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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活 下来慢

这个周末，天气出奇的好。谁都不
会想到，一个多月前同学们就积极策划
的聚会日期，赶上了金秋最好的太阳。

那时大家都在“教院中文系91级”
的微信群里，每个图标就像一颗颗鲜活
的心，怦怦地不停跳动。虽然彼此之间
看不见容颜，却明显地体味到相互之间
的温度和情感。

我和苏方方等一起建群，班主任李
万福老师很关心其他同学现状，有热心
的同学便一个个给找了回来。“我被拉进
同学群的那一刻，感动得想哭。”远在广
州的雪梅说。这也让老师欣慰。“不管生
活过得好不好，大家都要在一起，都要开
心和快乐。”他总在恰当时机说出温暖的
话语，而我从他不多的言语中总是能感
受到一个老师的心：有一种牵挂，有一点
担心，有一份幸福，就像父亲对待自己众
多的孩子。“地点就选在北碚缙云山吧，
景区是４A，养心又润肺，也方便停车
呢。”在北碚工作的张光跃积极献策，大
家一致赞同。印象中，他是一个很瘦弱
的男生，不爱说话，不过大学毕业已经
24年了，看微信头像显然发福，不知道
现实生活中历练成什么样子了？

对呀，我们从青春走过，印象中都是
彼此清纯可爱的模样，生活何尝不是一
部电影，把我们聚焦成今天的中年人
生。再见面，是不是就能立体生动地找
回心底那抹温馨的记忆，一份永恒的留
存呢？张光跃同学的倡导得到大家的积
极支持，一串长长的名单，就像一根丝
线，串起了时空和念想。是啊，光阴荏

苒，一晃24年过去了，我们从风华正茂
的青年步入中年，各自忙于事业、忙于家
庭，蓦然回首，南岸四公里仍然是我们生
命中重要的驿站，重庆教育学院依然是
铭刻心上的几个大字，中文系二班56个
人依然是永远也忘不掉的数目。原来，
我们也从未走出过班主任李万福老师深
情的目光……

犹记得，1991年那个秋天开学，在
重庆教育学院一楼的教室里，大家自我
介绍时腼腆的笑容和清新的话语，军训
时响亮的口号和整齐的步伐，做广播体
操时长长的队伍，新年舞会上绮丽的灯
光和旋转的舞姿，考试时通宵达旦的背
书声，就餐时飞奔的身影和急切的心情，
图书馆安静的阅读场面，实习时摩拳擦
掌雄心勃勃的模样，分离时泪雨纷飞惆
怅无奈的眼神……

再见了南山，春天的杜鹃夏天的知
了；再见了宿舍楼，早上的懒觉晚上的梦
呓；再见了教学楼和图书馆，诗经中的雎
鸠和梦中的《简爱》；再见了体育场，练习
太极的美好和反手羽毛球的优雅；再见
了教院，高高的梯坎和弯弯的坡道……
从此天涯各一方，山高水远。那个年代，
没有动车，没有高速路，没有手机，没有
微信和视频，这中间的好多年，像电影的
画面被定格，被模糊和屏蔽。

当大家终于走出手机，走进缙云山，
在度假村阳台一隅，时隔24年后的拥抱
和再见时，曾经青春的面容不再。青丝夹
杂些许白发，男同学们多了一份稳重和成
熟，女同学们增添了一份内敛和含蓄。

唯有真情不老。像太阳每天都会
升起。

人生的长河中，24该是怎样的一个
数字？诉不尽的离别情，一切仿佛重
现。319寝室女生齐聚，她们总是搞清
洁突击，再摆上竹叶小花等，总是夺得第
一名；317寝室两个女生，谈起当年那把
吉他，再次拨弄心弦；316寝室有女同学
远嫁他乡，大家都很牵挂；男生每个寝室
对应一个友好女生寝室，天啦，他们当年
的目的竟是想吃掉女生们吃不完的饭票
……得知一个男同学毕业不久后因故去
世，大家都唏嘘不已，心情很沉重，便越
发觉得真情可贵，生命可贵！

突然间，众人欢呼，李万福老师来
啦！“我把你们的毕业照打印出来了，把你
们每个人的名字都写在了上面，大家看对
不对。”没想到老师落座的第一件事便是
认人。他又迅速扫描了现场所有人，“我
感觉，同学们基本上都生活得很幸福”。
他很开心地笑了。24年过去了，老师教了
很多学生，他却把我们每个人的名字都写
在了上面！李老师还把教过我们的其他
老师们的照片发出来，他们虽然年事已
高，却都精神矍铄，笑容开怀！

