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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最美是深秋

声明：本报所采用部分文图无法联系到作者，请相关著作权人持权属证明
与本报联系，本报将支付稿酬。 联系电话：6564069

短短
笛横吹笛横吹

■■ 文茹潇潇文茹潇潇

闲闲
情小品情小品

■■ 马亚伟马亚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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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静好，不经意间又到深秋。
天高气爽，风清月朗，薄冷中有一种
幽远的情致。

深秋，没有春天的明媚娇艳，没
有夏日的炎热多情；独有沉稳厚重的
磅礴气象。此时，昼夜温差明显加
大，太阳当空的晴好天气，人们似乎
觉得温度适宜；可早晚不饶人，冷风
拂过面颊，让人意识到深秋的寒凉。

然而我钟爱深秋，如同成熟少妇
面对沉甸甸收获流露出气定神闲的
微笑：黍稷翻浪、瓜果飘香、牛羊圆
滚、鱼跃蟹肥……春华秋实，快乐写
在人们的脸上。

深秋的美，还来源于大自然的方
方面面。天空蓝得眩目，云朵白得纯
洁。早晨，走到野外草地，草叶上的
露水已凝结成霜花，白茫茫一片。红
日西坠，云霞堆积，斑斓夺目，宛若
红绸彩缎。

夜幕降临，再也听不到秋蛉时高
时低、时近时远的叫声。星星在茫茫
的苍穹忽闪着眼睛。浮云游动，一会
儿给明月罩上一层薄纱，一会儿又将
它全部遮掩。望着美轮美奂的天空，
往往会勾起对故人无限的思念。

这季节，雨好像和人闹着玩儿似
的，下起来就没完没了，在天地间织
出如丝、如烟的迷蒙。尤其到了夜
晚，听见窗外细雨沙沙，仿佛一场灵
魂的洗礼，摒弃红尘纷扰，心素如

水。
太阳的七彩之光，给阔叶树木涂

上簇簇团团的颜色。有的绛红有的
粉赤、有的杏黄有的橘橙、有的茄紫
有的罗兰……五彩纷呈、绚烂夺目。
因而会很自然地想起古人“停车坐爱
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的描写。
的确，秋叶不亚于春日繁花的美感。
倘若走进白桦林，树干树叶相映成
趣，恐怕没有哪位丹青能写出这么丰
富的颜色。

深秋，在我的故乡——长城脚
下、黄河岸边，群岭苍茫。厚厚的草
甸铺满山坡，曾经如茵的绿草变成
棕黄，珍禽异兽出没其间。置身于
这样一幅画卷中，好不逍遥。

深秋，还有一个极好的去处便
是草原。不亲眼目睹纯净的蓝天白
云下无垠的草地，你不会知道天地
有多么壮阔。蒙古包及牛马羊群在
枯黄的“草浪”中飘忽：“天苍苍，野
茫茫，风吹草低现牛羊”的景致在这
里完全重现。迂回曲折的水滨岸
边，常有茂盛的芦苇丛，这种植物的
穗子已经长成，絮绒是它的传播方
式，西风吹来，花飞如雪。

在秋阳初照的清晨或落日镕金
的傍晚，片片山林和排排行道树，好
似团团火烧云。在这种浓郁的氛围
中，心便跟着敞亮起来。伫立在无
风的树下，时有一两片叶子从高高

的树梢飘落，似彩蝶翻飞。劲风刮
过，树枝乱摆，半枯的树叶“哗啦啦”
作响，然后打着旋儿扑簌簌落下，一
头栽进大地的怀抱。曾记得，林子
里树叶越积越厚，村上人用筢子或
扫帚把树叶搂扫在一起，装进篓筐
或麻包背回院子储存起来。那可是
冬天降雪后，羊不能出坡时的应急
饲料。

秋风挥动着飞快的剪刀，裁出一
树树的疏朗。给宽敞的农家院落投

进暖暖的阳光。玉米棒子堆满大院；
辣椒像火红的春联挂在窗框上。花
坛里的其他花卉都已凋零，唯有菊花
耐寒，反倒抖擞精神，迎霜怒放，清
香四溢。

人活着，总会感受生命的美好。
忽然发现，人生如同四季，在不同的季
节赏阅不同的风景，是最好的活法。
而且，每一个季节的到来，都在提醒大
家，时光匆匆，要且行且珍惜——做喜
欢的事、看喜欢的景、爱值得的人。

