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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那月那年那月

车 窗 挥 手 的 自 豪

人生况味人生况味

闽东诗群闽东诗群

每一个日子，总要告别一些东西，而
后又在新的一天迎来一些东西。回顾四
十年，会有写不完的记忆。今天我从速度
与激情中，想到了车。乡村小学校的老师
上美术课，在黑板上画了一辆解放牌汽
车，课堂上立即出现呼隆隆的马达声，老
师说，这车马力足，能运 5吨货物，一小时
能跑上30多公里。它发出的声音，不是呼
隆隆，呼隆隆，而是像放电影的电动机
声。这时有一位同学举手说：“老师，那车
跑得不快，一天我跟父亲从县城回村，就
在梨坪岭跟它赛跑，被我赶得屁股冒烟。”
还有一个同学说：“老师，我觉得坐人的车
比这种车好看，我与娘去舅舅家坐过，靠
着窗，看见路边的树与人都往我们后面
跑。”我没有注意老师怎么回答，而是在想
着什么时候也要去看看车，坐坐车。

一天，我姐从离村三公里外的打石子
场回来，说看见很多军车，这一下吊起我
的兴趣，与几个要好的同学便逃课去看
车，结果在两公里之外的公路边守了半
天，只见一辆拖斗车，一辆坐人的班车，一
辆解放军驾驶的三轮摩托车。看见每一
辆车，我们都挥着手，高喊着，只有那辆坐
人的车，有人向我们挥挥手，别的车就在
滚滚的尘土中开走了。从此我的念想升
级了，升级到何时也能坐上车向窗外人挥
挥手，那才爽。

这一念想持续了很久很久，确切地
说有六年，我以为上了初中、高中就能坐

上，但这四年时间，九公里的路程，一直
是用脚丈量着。一些坐车的同学，在车
窗里向我挥手，喊着我的名字，不知道他
有多少骄傲，可我羡慕的情怀，化作速度
与激情，跟着车轮转动，直到车在视野中
消失。这四年一直没能坐上车，不是兜
里没钱，就是拦不来车。有一回我七叔
公给了我一块钱，说：“天热，今天你就坐
车去。”我走了三公里路到了一个停靠
站，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结果车满没
停，我叹气、嘀咕，山里人靠脚肚，等什么
车，挑着米与菜继续走路。

又一回，周日下午，我打点着一周的
口粮，几升米，几斤地瓜米，一罐咸萝卜，
正准备出发。父亲说：“下午你再去砍担
柴，明天有送兵，是最早的一班车，能赶上
上课，你也跟着去，让你坐坐车。”我非常
激动，心想当民兵队长的父亲，说话该能
顶用。那天下午我砍了一担特大的柴薪，
一个晚上都是梦着自己坐车。

天刚蒙蒙亮，村里锣鼓响了，我跟着
父亲，与送兵队伍一同出发，守在公路边，
也就是几年前我们逃学看军车的地方。
这里没有停靠站。大队支部书记说：“没
事，上级说就在这里可以上车的。”车来
了，送兵的锣鼓响起来，支部书记与那个
佩戴红花的当兵哥哥站在路中。车停下，
佩红花的兵哥哥上了，他父亲也上了，支
部书记正要让我上时，车门关了。车里传
出声音：“上级规定，只能是参军人与军属
上，别人不能上，下一站还要接兵。”父亲
只好把我的行李提到路边。说：“我送你

去吧，快点走，不会迟到的。”我含着泪，说
了一声“不用”。挑起担子，边骂边走。但
还是迟到了些。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询
问原因，好在他没批评我，只拍了拍我肩
膀，说：“上课去，你的愿望并不大，容易实
现的。”

恢复高考后，我在1980年考上宁德师
范学校，我想这下我可以坐上汽车，可以在
车窗上向大家挥手告别。一头是一口木
箱，木箱里放着一本字典和一些生活用品，
一头是一床被子，提前一天，我挑着担子到
县城。第一个念头，是买车票。我才把头
探到售票窗口，里面大姐说宁德车票售完
了，我着急地拿出录取通知书，说：“姐，行
行好，我若明天去不了，可就完了。”售票大
姐很漂亮，但我此时泪水盈眶，只能模糊地
看着她，她接过通知书看了看，又看了看
我，说了句：“不容易，一个农村孩子，没人
送吗？真可怜！”我说：“父亲忙，我自己行，
您就给我一张站票吧。”“真不容易，给你一
张站票，你为什么不早几天来购票。一天
只有一班车，考上的人多，车紧张。”我听到
她说给我一张站票时。我一连说了好几声
谢谢。后面她说什么，再也没听清楚。我
正要返身走，她喂、喂、喂，喊个不停，我立
即放下担子，赶紧把车票塞进内衣口袋，生
怕被她要回。她说：“车票不要藏着，你拿
着车票去把行李托运了。”我才明白她喊我
的意思，大姐又气又笑。

