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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京曾经住过两个四合院 ，

一个至今尚完整地存在 ， 一个已经完

全不存在了。 存在的这个院子 ， 唤不

起我一点儿的记忆 ， 因为那时候我还

不到一岁 。 那个已经不存在的院子 ，

却完整而清晰地存在我的记忆里。

1950 年代初， 父亲母亲带着姐姐

和我从上海迁居北京 ， 刚开始父亲单

位将我家安排住在东城西总布胡同 7

号， 7 号是个两进的院子。 十几年前父

亲和姐姐重返 7 号院子 ， 与现在的住

户聊了很久， 还拍了合影 。 前几天我

忽然在 《北京四合院普查成果与保护》

一书里看到 7 号赫然在焉 ， 是这样说

的： “二进院正房三间 ， 前出廊 ， 明

间吞廊， 硬山顶， 清水脊合瓦屋面 。”

我家住正房西间， “明间吞廊 ” 即中

间那间凹进去一块 ， 正好给西间和东

间留了独立的门。 “明间吞廊 ” 样式

的房子， 我见过的很少 ， 其实我没有

真正住过， 父亲说我和奶妈住在院子

里另外一间房子。

家里有一本老相册 ， 其中一张老

照片的谜最近才解开 （见右图）。 照片

是 120 相机拍的 ， 房门前三层石阶 ，

错落地站着四排小孩子 ， 惟一坐板凳

的是我， 抱着个饼干筒笑着 。 第二排

是四个小女孩， 姐姐在内 。 最后一排

站着个穿旗袍的阿姨 ， 高个子 ， 睥睨

地望着镜头。 我一直以为这是一张托

儿所的照片， 误读了几十年 。 最近偶

然跟父亲说起 ， 他告诉我这些小孩 ，

都是他单位同事的孩子， 都住在 7 号，

那个高个子阿姨并非托儿所阿姨 ， 是

某同事的爱人。 父亲的记忆力真是惊

人， 他还指着阿姨前面的那个小女孩

说， 她后来演过电影 《野火春风斗古

城》。 我马上在电脑上调出 《野火春风

斗古城 》 来看 ， 一下子就对上号了 ，

这位小女孩就是饰演韩小燕的王俊莲。

韩小燕那句台词多脆生 ， 冲着周大伯

（邢吉田饰） 嚷： “光顾杀棋， 回头就

别吃 （饺子）！”

