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晚上散步，听到有人叫我，循声望去，原来是
初中同学志林。世界真小，一南一北相距几十里
的两个村的人，现在居然住在了一个小区里。初
一时，他坐在我后面，一个淘气包，常捉螃蟹、天
牛、屎壳郎等奇形怪状的虫子来吓我们。他很幸
运，师范一毕业，就分配到我们读书的中学任教。
二十多年过去，他还是他，但两鬓已染上白霜。两
人山长水远地聊了几句，他突然问起我妹妹现在
做什么？他居然准确地叫出了大妹的名字。我很
诧异：“你怎么知道她是我妹妹？”他眼睛里又闪现
出坏坏的笑意，说：“你穿的那件粉格子上衣，走到
哪里我都认得。”我知道接下来他会说到那件夹
衣肩上的一大坨黑墨汁，那是他淘气的另一杰作。

一股酸酸的东西涌上来，身体的某个部位猛
地抽搐了一下，大妹若知道这一细节，心里更不知
道要酸成什么样。曾考过年级头名的她，初中毕
业，毅然放弃学业，而选择外出打工，究其原因，是
否也有这难言的酸楚？

暑 假 里 ，城 里 的 表 姐 会 到 我 们 家 来 住 上 几
天。我们站在村头的大悬铃木下迎候。当两位表
姐一身城里装束，撑着遮阳伞，像电视剧里的人
物，降临到灰尘滚动的大马路上，我们的手挥动
着，小脑袋探出去，大声叫着：“华姐、萍姐！”兴奋
又激动，身子却拼命往里缩，想把它以及它上面的
衣服都缩进悬铃木粗大的树干里。这些衣服都是
表姐们穿过的，它们沿着亲情的专线，行走数百
里，来到我们家，装扮我们一天比一天饱满的身
体，赢得村人的羡慕和嫉妒。现在，它真正的主人
正缓缓走来，自卑和羞怯像空气一样无可遁逃。

小孩子真正开心的时候还是过年，过年有新衣服
穿。从裁缝进门，期盼和想象就云彩一样在天上飘
着。新打扫出来的东厢房里，架起来的长木板上堆着
各色布料。李裁缝眯缝着眼睛，屁股抵着猴子一样勾
头拱背的缝纫机，“把手抬起来！”我们柔顺地配合他的
指令，羞涩地抬起胳膊，转动着身子。印有鲜红刻度
的白色皮尺，像蛇一样，从我们的脖颈、肩膀、手臂、胸
部、腰际、臀部、大腿、小腿，一一滑过，薄薄的凉意，像
轻盈的雪花，渗进干涸已久的肌肤。李裁缝边量，边
在一个小本上记着，本子很厚，页角向上翻卷，像刚从
米堆里爬出的小米虫，探出黑黑的小脑袋。这个小本
子里收藏着几十个村庄，几百号人身体的秘密。浅红
色的划粉在新崭崭的布料上缓缓划动，长剪刀像布谷
鸟清脆地叫着，李裁缝的眼睛眯得只剩一条细缝，他
灵巧的手指赋予每件新衣独一无二的灵魂，无论如何
丑陋的身体，在这一刻，都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

但这样的幸福，一年也只有一次。这样的新衣也
只限于棉袄和棉裤，在母亲的再三嘱托下，它也总是肥
大的、臃肿的。它往往从冬天穿到立夏，又从霜降接续
到冬天，春天过后，它将套在另一个孩子渐渐膨大的身
体上。在那个年代，孩子的长，在母亲眼里是欢喜，也是
忧虑，而我们总是长得太快，让母亲猝不及防。

因是老大，也可能是实在无衣服可拣了，表姐们
的衣服毕竟也是有限的，小学毕业的那个暑假，母亲

破天荒地带我走十多里路到李裁缝家，为我做两套
上中学穿的新衣，样式由我挑选。回来的路上，我一
直低着头，默默地迈着步子，母亲和我并排走着，她
没有牵我的手，也没有抚我的背，和我一样也是沉默
的。阳光很毒辣，每一条烈焰好像只射向大地，与行
走在大地上的我毫无关系，还未到手的新衣，早早地
替我遮挡起来自天空的利箭。穿上新裤子的那天晚
上，我端着饭碗到屋后朱大妈的道场上去吃，吃过
了，端着空碗，又坐了一会儿。母亲在厨房里喊我，
她要洗碗了。我飞快地向家里跑去，一颗没有新衣
的石头实在看不惯我的张扬，它伸出腿来绊了我一
下，“扑通”一声，我摔倒在地，碗从手里跌出去，画了
几个圈，居然没有碎。回到家，在灯下一照，右膝盖
处一个很大很大的洞，苍白的肉，带着鲜红的血丝像
死鱼的眼睛无力地翻出来，成为永久的痛。