老师们的笑容像金秋的阳光。阳光
很好，穿过树叶的罅隙，映照在我们每个
人的身上，也照进了心里。恰如同学曾
庆福诗言：“逝水流年/二十四载明月照/
笑见鬓微霜/同学壮志/当初清纯性未
改/只是工作忙/恩师亲临/缙云山腰秋
意浓/怀念未到同窗……”
（作者单位：四川省南充市旅游局）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家先后住过重
庆棉花街、保安路。抗战中，又搬家到了临
江门。

据说重庆自古就有十七座城门九开八
闭，九门八码头之说，临江门属开的门。从
江边上来，在大马路下有一个桥洞，还有很
多烧腊摊，我小时候，父亲经常把我扛着“马
马肩”到这里买鸭杂碎。

在这里俯视，可见嘉陵江面，这里离城
不算高，拾级而上，穿过桥洞就到市区，在路
口中间有一座亭楼叫“魁星楼”，不是现在靠
江边的魁星楼。我家住在靠江边丁字口的
一座砖柱木夹墙的三层楼的房子里，底层是
卖肥肠的铺面，从旁边石梯上二层是我家，
三层是一家旅馆。

石梯旁是一家水烟作坊，我小时经常坐
在作坊门槛看制作水烟，常见两个伙计打着
光胴胴，将烟叶铺在一大木框里。只见伙计
捧个大斗碗，如龙猛饮，再将头左右一摆，喷
得满屋水雾，然后再铺一层烟叶，由此重复，
待有半尺高就盖上木板，再在框边打楔子压
紧到只有两寸厚再吊起。过一段时间，待发
出酒香时打开竖起，用木工样的小推刨在侧
面刨，刨子兜里就刨出一簇簇金黄的烟丝。

嘉陵江的水平时是绿莹莹的，但在发洪
水的时候还是跟长江一样浑黄的。记得涨
水的时候，我和一些大娃儿在浑水中游泳、

捞柴火，有时那些大娃儿还向运西瓜
桃子的大船要吃的，要是不给，他们就
会对着船老板喊：“船老板吃不吃蕃
茄，吃不吃橙子？吃不吃苋菜？”后来
我才知道船老板是最忌讳“翻”、“沉”、

“陷”字的。
从江边到上面大马路的桥洞全是

石板路，街道很宽，街上挑水的、抬石
头的，上船下船的、挑行李的常年络绎
不绝，两边除了商贾店铺外，还有临时
摆的饮食摊、水果摊，卖牙粉牙刷等的
小商品地摊。另外还有拆字算命摊，
掏耳洗面摊，说书摊，看西洋镜、万花
筒的摊，以及整天叫卖“醪糟汤圆担担
面，红糖绿豆糕”的流动摊贩。住户只
要喊一声，就可从窗口吊下装着钱的
竹篮把吃的吊上去。

临江门又分上下码头。上码头是
上下客船和挑吃水的地方，每天早上有两三
班快船开往上游磁器口、北碚、合川方向，我
们叫木船为“汽划子”。

下码头是批发蔬菜粮食水果的地方。
晚上小贩们点起一盏盏电石灯，那黄豆粒大
一点的火光绿幽幽的，犹如鬼火。有时老板
干脆叫我们帮他往油罐里打气，让火焰喷在
石棉网上，石棉网逐渐变成一个火球，又逐
渐缩小，火球也由红变白，越烧越亮，把它挂
在店堂中间就把周围照得犹如白昼。

最有趣的是看划甘蔗，一群群的小伙或
市民凑钱买下几根或几捆，然后划拳定先后
顺序。方法是第一个将甘蔗尖削平，甘蔗长
就要站在板凳上，用刀口压住甘蔗顶，慢慢
移动刀口使之平衡不倒。待平衡后，用刀子
在上方迅速地画一个圆，再从甘蔗顶端划
下，边皮断在哪里，边皮以上那截就归划
者。我们小孩就抢掉下来的边皮吃。

那一年重庆发生了“九二”火灾，朝天门
烧了三天三夜。晚上从临江门往朝天门望
去，满天通红，浓烟带着火星在天上飞舞，江
上映着火光，像江水也在燃烧，怪吓人的。
我九弟在这年出生，小名就叫“九二”。

现在，那条石板街道，数千级石梯，都没
有了。从轻轨站出来，踏上临江路，登上魁
星楼，一栋栋高楼直接滨江路。看着千古悠
悠流淌的嘉陵江，心潮与江潮一起翻滚……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