7 号院子住了不到一年， 单位将父

亲安排到西城太平桥大街的按院胡同

60 号。 60 号在路南， 北京的好宅子讲

究坐北朝南， 因此路北多为高门大户

的院子， 西总布 7 号在路北 。 父亲进

了按院胡同以为 60 号也像 7 号似的气

派， 跑到路北的一家大宅门啪啪拍门，

出来一个门房告诉父亲找错了门 ， 60

号在对面路南呢。

在老北京 ， 能够横跨两条胡同的

宅子才算得上 “庭院深深深几许 ” 之

豪宅， 父亲拍错门的那座大宅 ， 前门

在按院胡同， 后门开在学院胡同 。 按

院胡同是东西向 ， 里面还穿插着几条

南北向的短胡同， 60 号就在短胡同里，

很隐蔽的大门又在短胡同里拐了个小

弯。 按院胡同在明朝的时候叫 “巡按察

院胡同”， 因 “巡按察院” 衙署而得名。

经历几百年沧海桑田， 最初的房屋院落

大变模样， 不变的只是胡同的东西走

向。 据我的考证， 60 号的房子是 1926

年建造的。

60 号院子的格局是这样的： 门洞

右手是一小间， 约六平米 。 门洞往里

迈上两步就是西房的山墙 ， 山墙上做

了个 “假” 影壁。 再往左拐两小步是

两间小房子， 一间六平米吧 ， 另一间

三平米有门没窗， 后来才知道这小间

原来是茅房 。 可别小看这三间小房 ，

它们可都是朝阳的 ， 每天日照不少于

四小时吧。 西房三间和南房五间里的

一间半共同组成了 60 号的外院。 父亲

单位分配给了我家西房三间和门洞左

右两小间 。 四口人加上奶妈和保姆 ，

住得还算宽敞 ， 父亲尚能布置出一间

书房。 厨房设在门洞右手那间 ， 窗下

有个自来水龙头 。 左手那小间或奶妈

住或保姆住。 外院和里院隔着一道墙，

中间有个漂亮的月亮门 ， 外院曾经植

过一丛翠竹， 这些美景都是大人讲的，

我不曾记得。

里院由北房三间 ， 东房两间 ， 南

房三间 ， 另有几间很小的耳房围成 。

房东住大北房 ， 我不曾记得进去过 。

四合院， 潜移默化地教会你明白等级

的存在。 整个院子只有外院有一棵树，

一棵枣树。 秋天果实累累 ， 终于有一

天房东老太宣布打枣 ， 房东一家人连

打带拣， 然后赏给每家一小盆 。 父亲

讲东房曾经一度租给过我家使用 ， 房

东大儿子结婚客人多还借东房摆了两

桌酒席。 老北京有个讲究 “有钱不住

东南房， 冬不暖来夏不凉”。 60 号的东

房夏天很遭罪， 西晒使得屋子像蒸笼，

南房相对好一些 ， 而且南房是全院惟

一有后窗户的屋子 。 南屋后窗户外面

是个夹道， 夹道的那边是所著名的中

学校， 院子里学习好的男孩子考上这

所中学， 课间休息十分钟都来得及跑

回家一趟。 我弟弟是 196 分考进去的，

近有近的坏处， 弟弟的同学一放学先

到我家聊天， 弄得人声鼎沸 ， 然后一

哄而散。 弟弟同学的名字及绰号至今

我还能记住不少 ， 他们也始终没有忘

记我， 一种别样的温馨记忆。

有那么两三年 ， 院子里家家栽葡

萄， 北屋和我家是紫葡萄 ， 南屋栽的

是绿葡萄， 小颗粒， 比紫葡萄串紧密，

甜中带酸 。 有一年 ， 我家葡萄丰收 ，

正赶上老邮递员来 ， 真诚地请他吃上

一串。 父亲在外地工作 ， 所以我家的

信和汇款单比较多 ， 从小听惯了邮递

员的喊声 “某某某， 拿戳！”

说起葡萄， 还能勾起一件往事， 我

家保姆把我们从小带大， 后来她去南郊

果园工作 ， 每年初秋都不忘送来一大

筐的葡萄 ， 大吃特吃 ， 真过瘾 ， 那时

候的葡萄似乎比现在的葡萄味道正。

有一年 ， 我家在窗前种了几株老

倭瓜， 这种瓜很好养， 不用精心伺候，

旱涝不计 ， 院子地方小 ， 它的秧子爬

上房顶一样果实累累 ， 华于春者实于

秋， 大小一共结了 32 个瓜， 姐姐挑了

一个最大的送给小学校老师。

60 号小院三十多年的生活， 以我

到农村插队为分界 ， 上面所说为前半

截。 我插队之后每年冬季农闲回家一

趟， 住上三四个月 。 此时的小院发生

了很大变化 ， 新的住户多了两家 ， 里

外院的隔墙拆掉了， 旧的称呼 “太太”