第二天上车了，检票员不让我把扁担
带上车，可我还是让车后一个开窗的客人
偷偷传进去，心想，到时我随处一架就当

座，在田间我把扁担放在石头上，田埂上
便是好座，这扁担能不带吗。

车开动了，一些人打开车窗开始挥手
了，可我没人送，又站在过道中，一手撑着
扁担，一手抓在别人的靠背上，依然没有
挥手的机会。

我正感遗憾时，发现跟车的就是昨天
售票的大姐，她向我招了招手，让我把扁
担藏到座位底下，不要碰了人。“我，我想
搭个座。”“先坐这里，搭什么。”她指着那
个工作位，自己则坐在驾驶员边上的那块
盖在发动机上的木板上。我坐在绵绵的
座位上，那种激动不言而喻。

车子到了我出村的山路口，我莫名地
举起手挥个不停。大姐看了看，说：“路口
没人啊！”我才清醒过来，觉得自己有些不
好意思，可当时，我心中有人，有一起看车
的伙伴，还有送兵的队伍，我终于能向他
们挥手了。幸福，骄傲，自豪！大姐还是
一句话：“真不容易，你是洋头寨村的吧！”

岁月改变了许多，我也改变了许多，
当过教师，当过乡镇领导，当过机关干部，
但我一直没改变的就是挥手告别。班车、
小车、嘀嘀打车、火车、动车、飞机，我总习
惯挥着手向出发站告别。四十年来我挥
手别过贫困，别过羡慕，别过无奈，走向一
场场风景，走向一个个新梦。

夜晚从单位大楼出来的时候已经九
点过半。走在每天经过的西湖南岸，突
然感觉到一阵凉凉的风，直往领口里钻，
睽违了一季的凉风，带来舒爽的感觉，昨
天夜里还在苦夏中煎熬的我，纳闷这酷
暑一下子哪里去了。想起今天是立秋，
不由佩服古人划分二十四节气的精准。

说起来，我人生的许多大事，都与夏
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在夏天的骄
阳恣意里走出校门走上工作岗位；在夏
天的热浪重重里初识了一位美丽女子然
后结婚生子；又在夏天的狂风暴雨里重
聚力量，奔向生命的另一个高点。挥汗
如雨的夏季，苦热中静静地孕育和生产
影响我人生走向的新起点。

孩提时代，夏天是一个欢乐的季
节。小伙伴们总是在正午时分顶着烈日
到村庄边上的小河摸鱼捉虾，或到田头、
池塘捕捉青蛙、癞蛤蟆。赤脚走在晒得
灼热的石板小路上，脚底发烫，可浑然不
觉天气会有多热。后来上大学，8个人挤
在一间小小的宿舍里，没有空调，没有电
风扇，可也没有酷热的记忆。那个时候
的福州，一过早上10点，来自东海的凉风
就会逆着闽江徐徐吹来，道路两旁的榕
树浓荫蔽日，全然没有热的感觉。

近年，闽江两岸高楼频现，江风不再，
福州也就成为了全国著名的新火炉，苦夏
的感觉不期而至，仿佛又拉长了夏天的长
度，这个城市里的居民深刻体会到了苦夏
的烦恼。盛夏之日，频繁进出空调房间容
易感冒，一直呆在空调房间里，开空调冷
得不自然，不开又满头大汗。夜里，总在

开关空调之间折腾，第二天早晨醒来头昏
脑胀，甚至鼻塞眼痛。好不容易盼到一个
台风，要么翛然而去，要么夹带的水雨直
往房间的窗户里渗，而等到台风过去，又
将是一段更热的时光。于是每年从五月
起，困在城里的我都憧憬着能逃离福州，
像躲避一场瘟疫似的，往西往北，寻找一
个能够避暑消夏的地方。

逃离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矫情，和大多
数城里的人一样，我也只是个折翼的天使。

我家的老人家却在酷暑里的福州安

之若素。每天子女上班离家之后，他们
都会关掉空调，打开门窗，任空气里的热
自然流动。也许年轻人所认为的热，在
他们眼里，根本就不是热。在我的印象
中，父亲壮年时也是极其怕热的，在水田
里箍田，头发尽湿，汗水顺着手臂流向手
里的“花箍”，然后大滴大滴地落进稻田，
仿佛淌也淌不完的雨水。

我突然明白，不同年龄的人，对夏天
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在孩子们的眼里，
夏天是一个可以胡思乱想和撒野狂欢的

