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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照片上的往
留在照片上的
往事
■ 高巧林

苗 青
摄

人有生逢其时之福，也有生不逢时之憾。举例说，逢到我们这
个年龄段的乡村青年恋爱结婚时，改革开放才现曙光，经济社会快
速发展的列车才拉响汽笛，这样，也就免不了让来不及退场的艰辛
与寒酸渗入到爱情的甜蜜与幸福之中。就说我，因为手头拮据，时
间倒逼到结婚前一个月时，才拼拼凑凑建了两间“劣柴椽子水泥梁，
里头点灯外边亮”的七路头硬山头简易平房。其中一间新房也是十
分简朴——光秃秃的粉墙上贴几个剪纸红喜字，歪斜开裂的窗户上
挂一幅薄如蝉翼的“花洋布”帘子，湿漉漉的泥地上摆几件木质粗
劣、四足不平的土制家具，徒有三四米高的梁边晃悠悠垂下一根灯
头线，拧上一个电灯泡，如此而已。要说最为挑眼的，当数一张装进
相框后张挂于墙头醒目处的结婚照——彩色，半身，十二英寸，我穿
西装系领带，她披婚纱佩项链，挺洋派。
许多村里人借闹新房风俗，都来开眼界似的看这张结婚照。这
也难怪，他们很少见过，甚至从没见过这样“破费”又“浪漫”的结婚
照。那时的乡村青年连轧朋友谈恋爱都是偷偷摸摸、羞羞涩涩的，
哪会大模大样去城里拍结婚照？或者说，连摆几桌“粗茶淡饭”式的
酒水都是捉襟见肘的，还怎么可能舍得花五六元钱拍这样的结婚
照？
仿佛转眼间 ，仿佛梦境 里 。 既往三四十年里 ，我搬了五六趟
家。从平房到楼房，从狭窄到宽敞，从简装到精装，而且，在喜新厌
旧思想作祟下，原有的家具、生活用品和杂七杂八的小件摆设早已
被我丢弃了。唯独留下的，就是那一张结婚照。
照片这玩意真是神奇，非但把人的神态模样原原本本地定格在
某一个瞬间，还可通过光与影的巧妙呈现，替人储存永不谢幕的记忆
——
冬末，婚礼在即。我试着问妻子，要不要去昆山城里拍一张结
婚照？妻子犹豫再三后方始点头。
那时还没通公路，从周庄去昆山非得出远门似的，备干粮，带行
李，起大早，然后，由湖河两岸的田园村庄作陪，坐五个多小时轮
船。但因为平时很少有上昆山的机会，所以依然很高兴，不怕麻烦，
也不太计较久坐后的腰酸腿麻屁股疼。
记得，轮船到达昆山时，正午的冬日正静静地铺洒在新中国成立
以来的首个老城改造场景里——娄江河才疏浚过，开阔了许多。河道
两岸站立着一棵棵即将逢春绽绿的树苗。略显浑浊的浪花里噼噼啪
啪地驶过几条小型挂机船和一长溜轮拖大驳船。简陋破落的正阳桥
改建成了坚固美观的钢筋混凝土桁架拱桥，并且，桥南路段拆迁了部
分零乱障碍的旧房，桥北路段延伸到了火车站。然而，城市改造终究
才起步，昆山老城区的整体面貌依然是苍老、破旧和狭窄。
当时，昆山才有一两家照相馆。我俩要去的照相馆名叫曙光，
坐落在人民北路中间地段。普普通通的小楼，朝西门面，空间不大，
顾客不多。至于照相设备嘛，似乎只有一台披着遮光布的照相机和
一幅倚墙而立的油彩背景画布。但还好，我们还没有进过几回照相
馆，依然颇有新奇感和仪式感。
收银员问，拍几张？多大尺寸？彩色的吗？我按照事先框定的
方案爽快地回答，一张十二英寸彩照，添印三张三英寸黑白照。收
款员又问，拍半身还是全身？或者半身全身都拍？这下，我的回答
并不爽快，因为，妻子正以期待的目光看着我，而我呢，正在不无苦
恼地掂量并不充裕的囊中之物……
摄影师分别递给我们油污糊糊但并不影响拍摄效果的西装领
带和婚纱服。我们带着装出来的洋气，肩并肩坐在炫目而灼热的灯
光下。摄影师上前，伸出双手，操纵木偶似的，纠正我们的坐姿和脑
袋瓜的位置。我们俨然成了蜡像，纹丝不动。摄影师后退，钻进表
黑里红的遮光布盖子，扬起右手，晃动着快门“皮球”，连声逗说，笑
笑，笑笑。可惜，我们平时缺少“操练”，更没有什么“实战”经验，总
是笑不好。
想想现在真好。一对对花枝招展、恩爱甜蜜的新人，带上由衷的
微笑，秀出迷人的风采，不惜花上数千数万元，咔嚓咔嚓拍上数十张，
然后，装在相册里，挂在新房里，做成 PPT，在结婚典礼上风风光光地
展示。至于去什么地方拍摄，答案是多项选择——可以去装饰豪华、
设备精良的照相馆，甚至还可以去顶级时尚的 3D 照相馆。当然，更
多人喜欢去城市广场、玉峰山下、森林公园、阳澄绿地和古镇老街等许
多人文生态相得益彰的室外拍摄地，
摆出拥抱、亲昵、凝视、嗅花、嬉水
和双双陶醉于花丛草坪间等一个个浪漫心动的优美造型。