绵绵细雨，落在屋檐上，滴答滴
答，继而哗啦哗啦，阻人行断人肠。

懒懒地，不想起床，梦境迷离。
拿起手机，点开音乐网，随意听一首
不知名的外文歌，却是天籁般的旋
律。小小房间里，轻轻柔柔弥散开
来，至耳畔，至心底，至全身每个细
胞。闭上眼，静静聆听，宛若置身烟
雾缭绕的大自然，叶茂枝横的古树，
深浅潺湲的流水，高低飞旋的鸟雀，
渐渐地，在大脑中从印象模糊到清晰
再现。顷刻，身，似云端漂浮，酥酥的
软软的；思，如褪去厚纱，纯纯的静静
的。窗外，风雨不歇，犹自醉一份曼
妙感受。昨日尘梦，消散得无影无
踪，天地间，风烟俱净。

音乐，琴弦间流淌出的那股韵味，
古韵渺渺，今音飘飘，欢快的，忧伤的，只
要动人心弦，于我，永远如人生初见，深具
吸引力。我喜我爱我依我恋。

许是冥冥之中，我与音乐，注定有
不解之缘。

小时候，幼儿教师的母亲，习练二
胡的大哥，整日家里吹拉弹唱歌舞相
教。那时，音乐的种子，便悄然潜入。
经岁月的风霜雨露几番浸润，竟婷婷
娜娜从心底发了芽，生了根。纵行走
匆匆，仍不忘于时间的空隙处枝枝蔓
蔓招摇着音乐独有的唯美。

只因，音乐，极致地蕴含着人的真
性情。

试想，若无谱曲者极致的真性情，
几个简单的哆来咪岂可极致地拨动那
颗千丝万缕的心。若无聆听者极致的
真性情，又怎能从中得到极致的享
受。而我时常，沉醉词者字里行间的
深浓不一的情愫，沉迷曲者超然物外

的轻盈灵动的飘逸，沉浸歌者富有磁性的
饱含情感的唱吟，从时而低沉时而高昂时
而缠绵的变化中感受音乐声声传递而来
的真。之所以如此钟情它，也是心中无论
如何也难以抹灭的那点真性情在作怪。
之所以如此钟情它，更想在人海中拾一枚
安然若素的贝壳，于心的角落伴着音乐恒
久收藏。

音乐，极致地蕴含着人无须遮拦的忧
喜悲欢。沐浴在人生的春风里，看山山
青，望水水绿，不期然，就会与一段轻快明
朗的节奏撞它个满怀，蓦然红着脸，小鹿
般跳动着心，嘿，这旋律，甚合我意，此起
彼伏着喜洋洋，明灿灿，轻松松，洒脱脱。
似精灵般大小不一长短不等的音符不断
耳边回旋，心儿不由自主轻舞飞扬，一切
恰到妙处。时光啊，且许我几分明媚，再
毫无犹豫将它凝成永恒。要么，还是，不
要那么贪心，把明媚的一瞬定格在心的深
处，某个如水凉夜，趁月色溶溶，倚窗慢慢
回味那抹明媚，也足也。

人生喜忧总一半又一半。心里的忧，
莫名由来，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丝丝惆
怅休也难休。静在一隅吧，与泛着轻愁的
旋律不谋而合，哀伤袅袅升起，心事慢慢
下沉。就这般单曲重复，就这般伤感到
底。人生的伤痛，有时就得独自默默承
受。而音乐，则似催化剂，一触及心底那
份深藏的伤，泪水就会顺着脸庞，轻轻滑
下。有泪，就尽情地流吧。

某时，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心若禅定。
在入世和出世的缝隙间，把生活的琐碎一

一束起，搁置在某个不起
眼的角落。如一段电影剪
影一样将光阴放得很慢很
慢，和上一曲高山流水的韵味悠
扬。当古筝、琶琵等弦乐丝丝入
耳，看月映泉，听鸟鸣梢，嗅茶飘
香，品文润心，可以淡淡回忆，也可
以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
秋冬。任一股空灵之气，氤氲在
心的上空，待花开云落流转后，唯
余飘逸寡淡清虚。或者是伴随旋
律将心事开成莲花朵朵，红尘紫
陌间，静静地散发幽香几许。生
活，难以禅，却已禅。音乐，不是禅，
却似禅。

音乐，更极致地蕴含着力量。
音乐，从遥远的亘古，从地域的

那端，越过时空隧道，越过浩渺烟
波，向我款款走来。只要用心聆听，
不分种族，不论贫贱，不管阶层，都
能感到灵魂的飞翔。

音乐，如冬日暖阳，驱散心
里的阴霾，如夏日清风，拂去眼
中的浮躁。我看见自己，缠绕着
音乐，面容安静，内心丰富，婉转
成行，婉约成诗，正盈盈浅笑地
行走于熙熙攘攘的尘世间。

音乐，缠绵千行的长歌，幽
咽微叹的短吟，经于心。心，始
终那么柔软，始终那么温暖。

（作者单位：万盛经开区东
林街道卫生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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