隔段时间，我就大肆购买一批零食
填充儿子的零食专柜。什么牛肉干、糖
栗子、山楂棒等等之类，是他偏爱也是
我从健康角度比较认可的一些食品。
有一天，儿子突然笑嘻嘻地问我：“妈
妈，你知道你是什么吗？”我一刻呆懵，
不知此问源何？只好顺问而答：“宝贝，
那你说说，妈妈是什么呢？”“妈妈，你是
好大好大的一个机器！知道为什么
吗？因为你总能给我变出那么多好吃
的零食……”

有一位作家说，妈妈是大地。
而大地是怎样对待每一个初萌生

命的呢？敞开胸怀，给予每一种生物
蓬勃成长的自由。任何一颗种子，依
存原始的生命力，迎光沐雨，历风经
雪，顺势发挥，自然抉择。大地始终静
默着，不打扰，也不干预，任凭花开花
落，四季无常。

作家又说，妈妈是太阳。
而太阳又是如何普照地球上的芸

芸众生的呢？抖擞光羽，平等、无差别
地拥抱着世间万物。遵循轨迹，均匀分
布每一束光的能量；按部就班，严格规
范每一季抛洒的热情。每一个鲜活的
生命，都是太阳爱抚目光下的美妙精
灵。不管是擎天大树，还是匍匐的小
草，都是太阳一视同仁的孩子，被给予
阔大的自由空间，放手任其顾自完成一
日日的光合反应。

就如古老的中国哲学言述的那样，
我认为，妈妈更像是水。

水是温柔的。以柔克刚是她力量
的体现形式，就像太极之美一样，让你
感叹着、怡悦着，却不知不觉中已被征
服，主动进行了归附。水是兼容并蓄
的。可以震得住江河湖海的庞大阵势，
也可以守得住溪涧塘池的平凡天地。
大波大浪里总是不忘初心，驾轻就熟；
偏泉僻井中则会淡泊明志，隽永悠长。
水是气度雍容的。纵然面对千壁万仞、
参天松柏，也只是不卑不亢、以礼相待，
仪态万方地从容流淌着。即便路过土
埂坡凹、野花小草，也会心怀怜爱、紧紧
拥抱，倾尽全力地给予灌溉与滋润。水
是颔首低眉的。往低处流就是她最好
的处世姿态。“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
之争。”不自矜，不显耀，不争功，不论是
非短长，只静静低着头，涓涓不息地不
断提升着自己的能量与修养。

妈妈是什么？
应该是辅佐太阳值守夜晚的月亮

吧？用美丽的歌谣，呵护着孩子的那粒
梦种。应该是太极里与阳刚融会贯通
的阴柔吧？以温和的态度，灌输给孩子
硬性的规则。应该是与火相生相克、彼
此制衡的水吧？给予孩子的父亲家庭
支柱的地位，让儿子可以获得来自父亲
的力量支撑，底气十足地去勇敢成长；
让女儿能够充分沐浴爸爸播洒的宠爱，
心怀柔情地去憧憬生活。

原来，妈妈是一场永远在路上的修
行啊！没有完美，唯有持续不断地努
力，再努力。

人 到 中 年 ，越 来 越 喜 欢 素 简 之
美。

这种素简，也许就是一道人生的
减法题，我似乎就越来越喜欢那些质
地好的东西，不再过分关注其外在和
颜色，更看重它的材质的优劣。我开
始懂得，年轻时，自己积累了过多的
东西，于是，慢慢地开始“断舍离”的
生活。

年轻时，喜欢各种各样漂亮的服
饰。每每明知道自己已经有了很多，
还要找个借口买下来。即使衣服的
尺码不太合适，也会找个借口说：“没
准自己减肥，可以瘦下来呢。”结果，
那些衣服一次也没穿过。而我在换
季时，每每整理衣服就如同一场精疲
力竭的大战。那山一般的衣服，存
放、洗涤、摆放，都是个大问题，而且
占据了家中不小的空间，时间让人感

觉筋疲力尽。于是，我懂得不再去买
那些不适合自己的衣物。买一件，必
要丢弃一件，保持数量够用就好。

青春年少时，渴望丰富多彩的生
活。每一天、每一秒的生活都安排得
满满当当，生怕一不留神，自己就输
在起跑线上。我们仿佛是在高速运
转机器上的人，只有拼命奔跑，才不
致于掉下来。慢慢地，我开始学会给
自己减压，甚至抛弃那些困扰和烦
恼。我开始懂得给生活留白，学着放
慢自己的脚步，重新定义何为幸福。
我经常想：国画之美在于留白。生活
莫若如此，哪怕只是静静地发一会儿
呆，也会感觉闲适而悠然。慢慢地，
我开始喜欢独处，不再喜欢喧闹，喜
欢一个人安安静静的时光，似乎在安
静中，可以寻得到内心的声音。在我
们的内心深处有个可爱的小孩子在