感受天津味
■ 朱闻麟
五个小时能做什么，这个还真的说不太清楚，但有一点我是知
道的，这点时间，高铁能把我从家乡，一下子带到千里之外的天津，
进入名校，开启为期一周的素质提升培训。
明亮的教室，宽敞的食堂，外加满满的课程，还真的有点回归
感，回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纯真年代，只是看
着那些身穿迷彩服，参加军训的新生，他们那一张张稚嫩的脸，我
才明白自己真的已经老去。
从最早的绿皮火车，到现在的高铁，路过天津的次数还真的
不少，不过在此以前，还真的没到过天津，踏上这片土地还是第
一次。
到了天津就想要走一走，看一看，玩一玩。网络是个最好的
向导，以往都会有满意的答案，但这次效果却不佳，也没发现什么
有代表性的景点，只得放弃高科技，转向老天津打听。
想到了老天津，还真挂不起号来，连忙在一个微信群中，抛出
了自己的绣球，不一会儿，真有人接了，告诉我有个故事界的泰斗
就是地道的天津人，于是把他从群里找出来，加为了好友。
一番相互寒暄后，我就打听了起来，没想到他一句话回复了
我，天津没啥好玩的，我们还是来点实在的，到我这边来聚聚喝杯
小酒吧。
与老前辈相见喝喝酒，心里也期盼的，只是培训纪律放在那，
酒肯定是不能喝的，只得婉转地拒绝了，还是请他提供几个有点
特色的地方，让我晚上可以出去看看。
这回他报了几个，说海河是天津的母亲河，晚上可以到天津
之眼看看，顺便在海河边走走，还是很舒适的，那里的灯光很是不
错，河两岸的建筑也很大气，也可以去五大道和古文化街看看，如
果可以的话，听一场相声，领略下天津的市井文化。
有 了 这 句 话 后 ，我 也 知 道 了 晚 上 要 去 的 地 方、要 做 的 事 情
了。在食堂吃过晚饭，同行三人打的来到古文化街，顺着导航指

引，找到了一家由相声泰斗马三立亲笔题字的茶馆，买好票后，这
才饶有兴致地在街上游玩起来。
宽宽的街道上行人很少，完全不像上海老城隍庙和南京夫子
庙，那些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历史老街，不论白天还是晚上，都是
人山人海热闹非凡。此刻心里已在打起了小转转，怎么会是这样
的情景，待走到古街尽头，想拍几张照片留念时，却发现有个老
者，正在吃力地拉着一人多高的大铁门。左一扇，右一扇，把宽宽
的马路给封了起来，随后用一把大锁锁住了两扇门。
一问才知，到了停止营业的时间了，大门一关，街上的各式文
玩、玉石、字画店都得关门不再营业，只有那个茶馆，会从晚上七
点半开始，一直演出到十点，然后从茶馆的边门出去，可以回到大
道上。
还是第一次遇上这样的事，着实有点想不通，怎么会有生意
而不做的呢？这个疑惑到后来才解开，说天津人很休闲的，也很
有知足感的。这就可以理解了，大家可以像上班族一样，按时开
关店门，买卖双方依此也会达成默契，真正想买东西的，会在关店
之前来，像我们这种走马观花的，能做成一两笔生意的自然不多。
大门上了铁锁，里面的店相继也关了，我们只得早早进入茶
馆，静等着开场。
在茶馆听相声专场还是第一次，一对对相声演员在台上卖力
地表演着，说说笑笑间真的感到轻松不少。单论效果来说还是不
错的，但从段子的内容来说，还是偏市井化了，要想登上更大的舞
台，感觉还有点距离，不过从票价来说，真的值了。
散场后，我们从边门出来，到了马路上一看，原来马路外面就
是海河，暖色的灯光下，四周的高楼映在河面上，静而丽，正合了大
城市的范儿。
随后的日子里，我们也到了天津眼。远远的，那个跨河的摩天
轮，
在灯光下，
还真的像只粉色的眼睛，
眨出了天津之魅来。

