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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在朋友圈写到“登山杖和身
体已抵达黄水镇油草河景区入口“，
看见萧索的景区鲜有人至。泊好车，
已近申时。

我这头身负60公斤装备的十龄
“驴子”，紧跟“驴队”寻找营地。走完
水门汀，跨过小土坡，趟过浅草地，映
入眼帘的是一片茂密的水杉树林。笔
直参天，绿黄的、浅黄的、金黄的、红黄
的叶片把阳光衬得更为炫目，似孔雀
金线般多彩妍丽又丝缕分明，间关鸟
语，正是陶公“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
还”之景。清风徐来，叶子便松了手离
开枝干舞动身姿，翩翩然若惊鸿，宛宛
然若游龙，落在泥土中，水潭里，石板
上，层层叠叠又复归静默，如如不动。

在此安营扎寨，是一队人的默契。
抬水洗菜，起锅造饭。众人划桨

各司其职，不多时糙米粥、锅贴饺、孜
然排骨、椒盐酥肉、油酥花生、炒青菜
逐一上桌，一时间，觥筹交错，欢声笑
语，大快朵颐。即使不善饮酒的，也
会抿上一两口以御寒。不到七点，天
黑尽，寒气升腾，花鸟鱼虫都收了
声。马灯下，酒意正酣，聊兴正浓，茶
香更盛，却也未惊扰到山里的生灵，
如镜的河面上是月亮自怜的影儿，抬
眼望去恰好对上她倾羡的目光。

熄灯，夜寒，山空，万籁俱寂。
凌晨五点，就醒了。是在澹澹河

水与细细霏雨的C小调协奏中醒来
的。半梦半醒，似真非真的感觉最是

妙不可言，也不用起身去探究真伪，
只眯着眼，让耳朵因聪灵而陶醉。水
杉的叶子又落了一阵，凌波微步般轻
沾帐篷，想是风也来了，百草混着泥
土的味道更浓了。待天光微亮，第一
声鸟啼犹如起床号，刹那间，懒散的，
清脆的，柔嫩的，浑厚的，高、中、低、
长与短，此起彼伏的唱和，鲜活了整
个山林。河的对面，有长尾雉鸡“扑
棱”飞过，她曾倚过的树梢仍在懵懂
中眩晕颤栗。雨停了。

拔营。我们沿河而上，向七曜山
开拔。山道的一侧林深茂密，霜降后
正是山林幻彩之时，树叶从绿过渡到
黄或红，便成就了传说中美轮美奂的
彩林。空山雨洗后，满满的负氧，悠
悠的清爽，山道积满厚厚的落叶蜿蜒
而伸，行走的脚很是受用。一路上红
枫、水杉、柳杉、梧桐、榉树、松、海桐、
箭竹红的红，黄的黄，绿的绿层出不
穷，时刻考验着眼睛的分辨率。细观
后才发现叶的色彩竟有十几种，甚至
更多。不由慨叹，这短短十来天，对
于叶，或是浓缩了一生的蜕变，是飘
落、寂灭前最后表达的深情吧！

松的树干垂着长长的松萝，昭告
着山里一级棒的空气质量，偶间会有
野兔之类的小动物从林中扑朔而过，
也会有一两只鸟儿在头顶穿越欢
鸣。熟透了的野生猕猴桃、茅莓和火
棘，以翠绿、晶黄、火红欲滴的姿态时
不时的显于山野，刺激挑逗着我们的
味蕾。山道的另一侧，俯瞰是碧水长
流的小河，大小崚嶒的山石或在左、
或在右、或在中将河流切割得曼妙无
比，时而丰腴，时而纤长，时而安然，
时而奔放，时而低吟，时而高唱。我
们无一不在惊喜和感动之中，这便是
行走最大的乐趣了。

这样一片人迹罕至的净土，云雾
山岗，流水汤汤，鸟语虫鸣，芷草留
香，行走自不必说，还特别适合

品茶、看书、操琴、发呆，同样
也很适合撒野。平日里被光

纤、WiFi、钢筋混凝土磨蚀的
天性会逐渐被修复，你会发现那

些凡尘俗事都完全与你无关。此
刻，天地之间唯有两个字：自在！
（作者单位：中国石化川维化工有

限公司）

百合花
（外一首）

余君才

夜里的百合花
开得正好，香气弥漫着整间屋子
比起去年，开得更盛，香气更浓郁
妻子说，百合花就是我们
今年的我们比去年爱啊
比去年好，一年比一年好
于是想起那一年在中山八路的日子
那是我们结婚的头一年
住在一间小房子里
房子破旧、狭小、潮湿
百合花在房间里盛开着
香气弥漫每个角落
二月的夜晚清清冷冷的
风从窗户的破洞吹进屋子
那个夜晚，我们说了一夜的话
我们就那样
拥抱着
就度过了那个冬天