大妹在出去打工前，学了三天裁缝，工厂的流
水线上，并不需要太多的技艺，做袖子的一直在缝
着袖子，做裤腿的，每天看到的都是一捆捆已经裁
好了的长条形的布。缝合的缝合，锁边的锁边，每
个动作简单化，高效化，一件件新衣，像浪潮一样
滚滚向外涌动。M 码、L 码，统一的型号，固定的数
字，让每件新衣规范而有序。

今年四月和朋友去了一趟杭州四季青服装
城，那里店铺连着店铺，铺排十几里，衣服叠着衣
服，塞实每一丁点空间。款式多得无法计数，价格
也不高，新衣不再是缥缈在天上的云朵，它以风的

速度在工厂、商场和身体上流动。网购，更是打破
了地域的界限，挑一件自己中意的衣服如探囊取
物。今天这件，明天那件，穿新衣再也不用等到某
个特定的节日。我们也无数次在挑选新衣的路途
上乐不知返，直到它堆积成摆脱不了的负担。

过年和大妹聊天，她说现在最大的遗憾是没
能为自己做一件完整的，独特而唯一的新衣。

在新世纪出生的女儿从小就表现出自己独特
的个性，她的每件衣服都要自己亲自挑选，她若看
不中，任你说得如何真诚、真挚，任你的审美如何
新潮、客观，也是无济于事。在一家服装店里，口
干舌燥的老板娘最后反过来劝我：“你这孩子的终
身大事，你最好别插手！”这个时候，我也只好把眼
睛望向天空，望向那一片片洁白的云朵，新时代的
她们永远也不会明白：那些飘浮的云朵，曾是无数
个少女梦中行走的新衣。

◆北京 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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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九江 帅美华

