檬、石榴、桑葚、
酸枣、青柑，整整三年，全被冷落了，连看都没看过一眼。

●但是，究竟是你冷落了它们，还是它们冷落了你？
看看它们灿烂而欢快的表情，就知道了。

●由此证明，等待是一种排他的幻想。苦苦等来的，
多半是尴尬。

人总是习惯于寻找心理上的某种
匹配。

小说《飘》中，斯嘉丽是塔拉庄园的
富家小姐，艾希礼是十二橡树庄园的公
子哥儿，在斯嘉丽看来，他们俩才是最
匹配的婚姻伴侣。所以，当艾希礼意外
地宣布要娶另一个女孩梅兰妮时，斯嘉
丽无论如何也想不通。因为，在她看
来，艾希礼应该娶的人是她啊。

这个世界，多少人痛苦，只是因为
心底里深埋着两个字：应该。

这笔钱，本应该我得，却进了别人
的口袋；这个职位，本应该自己拥有，却
被他人巧取豪夺；这份荣誉，按道理无

论如何也不会旁落，却最终与己无关。
每个人都在“应该”中找到了自己，却又
在每一次失落中迷失着自己。

人要活在自己的心理预期里，这是
一种匹配暗示。但生活不总会给自己
所预期的，这是一种无果回应。

于绝望处，可以看到痛苦和愤怒，
也会看到深执和狭隘。

生活不会按常理出牌，意思是想告
诉所有人，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多“应
该”。一个人把“应该”当成一种逻辑，
实际上很不应该。

人生所有的结果，有的是命运强加
的，有的是自己逗惹的。

太阳东升西落，看似每天重复，却
在重复中包含着无限可能，甚至还包含
着某种神奇。

也许，有人并不情愿接受莅临于自
己的种种。但生活不会因为谁的喜恶，
而改变了已有的可能。已经到来或尚
在路上的事，无所谓对与不对，岁月会
以自己的方式，解释其中的必然性和合
理性。

以此，让每一个人看到时间的公
正、博大与不可抗拒。

这个世界，谁也不欠你的，也不存
在“应该”“不应该”。有时候，淡然是最
好的接受。

一雨零秋，炎暑尽却。夜间云开，茅檐下复得月光如铺
雪。文人二三，小立廊下，相谈秋来意，亦颇足一快。其言曰：
淡月西斜，凉风拂户，抛卷初兴，徘徊未寐，便觉四壁秋虫，别
有意味。

一片秋芦，远临水岸。苍凉夕照中，杂疏柳两三株。温李
至此，当不复能为艳句。

月华满天，清霜拂地，此时有一阵伊哑雁鸣之声，拂空而
去，小阁孤灯，有为荡子妇者，泪下涔涔矣。

荒草连天，秋原马肥，大旗落日，笳鼓争鸣。时有班定远
马援其人，登城远眺，有动于中否？

诵铁马西风大散关之句，于河梁酌酒，请健儿鞍上饮之，
亦人生一大快意事。天高气清，平原旷敞，向场辅开窗牖，忽
见远山，能不育陶渊明悠然之致耶？

凉秋八月，菱藕都肥，水边人家，每撑小艇，深入湖中采取
之。夕阳西下，则鲜物满载，间杂鱼虾，想晚归茅庐，苟有解
人，无不煮酒灯前也。

天高日晶，庭蔭欲稀。明窗净几之间，时来西风几阵，微
杂木稚香。不必再读道书，当呼“吾无隐乎尔”矣。

芦花浅水之滨，天高月小之夜，小舟一叶，轻蓑一袭，虽非
天上，究异人间。乱山秋草，高欲齐人。间辟小径，仿佛通幽，
夕阳将下，秋树半红。孤影徘徊，极秋士生涯萧疏之致。荒园
人渺，木叶微脱，日落风来，寒蝉凄切，此处著一客中人不得。

浅水池塘，枯荷半黄。水草丛中，红蓼自开。间有红色蜻
蜓一二，翩然来去，较寒塘渡鹤图如何？残月如钩，银河倒泻，
中庭无人，有徘徊凄凉露下者乎？朝噶初上，其色浑黄，树露
未干，清芬犹吐，俯首闲步，抵得春来惜花朝起也。焚一炉香，
煮一壶茶，横一张榻，陈一张琴，小院深闭，楼窗尽辟，我招明
月，度此中秋。夜半凭栏，歌大苏水调歌头一曲，苍茫四顾，谁
是解人？

一友忽笑曰：“愈言愈无火药味矣，今日宁可作此想？”又
一友曰：“即作此想，是江南，不是西蜀也，实类于梦呓！”最后
一友笑曰：“君不忆抬头见明月，低头思故乡之句乎？日唯贫
病是谈，片时作一个清风明月梦也不得，何自苦乃尔？”于是相
向大笑。