生活
我沉迷于这样的日子
时间穿过每一片风的记忆，缓慢坠落
也许是太过美好了
很多事物都在其中消逝，并无察觉

我沉迷于这样的日子
一个人独坐。独自面对大山湖泊
在世界面前，一切的离合悲喜
都只是生命短暂的消耗

我沉迷于这样的日子，直到
写给你所有的诗句都燃成灰烬
直到夜幕降临，黑夜长出薄薄的翅膀
无论如何，我们都曾努力的生活过
一任时光如何无尽的消磨

（作者简介：余君才，广东省作家
协会会员，广州市荔湾区作家协会副
主席。祖籍重庆，现居广州。在《星
星》《诗潮》《广州文艺》《红岩》《散文》
《散文选刊》等杂志发表作品三十万
字。出版作品集《因为经历，所以懂
得》等多部）

这个故事是真实的，但看起来像是虚构。
那年冬天特别冷，歌乐山还难得地下了大雪

——离上一场雪已经七八年了。
就在白雪盖地的那天，林哥的妻子小玫永远

地离开了他。小玫走时才61岁，但被病魔折磨了
好几年。本来医生建议手术治疗，如果运气好就
可能会好起来，但如果运气不好，生命就断送在手
术台上了。林哥太怕后者了，小玫也很怕。于是
他们釆用了保守治疗，能活几年是几年，能在有生
之年天天相守，是他们的最大愿望。

林哥和小玫没有孩子，几十年的婚姻让他们
相依为命，相濡以沫，日子过得平常温馨。记得
他们刚认识那会儿，是结束下乡生活返城成为工
人时。那时的林哥高大帅气年轻，但生性孤僻，
与父母和兄弟姐妹们都没什么多余的话说，也没
什么朋友来往。但与师妹小玫却一见倾心，看过
的书报杂志中有趣的内容都想告诉她，并乐在其
中。小玫佩服林哥肚子里有墨水。其实林哥的
文凭也就初中，但他喜欢学习，每天必读报纸，
《读者》《大众电影》也是他每月必须买来看的，喜
欢看名著和历史，还喜欢音乐，是文凭低素质高
的工人。正如南怀瑾言：薄情还是深情，与文化
程度无关，与读书多少无关，而只反映着人内心
的质地。小玫文凭也不高，但温柔甜美，喜欢听
林哥摆龙门阵，一个爱说一个爱听，这是一种美
妙的感觉，林哥就愿意说给她一个人听，小玫就
喜欢听他一个人说。两人在一起时谈笑风生，其
乐融融，过去称这种为合得来，现在上升为有共
同认知的灵魂伴侣。

林哥和小玫的爱情没有理论支撑，依然水到
渠成，顺理成章，喜气洋洋地结了婚，过起了小日
子。不久，小玫怀孕了，林哥高高兴兴地跳着锅边
舞，杀鸡炖汤，无微不至照顾小玫。小玫孕期反应
强烈，要么不想吃，要么吃了就要吐，要么一想吃
个啥就立时三刻要吃到嘴，过了这个时辰，即使是
弄来也不想吃了，说不定看到还恶心。怀孕的女
人不好将就得很。比如，小玫三伏天要吃羊肉汤
锅，那时物资哪有现在丰富，想啥有啥。真是难为
了林哥，恨不得上山逮只羊亲手杀了。即使林哥
这么操劳，小玫这么难熬，居然流产了。林哥心痛
小玫白吃了苦，小玫心痛林哥白遭了累，两人互相
安慰，彼此打气，反正人年轻，来日方长。

一年后，小玫又怀孕了，林哥又开始杀鸡炖
汤，小玫还是反应强烈……气人的是，三个月后
又流产了。后来，这种情形又出现过一次。林哥
坚决地对小玫说：事不过三，我们不要孩子了。
再这样下去，你的命都要没了。小玫说，不给你
林家传宗接代啦？林哥说，姓林的多的是，过好
我们自己的日子是正事。

小玫对没有给林家生小孩有些心虚，怕林哥对自
己的感情会变淡。几年过去了，见林哥一如既往宠着
自己，也就安下心来，专情专心过二人世界。

漫长的几十年过去了，林哥和小玫的小日
子，平凡而温暖，随意而和谐。两个人达到了心
灵相通的境界。有时候林哥说了上半句，小玫就
知道下半句是什么，反之，林哥也如此。小玫不
说什么，只要一个眼神或表情，林哥就懂得她的
状态。两口子在家即使不说话，各干各的，各在