季节；在老年人心里，夏天是一个人生高
潮之后的平静。而对于青壮年来说，就
如田地里生长的庄稼，必须吸收夏日阳
光的能量，才能孕育秋天的丰收、承受冬
天的飘零和开启来年春天的繁育。

正如冯骥才所说的，夏天就不可避
免地成为了苦涩与艰辛的代名词，有时
甚至还有一点儿悲壮味道。也正因为如
此，夏天又被赋予了激情和奋斗的意
义。许多人，正是经受了苦夏的苦，终于
兑变成一个真正成熟的人。

四季更替，是大自然的美妙轮回。
春的灿烂、夏的热烈、秋的丰盈和冬的肃
穆，都是天地间一切生命的精彩律动。
夏天，无疑是这个轮回律动中的最强之
音。而人的生命本身，从少年，青壮年，
中年至老年，又何尝不是一个春夏秋冬
的轮回？在生命力最强盛的青壮年时
期，遇到炽热苦涩的夏天，是自然一个富
有深意的绝妙搭配。

今日立秋。立秋即意味着秋季的来临，
此后暑气消退，荷花渐残，寒蝉凄切，折磨了
这个城市整整一个季节的苦夏行将结束。

昨天，朋友圈有人发来一组红枫的
照片，高海拔地区的秋天显然有点着急，
甚至让人来不及与这个夏天做一个好好
的告别。

好在经历一个苦夏的旺盛生长，有
秋天的丰收喜悦，有秋天绚丽的色彩。
感激这就要过去的苦夏，谢谢他所赐于
的一切。 （题图摄影 徐龙近）

在厦门从事雕塑艺术的表弟说厦门
很美，邀我去厦门玩两天，然后他开车与
我一起回老家。

抵达厦门，暂且在他的工作室休息。
夜幕降临后，城里的大街小巷长桥短桥开
始点亮灯火，红色的、黄色的、紫色的、金
色的，各种颜色的灯光让原先苍白的街道
充满活力，充满血色，这是一种独属于城
市的血色。

表弟说他在“临家闽南菜”订了一桌，
已邀上几位老师，等下咱们去那里一边
聊，一边品菜。

表弟开着车从环岛路上经过的时候，
他说带我去看看厦门的夜，我摇下车窗，
他特意放慢车速。厦门城中有岛，岛中有

城。表弟车里播放着当下的流行歌曲、民
谣，民谣里唱着颓废的逃离、灰色的抗拒、
忧伤的憧憬。歌里那种淡然而又略带不
甘的词儿，不禁让人想起城市与乡村不同
的季风。听着民谣，看着窗外的夜，此时
的人们一定忘记了天上的星光与昨天的
月亮了吧。

隔海相望的是鼓浪屿，这座音乐之
岛，此时，它不仅仅是属于音乐的，它还属
于夜色，岛上灯光忽闪忽闪的，绿树白房，
点缀金色灯光，那些灯光极有层次感，充
满迷人的吸力，让人想要飞翔。

车滑过演武大桥，桥连着海，海连着
城，海水灯光交相辉映，点点闪耀，车行过，
身后有一条条光链飞扬，车外是一片片灯
海，分不清哪是灯光，哪是海水。到底是灯
光包围着城市，还是城市拥抱着灯光?我突

然间想起一句话：城市的夜，青春的脸。
灯是有情感的眼睛。
它给黑夜植入灵魂。
在逶迤的时间里，与岁月轮回。
我呼吸着带着海水味的空气，时近岁

末，厦门由于地处南国，空气中根本没有
严冬的味道，我不喜欢凛冽的寒冬，我喜
欢南国的暖风，长青的树藤，优雅的泉
流。还有当然是穿一件毛衣就能随时上
街的温度。

“临家闽南菜”里人头攒动，那里面都是
厦门当地的美食，表弟点了厦门名吃：海蛎
煎，老鸭汤，土笋冻，厦门芋包，时新海鲜。

我特别喜欢表弟点的“土笋冻”。“土
笋”野生于沿海的江河入海处，长在咸淡
水交汇的滩涂上。它的学名叫“星虫”，是
一种环形软体小动物，从沙子中取出土
笋，放养一天后入锅慢煮，待熬出胶质后
自然冷却变成冻状，入口冰凉感十足，加
入上等鲜酱油，淋上蒜泥，浇上黑醋，滑爽
鲜美，酸味，辣味，鲜味在舌尖放肆打滑，
令人不愿弃勺。