月光，在我的记忆里是摇晃的，尤
其是中秋的月光，总让我情不自禁地想
到一个人。

许多年前，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
我很高兴，父亲比我还高兴，因为我是
村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开学那天他
要送我去上学，我一再拒绝，可他执意
要送，并说我长这么大还没出过远门
呢，还有那么多的行李，路上不方便。
我说手提肩背就是了。其实，我是想一
个人出去闯，证明自己长大了。父亲又
说也想到南京看看，我知道他还是不放
心我一个人出门。

那时的火车都是绿皮车，速度慢，
一路要停许多站，从老家到南京要在
火车上待一天一夜。父亲和我早早从
家出发，搭公共汽车到县城，然后乘火
车去南京。好不容易挤上火车，火车
上却没有座位，我们只好在过道里站
着。那时的火车还没有空调，里面就
像个大蒸笼，再加上人多味重，我几乎
要晕厥。一路上，我和父亲几乎是沉

默无语。等到下午，有人下车，父亲终
于抢到了一个座位，并对我说：“这下
好了，我们可以轮换着坐了。”他要我
先坐，我一屁股坐上去，真是舒服！我
已经站了半天，腰酸背痛。我坐了一
会儿，想到父亲也是一直站着的，就要
让他坐，他却说平时在家坐多了，站站
不碍事的。其实，我知道他是想让我
多坐一会儿。

就这样又过了一个多小时，父亲
才同意坐下。天渐渐地黑了，夜幕降
临，父亲坐了一会儿，忽然喊我，要我
坐他腿上，我死活不干，可是父亲执意
要我坐，我坚持了一会儿，只好坐下
来。坐在父亲的腿上，我竟有种时光
倒流的感觉，小时候也常坐父亲腿上，
缠着他讲故事。那时的父亲很年轻，
可现在已人到中年，眼眶深陷，身体有
些佝偻，脸上也出现了皱纹。我还是
第一次这么近地看父亲，只怪自己平
时太粗心，在我心中永远不会老的父
亲也老了。父亲和我说了很多，要好

好学习，不要挂念家里，要学会照顾自
己，别不舍得花钱……我听了心里很
难受，眼睛湿润了。

大概父亲看出我的表情，忽然指着
窗外的月光说，你看今晚的月光多明亮
啊。我说今天是中秋节，父亲似乎想起
什么，就说，你不说我都忘了，不知你
妈在家过得怎么样？于是，我们把视线
转向窗外，看天空中的那轮明月，火车
轻轻地摇晃着，月光随着火车一起摇
晃。火车穿过大山，穿过河流，穿过乡
村，穿过城市，可窗外的月光始终亮闪
闪的，摇晃着……

是的，那是我和父亲第一次一起坐
火车，第一次说了那么多的话。此后，
每当看到月光，我就会想到父亲，想到
父亲和我在火车上度过的那个中秋夜，
父亲清瘦的面容立刻浮现在眼前，父亲
的话语也言犹在耳。

现在，父亲再也不能和我一起看
那 摇 晃 的 月 光 了 ，但 那 个 明 亮 的 圆
月，一直在我心里摇晃着。

□余秋雨不要等待

大家V微语

□张恨水月下谈秋
经典阅读

□贾平凹

月迹

□马德谁也不欠你的谈天说地

□薛来彩摇晃的月光那些年那些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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喉咙和声带受不明病毒侵袭，屡医不愈，接受劝告，改服中
药。

根据药方，到药铺去抓药。30多种源远流长的药草，互补长
短地聚集一处。注水入瓦钵，慢火煎熬。一缕一缕温柔的药香，
宛若一只一只温柔的手，从瓦钵里伸出来，抚触病者焦躁的心
情。然而，独自煎药的感觉，十分无奈。瓦钵圆而肥，身子瘦而
长，双影交叠，无限惆怅在心头。浓药熬成，苦极涩极，灌下喉咙，
五脏和情绪，都是黑漆漆的。

一日，熬药时，一位上海姑娘到访。药香氤氲之际，她忽然
说起往年心事：离开上海之后，每有病痛，总会想起母亲在小小的
炭炉上煎药的情景。长长一小时，坐在矮矮的木凳上，挨在热热
的炭炉旁，不休不歇地扇動着蒲葵扇。炭火在母亲徐徐的扇动
下，一明一暗，像是一对一对闪烁生光的眸子；而一缕一缕的药香
啊，便是母亲温柔的眼波，那种记忆，刻骨铭心。如今，远走他乡，
病痛来袭，只能以成药来解决。成药当然有快速的疗效，但是，药
里少了那份温情和爱心，迅速复原的身体里，总恹恹地裹着一颗
干瘪皱缩的心。

实际上，母亲煎的，不是苦药，而是一种以爱铸成的药汤，
这种“独家药汤”，永远是世间的万灵药。

□尤今煎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