行走的新衣
寻找一束光（组章）

鹞鹰
早晨，我在村边散步。东山坡上那一丛灌木吸引

着我。那是一片仿佛从天而降的浓绿。
我便走过去。当我快要走到的时候，我看见一只

鹞鹰从山坡顶上飞过来，一刹那间，我以为是东山坡
本身飞来了呢。

但它并不从容，而是那么惊慌，那么紧张。
是什么让它的眼睛里闪着无限的惊恐，它颈项上

的羽毛蓬松地怒张；
它的翅膀张开了一半，另一半像是耷拉着，或无

力地拖着；
它的嘴里发出惊惧的鸣叫，一声一声哀鸣着向我

飞来，让我吃惊地停下，它向我冲击过来——但在跟
我相撞的瞬间，它却升高从我头顶掠过。

它把最后的鸣声洒下，有的就落在我身上。
我想它一定发生了什么危急的事情，不寻常的大

事，也许刚刚经历一场搏斗，侥幸逃生；
它被恐惧追赶，恐惧会追上它吗？
昨夜发生了什么，一场不寻常的战斗，这只鹞鹰

是失败者还是胜利者？
或许它的敌人就是夜，被战败的夜已经落荒而

逃？
一切不得而知。不过，它在跟我相遇的刹那，它

的眼睛是看着我的，深深地盯着我一刻，我顿时觉得，
它的目光射进了我的灵魂；

我顿时觉得我们真的撞击在了一起。我成了它
的一部分，甚至我们已经重合——

它的命运已然就是我的命运！
大地啊，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早晨，你难道还能无

动于衷？

井
因为大地上暂时失去了光明，我便把目光向下，

在地面上搜索起来。
我以为光明是消失在了地层，那厚实的泥土吸尽

了光明，而它们本身又不发光，或不愿发光。
我便扛来了镢头和铲子，我要把光明从泥土里掘

出。我一铲一铲地把泥土翻过来了，然而不见光。
我的镢头还碰得石头叮当响。要在平时，我一定

会把这响声当作一段曲子来欣赏，可是这会儿我一点
都顾不上。

我仍然在挖掘，我不停地挖掘。汗水流了我满
面，衣服也快要湿透了，而且我的手掌早已被震得麻
木。

我挖啊挖，我在地面上挖出了一口井。
泉水涌上来了，泛着光，我越发相信光明就在井

下；我越发下劲地挖，我把泥土、石块都甩在了身后，
噼噼啪啪像雨点。

那口井越来越深，然而却越来越幽暗，只偶尔有
水光在一闪一闪；

我把那井水一瓢一瓢地舀上来，我把它们泼在地
面上，那水闪烁着光，然而很快就消失，又渗透进了地
面。

我多么希望有光在大地上流淌，我没有放弃，仍
在挖，同时还在汲取井泉；

整整忙了一天一夜，或许时间更长——一月或一
年；

我不停地挖不停地汲，像一头猛兽，像一头猛兽
在舞蹈，但光明仍然只是闪烁的幽光……

终于，日月重光，大地上又恢复了光明，恢复了生
机，人们欢喜地跑出家门，到处都有人在走动、说话、
歌唱；

也有人来到我的井畔，他们看了一眼这巨大的深
坑，先是疑惑，接着是错愕、惊讶，但最后便爆发出狂
笑或发出轻蔑的一哂；

我也对这口井一言不发，但奇怪的是，我一点也
没有认为徒费气力；

更有甚者，从此以后，总是有光明汩汩地从我心
口流淌……

枫桥夜泊
夜是一滴偌大的墨水，落在一巨幅宣纸上，洇湿

开来；
洇湿到的都开始稀释、溶化，淹没——
溶化村落、森林、道路、山岭、茅舍、人、狗……
溶化高高的枫树、草叶、树上的乌鸦和乌鸦偶尔

的啼唤……
溶化天上的月亮、云彩、星星，地上的桥、古老的

城墙、一座石头垒起的山寺……
溶化村落的灯火和江上的渔火……
一切都溶化了，仿佛渐渐没入水中。只有那一声

递一声的钟声，仍然接连地甚至一声比一声清晰地传
来，仿佛成了一根坚韧的缆绳，在延伸，在吸引人，在
把人和其他什么牵引！

我就不知不觉被牵引过去，走向
溶化后成为一片汪洋似的大水和水
上的一条船——

汪洋浩瀚，看不到尽头，我这只
漂 泊 在 天 地 间 的 一 只 孤 舟，不 知 何
往，在黑地里，等待一束光打过来，把
刚才被溶化、吞噬的一切一一恢复、
还原……

一颗水果糖

四十年前，我和二弟三弟都还是只有几岁的
小孩。有一年春天的一天，一个汉子用自行车拉
了半箱水果糖，到我们村叫卖。

我和弟弟跑到村路上看他卖糖，看得直流口
水，脚步被卖糖的汉子定定地定住了。我们一直
看着他叫卖，看着他从箱子里抓起每一颗糖。

堂弟小锁的妈妈给他买了三颗糖，桔子味道
的。小锁他爹是村里赶马车拉货物的，当时能给
村里赶马车是个令人羡慕的工作，经常赶着马车
骄傲地进城，帮各单位学校拉货。我们经常去讨
好小锁，目的是有时可以坐他爹的马车进城，看一
看城市街道洋房。每隔三五天，小锁他爹就可能
会有几分甚至几角钱的收入。

堂哥小荣的妈妈给他和妹妹买了六颗糖，菠
萝味道的，他爹是生产队长。

罗小兰的妈妈给她买了九颗糖，草莓味道的，
罗小兰的爹是公社烟叶收购站的，国家干部。

我们兄弟三人没有一分钱买糖。当时一分钱
就可以买一颗水果糖，但村里人家都很贫穷，没有
谁会舍得给我们一分钱买糖。我们和村里其他许
多孩子一样，满眼羡慕地看着小锁堂弟、小荣堂
哥、罗小兰嘴里含着香甜的水果糖，快乐骄傲地回
家去了。我们兄弟三人急忙跑回家，把父母亲和
我们的枕头底下翻遍了，满床都翻遍了，床底下也
爬进去找遍了，墙角墙缝门缝里也找了好几遍，就
是找不到一分钱。我们只好悲哀地再次跑到村路
上去看卖糖，看村里人买糖。溢满村庄的水果糖
味道，折磨得我们兄弟三人很难受。

其实当年村里买得起水果糖的也就是那几户
人家。小香妹妹的妈妈也给她买了六颗糖，小香
的爹是邻村小学的民办代课教师。

无奈的母亲，只好到村路上拉我们兄弟三人回
家。二弟和三弟双脚紧紧地立定在卖水果糖的汉子

身边，双脚紧紧地抓着地面，就是不愿意回家，母亲根
本拉不动他们。母亲只好到小婶婶家去给我们借钱，
她家条件稍好。等到我母亲从小婶婶处借到了一角
钱，跑到村路上，卖水果糖的汉子已经骑上自行车离
开我们村，顺着村路越走越远了，追不上也叫不应了。