表弟聊着他的作品，也就是他用废旧
轮胎做成的三国五虎将，他在这五幅作品
里将他的艺术理念融合进五位典型的三国

人物里，将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塑
造得生动有力，以废旧轮胎做成的塑形让
这五位家喻户晓的三国人物得从古籍里走
向人群，走向世界。这五位著名历史人物
在他的艺术手法下变成有血有肉的人儿，
以鲜明的形象活跃在艺术舞台上，使得世
界各地的人们能够触摸得到中国的古典文
学，中国的根文化，轮回的梦幻。从小出生
在小县城的他，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出身而
困囿住自己无边的想象力，他热情洋溢地
谈及自己的理想以及明年的世界巡回展。
他是个有才华有魄力的青年，敢于挑战自
己，也敢于挑战世界，能在艺术的天地里独
创出属于自己的典型。

对他的才华与创造力，我十分欣赏，
打心眼里喜欢 。而厦门给了他首个发展
的空间，厦门是个兼容四海的城市，既有
城市的优雅典美，高贵风范，又不排斥异
乡人，有它自己的风格，自己的品质，自己
的味道，自己的底蕴。

除此之外，它还是个让人喝着绿茶，
听着民谣，放松一下之后继续向前奔跑的
地方。

而厦门的夜，是属于未来的夜，艺术
的夜，追梦人的夜。

我一直相信那是真的。那个时候，
她在薄薄的白幕布上游动，白幕布在风中游动。
傍晚以后，天黑下来，她就游到了人间，
到了我们腌脏而混乱的村子里。
她离我们仅几米远，身上的鳞片闪着光。
从那一夜起，我感觉到自己突然长大。
我爱美人鱼，幻想她，幻想映有她的
那一小块幕布会在一个深夜忽然飘到
我的床头，像雪花，微寒而柔软。
踮起脚尖就可以够着她胳膊上的飘带，
可以抱住她那光滑而富有弹性的身体。
她不过是幕布上晃来晃去的一个影子，
但我宁愿相信那是真的。我一直相信。
那个年代，美人鱼以她充溢的光芒
喂饱我整个的童年。在那些漫长的夜晚，
我像一个怀揣秘密的小贼，经常爬上墙头数星星。

你无法了解我心中的秘密……
你无法了解我心中的秘密
在那一座草屋，在草屋旁浅浅的林子里
它几乎是一只只地跳出来的
它几乎是一只只从我的身体里飞出来
然后停在了草丛中
在摇摇晃晃的一根根干草上
在一棵大树的朽烂的洞穴里
它牵着我的手进入一块石头，而
把我的身体留在了外边
它隐匿在稻草垛下的笑语扑面而来
如同山那边一句句依然湿热的呼唤
它的手指拨响我体内沉睡经年的琴
唤回了我的新娘，小小的新娘
她那时六岁，现在依然是六岁
你无法了解我心中的秘密。雪融后
它们还在，并且一直都在，一直这么栩栩如生

怀着秘密心情走过那一爿山坡
怀着秘密心情走过那一爿山坡，就像
穿过一段开阔的时间隧道。青草们瞬间笑了，
那芬芳的气息里有着波浪的线条。

半小时前下过一场雨，夕阳眼里依然扑闪着
一个七岁女孩的泪滴。这多少让人想起
怎么会这么巧合，仿佛一切都是事先安排好的，

就为我傍晚的到来。每天准时路过这里
几乎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就像一个人
身体中随便什么地方的一块肉，或一根骨头。

可是，最近有四个月没来了。这就是说
这段时间，我的日子有一点灰暗。但现在好了，
恰如这爿山坡迎来今年夏天的头一场雨。此刻

我的心情就像一大群麻雀在满坡的草叶上
跳来跳去。接下来，我要将它们重新招回笼子里，
为了一个男人的深沉，也为了生活重归平静。

一只山羊的大胆的想法
它想，兴许可以大胆一点
兴许真的可以大胆一点
就算真的大胆一点
说不定也不会怎么样
那就不妨大胆一点
比如，再走近一些
再凑上去一些
再紧密一些，或者
干脆再亲热一些
再比如，什么也不用管
登上那块高高耸起的大石头
再轻一些
再辽阔一些
随随便便叫上一声：咩——

有时候他想他就是那根柱
柱认为
自己本来就是一根柱
不是一根木头
更不是一棵树
它是自己从山上走进屋里
把屋顶撑起来的
现在它
非常相信这一点
非常相信
是它自己把头断掉
把枝条和尾巴不要掉
把皮脱掉
笔直笔直地走进来
就像一支真正的笔
找到了一张纸
它觉得就是这样
它已经想不起来
斧头呵，锯子呵，刀呵
都是什么模样
因为它们
不是已经锈迹斑斑
就是早已不知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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