只有秋声最好听
■ 米丽宏

五棵树
■ 蒋森

扑答，扑答，像老生一声声沉闷的长叹。
秋雨老成，秋雨静。它没那种乍乍乎乎的激情，也失了热血
鲁莽；像一个性情克制的中年人，谈笑间，就改变了季节的温度。
推走嘟嘟囔囔的夏，换了沉稳笃实的秋。它捺着情感，预备细水
长流；将剩余的能量，烘焙那未成熟的作物和果实。
秋水，硬，有了金属的凉、金属的亮和金属的脆。哗啦啦，咕
咚咚，是这个季节最美的音响。你盯着不动，它简直有点禅定的
味道。不知，是人入了定还是水入了定。
秋水流经狗尾草、红马蓼、野菊花，神态是静谧的；流过黄叶
飘飞的柳树林，是“啄”着往前的，像鸡子撅着屁股找食。青嫩鲜
亮，是小河的春天；推石走泥，是小河的夏天。眼下，水清了，清得
照彻灵魂；也静了，有不忍触碰的冷艳。它像人过不惑，缓缓地
流，义无反顾地向前。
脆脆的轻响，是敲击灵魂的秋声。
秋夜，虫声，都有点闹了。成簇，成片，成弥散状，成喷涌状。
仿佛很远，其实很近，仿若天边，也似枕前。你的身体随着遐思，
被它抬起来，悠悠地，漂浮。
“ 唧唧”
“ 铃铃铃”
“ 吱——呦呦呦”，一
丛，一片，辐射，重叠，织成了苍茫的秋思背景。
一村人家，被虫声和月色淹没了，村子也被塑成三色调的黑
白灰。于是，一个个老屋，卸了妆，古旧地衔着一屋的儿女。遍地
虫声，往上抬；拱破了月色，却抬不起老屋；抬不起老屋，也拱不破
寂静。
月下走走。虫声和月光，一动又一静，好似有吸纳的力量；你
在其中，渐渐被包裹成一颗琥珀。毛茸茸，透亮；脆脆的虫声，添
了一层银芒儿。
万类霜天竞自由，只有秋声最好听。

夜未央
（（外二首首））

成城
■

恍惚是一场雨
琐碎而寂寞的敲打
又是谁来固执地踩踏
这脆弱的永恒
八月从破裂的救生衣沉入海底
失眠者被空虚牵引至桅顶
在风暴中央
像一面灰色旧帆舞动
温热的心跳在辽阔的水域跃荡
比一尾红色海鱼更狡黠
唯有闪电劈开黑夜一缕缕
接住薄薄的一片
落入我的双眼
撑起我走到九月的黎明



雨夜

雨停了
寂静刚刚露出了眼睛
只有我能看见
我们用沉默进行交谈
路灯高高的
像一只水鸟栖息在针葵上
用翅膀推开这浓烈的黑暗
人们大步经过
未干的路面
庆幸着跨过一张潮湿阴郁的脸
想象中的孤单揉进了风
拍打着细密的树叶
一片片 一声声
我的心微微颤动起来



夜行动物

当白日微弱的光穿过
夜的棱镜幻出奇妙的色彩
夜行动物们起身抖落睡梦的阴影
开始了最遥远的旅行
时间折叠后放大了路边的风景
在月光下他们奔跑
星辰都烙进了脚心
人生第一次安静地俯视
悲欢还留在原地
像一块块坚硬的石头
等着疲倦的肉体落下
然后触碰的疼痛
让他们再一次无眠