唱歌，舞蹈，我要时刻保持这份童真，
不让其走失了。

人生做道减法题，不再参与那些
热闹的聚会，开始喜欢读书。我读

《红楼梦》《百年孤独》《简爱》，仿佛我
们在书中，可以穿越时空，去经历不
曾经历的事情，可以在书中，身上长
出翅膀，自由地翱翔。在读书中，我
慢慢地被打开视野。我还喜欢读诗，
徜徉在诗的海洋中，去感悟诗人的家
国情怀。每一首诗，区区数十字，就
能把一份浓烈的情表达出来，字字珠
玑，让人赞叹。读罢掩卷，亦能有所
获。在穿越千里的时间里，我们竟然
有着相同的感悟。似乎内心深处，也
慢慢地弥漫着一种芳香，一种“腹有
诗书气自华”的美感。

青春年少时，我们在意人们的目
光。可是，杨绛先生在《百岁感言》中

告诉我们：“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
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
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
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
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无关。”

人至中年后生活开始安排得劳逸
结合，有闲又忙，却始终保持对生活的
热情。在给自己留白的时间里，读书、
写字、思索、旅行。人生莫若如此，思
考着，领悟着，成长着。我们开始学会
爱自己，培养自己的爱好，努力让每一
天都生活得熠熠闪光。只有好好爱自
己，才会有更加精彩的人生。

人生是道减法题，我们需要认真
地思考，并做出答案。那过程，就是
去掉不必要的奢求和浮夸。而减法
让生活变得简单，充满秩序。我们的
内心也变得简单起来，可以敏锐地发
现生活之美……

远郊有一片白杨林，是我每年秋
天必定要去的地方。林子不大，是广
袤的秋日原野中一个不起眼的存在，
于我却是世外桃源般的美好之地。

我喜欢那里的气氛，安静得仿佛
被世界遗忘了。那里的落叶没有人
打扫，到了落叶季节，金黄的落叶铺
了厚厚的一层，与秋日的蓝天白云
相互映衬，美得简单而纯粹。碧云
天，黄叶地，小小的白杨林仿佛一幅
油画。这幅油画，构图简洁，色彩鲜
明，画面静美。置身这样的画面中，
整个人会慢慢安静，沉淀，滤净，淡
然 ，心 境 也 会 像 秋 空 一 般 明 澈 高

远 。 有 时 候 我 会 在 林 子 里 席 地 而
坐，只占据林子的一个角落，觉得自
己也成了一枚秋天的叶子，心绪是
那么云淡风轻。

毫无疑问，秋天是绚烂的。目之
所及，到处是色彩变化之美。单说一
种黄色，就可演绎出浅黄、深黄、明
黄、枯黄等等斑斓之色。如果你去看
一座秋山，一定会有眼花缭乱之感。
不过人的眼睛长久地被各种色彩冲
击，会感到纷繁和疲劳。而这一片白
杨林，正是绚烂秋天的一个安静角
落。这里的颜色，只有蓝天的蓝，白云
的白，落叶的黄，还有未落树叶的绿。

这里没有秋的繁复，只有简洁和明朗。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纯净，时光

绵长。天真的是蓝啊，那么高，那么
远，蓝得像碧玉一般，莹莹的，润润
的。那种纯粹的蓝色，让人总有一种
扯一块下来做成一件蓝裙子的欲望。
碧玉一般的蓝，披在身上人一定会瞬
间变得清澈。可是，蓝天高远得不可
触及，这样的距离是属于秋天的，大概
有万里之遥吧，无法靠近，只能长久凝
望。不知那个碧蓝色的城堡里，藏着
怎样美丽的故事。碧空中偶有几朵闲
云自由舒卷，蓬蓬的，松松的，最适合
变幻出万千姿态。碧蓝的天空成了云

朵的舞台，它们仿佛随心所欲的魔术
师，尽情地表演自己的“七十二变”。
有时候变着变着，忽然间就烟消云
散。风烟俱净，蓝天更加莹润可人。

黄叶地，在城市里已经寻不到踪
迹了。只有在这里，保留着原汁原味
的秋色。白杨树的叶子宽大如扇，飘
落下来的时候是有轻微声响的。那种
若有若无的声响，更显得白杨林的安
静。这些落叶，不是一天堆积起来
的。秋天已经过了半程，秋叶每天都
在落。秋叶的飘落，难道也是因为时
间的催促？秋光如诗，岁月流长。时
光的踪迹无处不在，尤其是在秋天，总
是能清晰地发现时光游走的痕迹。有
时候，一枚落叶在我的头顶飘下，滑过
我的胳膊落地，让我触摸到秋凉的气
息。风来的时候，林子里的落叶一起
飞舞，像漫天的蝴蝶一般，美得让人心
动。