其实，这样的事情多次发生过。那时也常常有
人骑着自行车到我们村里来卖冰棍，三分钱一根，我
们同样只有眼巴巴看着他卖、看着别人买的份，一直
看到他骑上自行车离开我们村，顺着村路越走越远。

那些年，点灯还是用煤油。煤油用完了，母亲
就会给我们钱，叫我们去邻近的富民公社李家庵大
队供销社去买，于是我或者二弟就会提上一个油瓶
去买。来回都要走过许多山地水田，翻越一座山
头，这样辛苦一趟，就是为了用剩下的一两分钱买
几颗水果糖吃。独自翻越树林茂密、藏着猫头鹰等
猛禽的山头，走过广阔的田坝和茂盛过头、芊芊莽
莽的大片苞谷林，到李家庵大队供销社去，我们都
很害怕。常常是我不得不一个人去买。但是，我从
来都不舍得花找补回来的零钱买一两颗水果糖
吃。曾经有过一两次，李家庵大队供销社的售货员
心情好，我临走时，他会随手送给我一颗水果糖。
这一颗水果糖，对当时的一个乡村孩子来说，简直
是天大的幸福，简直是天降大福。我心里尽是温
暖，满世界尽是温暖，眼里尽是泪，眼里尽是美丽，
嘴里尽是香甜。当时就觉得李家庵大队供销社的
售货员是世间最好的人，是世间最幸福的人，暗暗
想着，长大了一定要当一个供销社的售货员。

那时候，最羡慕的就是别的孩子嘴巴鼓鼓的含
着一颗水果糖、满身糖味、满脸骄傲地去上学，或者
走在村路上；最伤心的事情，就是年复一年，吃一颗
水果糖对我们兄弟三人来说都是难以实现的梦想。

那时候，吃一口红糖白糖，是我们想都不敢想
的事情。意外的惊喜，就是跟着母亲脚后，去给本

村或者远近村里的亲戚、生了孩子的堂嫂堂姐表
姐表嫂们送满月酒，就能获得意外的收获意外的
惊喜——可以吃到一碗红糖、甜米酒煮荷包蛋。
甜甜的红糖水、甜米酒里，浮着一两枚荷包蛋，儿
时的我们总觉得，简直就是神仙美食。就总是盼
望有亲戚家生小孩办满月宴，总是盼望跟着母亲
去送满月酒，晚上睡着做梦都会想着谁家生孩子、
办满月宴，我就可以和母亲一起挑着自家养的一
只母鸡、自家酿制的一坛甜米酒，去送鸡酒，就可
以吃到一碗红糖、甜米酒煮荷包蛋的美食。

外婆家村里，有一个小外公，那时候在农村信用
社，他们家那时候竟然有砂糖、冰糖吃。小时候，外
婆曾经带着我去小外公小外婆家，小外公小外婆就
会敲下一小坨冰糖或者砂糖，送给我吃。我当时觉
得，砂糖、冰糖就是世间最好吃最奢侈的食物，小外
公小外婆就是世间最好的人。

现在，家里茶几上放着的一大盘包装精美的高
档糖果，包括巧克力等等每公斤几百元钱的高档糖
果，过年时爱人买的，到现在半年多过去了，还剩很
多，很久都没人吃一颗。从双柏、元谋等各县市、各
地买回来的，亲朋好友们送的纯手工、小锅柴火熬制
的红糖，我家里时常放着一两大纸箱，却只有贫血、
低血压的母亲和妻子偶尔泡水、煮荷包蛋吃一点。

常常想起那一个朝思暮想、巴望着吃一颗水果
糖的年代，想起那些供销社玻璃柜里销售的包装花
花绿绿、品种单一、味道单一的香水果糖，想起令人
羡慕的李家庵供销社的售货员，想起李家庵供销社
卖水果糖的那一个长得很漂亮、身上总充满甜甜水
果糖味道的女售货员。现在想来，当时那些糖，根本
无法与现在琳琅满目、品类众多、包装精美、口感香
甜、味道各异的高档糖果比。但是我还是怀念那个
水果糖、煤油灯的年代，怀念那些水果糖，怀念那个
年代卖水果糖和煤油的乡村供销社。

◆云南楚雄 余继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