在我所居住的小区一隅长有五棵高大的香樟树，分散在五个不同
的点位。
某一日，有无人飞行器爱好者拍下了一组小区的照片，从空中
俯瞰家园，收获的是满满的惊喜和享受。飞行器掠过的五棵树上
空，挺拔青翠，枝繁叶茂，宛如镶嵌在小区里的一组翡翠，夺人眼
球。更有细心的居民试着把树的点位用线去串联，竟然勾勒出一个
优美的图案——“五角星”。这颗闪烁照耀在我们小区的“星星”，不
啻于居民生活中的幸福之星，也是在政府实事工程中受益群众的感
恩之“心”。
那一年汛期，
确切的日子是八月二日星期六的下午。天空好像漏
了个洞，雨珠结成了线，自天上一直连接到了地面，足足下了一个下
午。小区漫水、街道漫水、城里漫水、乡下同样漫水……内涝，
内涝，
严
重内涝——五十年一遇！气象部门的监测数据给那一场大雨有了定
性和定论。记得当时我和还在念小学三年级的女儿坐在小板凳上，
呆
呆地守着汽车库门口看着雨一直一直下，积水从窨井里汩汩地冒出
来，铺散开来浸没了水泥地坪，继而和天上落下来的雨水充分融合攀
上了路牙石、没过了草坪，积水慢慢地涌向楼梯间、车库。情急之中，
住在隔壁车库里的老阿婆快速地用蛇皮袋子装满泥土挡在门口，
这个
临时筑起来的简易水坝，倒也真的将积水阻挡在了屋外。
几天后，几乎是在积水慢慢消退的同时，施工队伍进驻了小区。
路面、屋面、墙面，停车、排污、绿化……一场全方位、整体性部署推进
的小区改造工程启动了。小区门卫旁边新增了泵房，两台大功率抽水
泵占据了整个工作间，室外有一个窨井竟达四五米之深。之后，我们
小区还遭遇了一次跟那一年阵势同样大的暴雨，新增添的硬件设施均
发挥出巨大的功效。从此，
我们小区在雨季安然无虞！
“了不起，不简单！“
”这才是真正的为民办实事。”
……赞扬之声不
绝于耳。五棵树也是在这场小区改造中落地生根的。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如今的五棵树长势喜人，遮荫蔽日，恰也成了小区一景：
石座木条
的凳子、整洁铺地的广场砖、球型绿植以及健身器具等点缀其中，
相得
益彰，成为小区居民休闲散步的好去处。

世间都是无情物，
只有秋声最好听。
秋声，的确好听；其实，一年四季，自然天籁没有不好听的。
秋声的好听，在于它流荡着万物生命的成熟和圆融。
蒋捷一曲《秋声》词，处处是秋声。更声、砧声，已在千年的秋
风里走失；而留下来的则是永恒。
秋声，是“昨夜庭前叶有声，篱豆花开蟋蟀鸣”；是青鸟鸣深
涧，野果落空山；是塘里莲蓬被风逗，莲子唰啦啦入水；是古塔翘
角上的铁钟，苍黑地抱住晚风；是落叶在脚下，发出“喀嚓”的破碎
声；是芦苇在湾里，头抵头“窸窸窣窣”的私语；是一束清水跌下白
石，脆脆的金属撞击；是一行雁字迤逦而去，嘹亮地划破长空；是
朗朗月下，晚归者叩响木门的手；是沉沉深夜，迟开的花承接檐下
的雨……
秋声，是秋天的私语，嘈嘈切切，淅淅沥沥，汩汩潺潺，叮叮当
当……秋声，涵盖了所有打动人心的拟声词。
初秋的天，听风吧。风来，秋天起波浪，庄稼、树木、草花，在
你面前奔跑如一群裙裾拖曳的女子，沉沉的籽实，努力的美，拖住
她们的轻盈；她们的手脚放不开，只好身子前倾，微微低头，让裙
裾扬起，拱起灰绿的喧哗。
秋风在天地间立起一把竖琴，流淌出四季最饱满、最馥郁、最
厚实、最恢弘的秋声。
等节令的剪，裁掉草木、原野的缀饰；风过处，才会生出清健
迷人的秋声，鏦鏦铮铮，金铁皆鸣。此时，天地是一篇大散文，无
缀饰，无繁华，隐忍简约，有特异的风骨。
仲秋的夜，听雨声吧。
秋凉似水，便是这雨水层层洗涤的。一层雨，一层凉。植物
被雨催着，日日做减法，直到薄俏得禁不住催问，只好沉沉飘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