一间屋，也不会感到寂寞孤独，因为所爱的人在
家，心就是充盈实在的。小玫从没有因为和林哥
闹矛盾回娘家告状的事情。从小两口到老两口，
其间也不是天天都其乐融融，也是有分歧的，争
吵几句也是难免的。但两人生气不过夜，一股气
顺了，就又说说笑笑的了。林哥和小玫这对柴米
夫妻，在平凡的世界活出了深情。

然而，老天爷好像要考验他们的爱情，好给
芸芸众生重塑爱的信心。

小玫退休没两年，不爱生病的她竟然病了，
而且是来势凶猛的胰腺癌晚期。这个噩耗让林
哥很惶恐，说好两人白头偕老，说好退休后游遍
祖国大好河山，还要去外国看看……计划中的退
休生活才刚刚开始呀。林哥不敢细想未来，只有
全身心地照顾小玫，期待奇迹出现。他陪着小玫
走遍了重庆的大小医院，请教了中西医专家，竭
尽心力财力，一门心思要治好小玫的病痛。同
时，林哥买来有关医学、饮食、保健方面的书籍，
仔细阅读，还用红笔勾出重点要点。为小玫做可
口的饭菜，炖保养汤，一天三次为小玫按摩，一勺
一勺喂小玫饭和汤，天天为小玫洗脸擦身体……
以他们的经济能力是请得起保姆的，但林哥就是
要亲力亲为才心安。

可惜，天不随人愿，林哥心爱的小玫还是离
他而去了。小玫弥留之际，用尽最后的力气拉住
林哥的大手不舍，林哥双手紧紧握着小玫渐渐冰
凉的手不放开，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小玫渐渐如雪
的脸庞，不转睛……

林哥给小玫买了红木骨灰盒，将其放在大床的
右边，小玫过去睡觉的位置，期盼小玫夜夜入梦来
陪他。多少个夜晚，林哥的眼泪打湿了枕头。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林哥的深情做到极致
了。然而，这样并不能缓解林哥没能与小玫白头偕
老的遗憾，他依然要小玫见他所见、听他所说……

城市面貌日新月异，林哥将骨灰盒放在旅行包
里，带着“小玫”一块去走走看看。在心里，一路上给
小玫讲经过的地方，看到的风景……清明节到了，
林哥又带着“小玫”去给老人们上坟，告诉他们，说，
小玫去找他们了。春暖花开的季节，林哥又带着

“小玫”去踏青看花，重温他们过去走过的地方……
林哥单身的消息传得很快，说媒的人很快就

上门来，林哥坚决果断地拒绝，并周知大家，他这
一辈子心里只有小玫的位置。

带骨灰盒毕竟不是很方便，林哥打听了一个
可以时时刻刻与小玫在一起的方法。上海有家公
司可以将亲人的骨灰制作成项链或手链。得此消
息，林哥太欣慰了。林哥马上与该公司联系，要求
制作成项链和手链并现场观看。但是，公司要求
只能将骨灰送去，不能现场监督制作。不能亲眼
见到小玫的骨灰做成项链手链，林哥太不放心
了。他一再与对方商量，哪怕多花钱都可以，但他
一定要在现场。对方没有答应。

林哥好沮丧，整个人感觉到“一寸相思千万绪，人
间没个安排处”的空落。他妹妹安慰他说，如果你会
开车就好了……林哥心头一亮，这倒是个办法哟。林
哥都快70岁了，一直不喜欢驾驶，但目前只有自己驾
车才可以带着“小玫”一起携手天涯。于是，林哥毫不
犹豫地报名学车。从没摸过方向盘的他，居然科目
一、二、三、四，一次就过。很快拿到了驾驶证。

林哥买了驾驶性能好、四轮驱动、可以在车
上做饭睡觉的高级越野车，试开几次后，便在一
个风和日丽的春天清晨，带着心爱的“小玫”，发
动汽车，放着他和她都喜欢听的邓丽君情歌，对

“小玫”说：我们出发吧！林哥一踩油门，奔向了
他们曾经一同约定的远方……

（作者单位：重庆日报报业集团）

半梦半醒，似真非真的感觉最是妙不可言，也不
用起身去探究真伪，只眯着眼，让耳朵因聪灵而陶醉。

静静的油草河
雷春雪

生/ 活/ 随/ 笔
林哥买了驾驶性能好、四轮驱动、可以在车上做饭睡觉的高级越野车，

试开几次后，便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春天清晨，带着心爱的“小玫”，发动汽车，
放着他和她都喜欢听的邓丽君情歌，对“小玫”说：我们出发吧！

爱的刻骨铭心

城/ 市/ 漫/ 记

修羽

诗/ 绪/ 纷/ 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