我喜欢在铺满落叶的路上走，脚
下发出悉悉索索的声响。秋光深处，
总有一些记忆被唤醒。记得学生时
代，我和同伴在校园的林荫路上散
步。那时是秋天，落叶满地。我们读
里尔克的诗：“谁此时没有房子，就不
必建造。谁此刻孤独，就永远孤独。
就醒来，读书，写长长的信，在林荫路
上不停地徘徊，落叶纷飞。”如今，隔
着漫长的时间，我重新找到了那种感
觉。再回味，依旧如昨。

碧云天，黄叶地，记得在秋日里为
自己留一片安宁之地，用来盛放记忆
和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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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是这个世界很醒目的点缀，无
论看到哪里的风景，花都是不会被忽
视的。

有段时间，我苦于叫不出花的名
字来。面对满眼美丽的花朵，看它们
在风中摇曳出万种风情，露出最美的
姿容，仿佛想与我对话。可是，我却
不知道它们叫什么名字。那种感觉
有点让人着急，仿佛是遇上了熟人跟
你打招呼，你却想不起人家的名字。
我呆呆地与花儿对视，却无法开口，
只因无法叫出它们的名字。

后来，我特意去植物园看花。植
物园的花草，旁边都竖有一个牌子，
上面不仅有花草的名字，还有花的产
地、花期之类的介绍。观赏到一种
花，我会刻意去看一下它的名字，就
像要记住一位初识朋友的名字一样。

我发现，花草的名字与它们的外
形气质都特别相符。有时候很佩服
给花草起名字的人，这些人一定是把
花当成了知音，不仅熟悉它们的形与
貌，还了解它们的脾性内涵。比如薰
衣草，看那些紫色成串的花束，密密
匝匝开出一片，芬芳悄然散播，人路
过的时候真的要被“弄花香满衣”，难
怪叫薰衣草呢。再比如郁金香，这种
花典雅大方，花朵艳丽，花香馥郁，而
郁金香这个名字有高贵的色彩，正好
与花相配。还有什么迎春花、白玉
兰、蝴蝶兰、虞美人、康乃馨之类的，
都是名副其实。单单这一点，人就比
不上。有的人空有个好名字，却名不
副实，人品修为等各方面都配不上其
名字。

这个世界上的花何其多也，即使
专门研究花草的人，也未必能叫出很
多种花的名字。我们一般人面对纷
繁多样的花草名字，更是很难分辨。
仔细想想，我能辨识的花大概只有十
几种吧，而成千上万种花的名字是我
不知道的。

我的一个朋友是个有趣的人，她
说从来不刻意记花的名字。看到喜
欢的花，就即兴为它取个名字。这种
做法比较诗意啊，让我想起海子的诗
句：“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
暖的名字。”朋友说，她追求的就是这
种境界，率性自由，无拘无束，随心而
定。她看到一种小花，不是很惹眼，
但有玲珑的气质，花瓣像蝴蝶的翅膀
一样，于是便为花命名：玉蝴蝶。这
个名字的含义，只有她自己能完全领
会。她还把大家都熟悉的月季叫做

“长相守”，因为月季花期长，能长久
陪伴人们。她会给每种花都取个美
丽的名字，这个名字更侧重花的内涵
以及与花有关的故事，更像是花的花
语，也就是这种花的象征意义。

有一次，我看到一种不知名的野
花，忽然想到要效仿朋友的做法。这
种花小小的，星星点点，开得却明艳，
散落在山坡上，一片灿烂，我给它取
了个名字叫“星光灿烂”。我对自己
的“创意”很满意，后来有朋友说，你
说的不是满天星吧？看到满天星花
朵的图片后，我发现还真不是。但有
什么要紧的，花名与人名一样，不过
是个符号罢了。这个符号对不同的
人有不同的意义，所以我们完全可以
随兴为花取个美丽的名字。

我想起《诗经》里的句子：“有女
同车，颜如舜华。”舜华指的是木槿
花。想想古老的时代，人们为花取
名，是不是也是灵机一动得出的？即
兴而做，妙手偶得，有些花名因为口
口相传而延续下来。花叫什么名字
不要紧，重要的是花里面有很多种人
的情感，有很多人的故事。

清代的李渔可谓是一位生活家，
他说，若能有一段闲情，一双慧眼，则
过目之物尽是画图，入耳之声都是诗
料。是的，用一双慧眼看花，每种花
都会有一个美丽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