“先生” 也改口了， 北屋九十岁的 “马

姥姥” 听说我回来探亲 ， 颤巍巍地来

问询几句 ： “大弟回来了 ， 那边生活

怎么样？” 这一年的二月 ， 母亲去世 ，

家里只剩了上初中的小妹 ， 五间房只

好退租了三间 。 退掉的三间马上住进

了三家。 几年后我们返城 ， 两间房一

时人满为患 ， 行军床派上了用场 ， 我

呢， 则尽量争取在单位值夜班 。 日子

像流水一样的一天重复着一天 ， 直到

我在小院结婚生子 ， 终日柴米油盐 ，

锅碗瓢盆 ， 连果实累累的枣树竟亦无

暇抬头望上一望。

12 主编/周毅 副主编/舒明
责任编辑/谢娟 ｗｈｂｈｂ@whb.cn

ｗww．whb．ｃｎ

２０19 年 1 月 2 日 星期三
笔会

一座很像大脑的建筑
毕淑敏

瑞士歌德大殿， 据称是一座很像

大脑的建筑。 未去前充满疑惑。 我当

过医生， 知道人类大脑的解剖， 想不

通一个冰冷建筑， 何以比拟大脑？ 有

脑积液？ 有脑沟回？ 有神经中枢和网

状纤维？ ……

人们多以为这座建筑， 得名于歌

德。 其实他老人家根本不知道大殿的

存在。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生卒年

是 1749 年 8 月 28 日到 1832 年 3 月

22 日 ， 活了 83 岁 ， 在那个年代要算

高寿。 即便如此， 那时歌德大殿还踪

影皆无， 它只是瑞士巴塞尔地区一块

名叫多纳赫的荒凉山坡。 大殿完工于

1928 年 ， 不但距歌德逝世 96 年 ， 就

连大殿的设计者———鲁道夫·斯坦纳先

生， 也已去世多年。

斯坦纳 1861年 2月 27日生于奥匈

帝国。 1882 年， 21 岁的他， 意气风发

地编写了一本关于歌德科学研究内容的

《歌德科学》。 魏玛档案馆注意到这本

书， 于 1888 年录用了斯坦纳， 让他专

门编辑歌德与席勒的著作。 歌德成为斯

坦纳建构自我世界的精神导师， 他想修

建一座建筑， 向自己引路人致敬。

斯坦纳的建筑哲学被称为 “有机

建筑”， 它包括硬结构、 心理氛围及生

活在其中的人之活动诸方面。 斯坦纳

设计的歌德大殿蓝图， 最早是木制结

构。 不料整体完工的第二天， 被狂徒

人为纵火， 将大殿毁于一旦。 斯坦纳

立刻决定原址重建， 一切照旧， 只是

改为水泥材料， 以防再次被毁。 那个

时代， 欧洲的建筑元素都是尖顶、 曲

线， 巴洛克……歌德大殿的不规则外

形 ， 特立独行的外立面 ， 惊世骇俗 。

这里至今还是斯坦纳一手创立的人智

学工作总部。

迈上台阶， 人们鱼贯地从大殿敞

开的 “嘴巴 ” 进入其内 。 它的外形 ，

完全模拟人类头骨框架 。 正确地讲 ，

是一具剔掉了所有皮肤肌肉和筋膜的

头骷髅。

大殿匀称分为左右两部分， 主门

之上， 是水泥制造的颧骨和颞骨， 正

上方是额骨， 顶部为颅盖。 在相应比

例位置， 有代表人类眼睛耳朵的空洞，

装 饰 成 窗 户 。 大 殿 毫 不 隐 晦 地 象

征———我是坐落在大地之上的巨型人

头。 人一旦进入， 瞬间被它吞咽， 进

入神秘怪诞的世界。

这个奇异造型以强烈震慑感， 完

全摧毁了人们对于庄严殿堂的常识 。

不过进入之后， 并不恐怖。 它内部雄

伟坚实， 布局规整， 让被吞咽进来的

人们， 不由自主安静下来。 扑面而来

的色调 ， 是温馨的粉色鹅黄等暖色

（模拟人的口腔和咽喉粘膜吗？）， 灯光

柔和地面雅洁， 十分宜人 （口腔卫生

很不错啊）。

我在世界各地 ， 凡看到建筑物 ，

都要尝试判定它的方位。 不过依山傍

水的外国建筑 ， 常常端不端正不正 ，

歌德大殿是一个例外 。 它正门朝西 ，

殿内分为两个相等的部分， 各呈半球

状， 代表着人的大脑结构， 也象征地

球的东西半球。

斯坦纳天才地把建筑变成了富有

象征意义的童话。 人们在无意识中接

受了强烈暗示： 人类是紧密连接的整

体， 东西方互相依存密不可分。

在歌德大殿的漫步， 像沿着人的

脑回路， 在巨人的神经中枢游走。 这

比喻说来可怕， 实际并无狰狞违和之

感。 大殿内部， 犹如胖娃娃的温暖肉

身， 所有拐弯抹角处均是带有稚气的

圆润曲线。 高处的彩色玻璃窗， 把自

然光的颜色和触感滤得柔和细腻， 让

混凝土涂层笼罩在温煦暖意中。 朦胧

光影， 让你生出小鸡身居蛋壳内的安

全感， 激起神秘感动。

我不安分地跑来跑去， 一会儿走

出这个门， 一会儿钻入那个大门， 用

已知的头颅解剖学知识， 一一对应大

殿的结构。 它的主体分为两层， 有楼

梯通往上层主会场。 途中， 从蓝框玻

璃中透视山野 ， 如同人的眼眸微睁 。

楼梯最上层， 经过暗红的彩色玻璃窗

构成的空间， 意味着从这里你离开自

然开始进入心灵世界。 主会场的形状

说方不方说圆不圆， 有 1400 个座位 。

两侧各有七根柱子， 宏大的有天顶画，

设计巧妙， 拢音极好。

下层有两个小会场， 办公区色彩

缤纷。 会客厅蓝色， 走廊粉红色， 卫

生间鹅黄色……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餐

厅， 一是它被涂成辣椒般的红色， 二

是所供应的冰激凌均为有机食材制作，

极为好吃。

和随处可见的精雕细刻和色彩精

心搭配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西侧主门

厅和通往二层的主楼梯室内面， 直接

以混凝土的本灰白色示人。 细看似乎

还遗有工匠涂抹水泥时不均匀的毛糙

擦痕。

我悄声问工作人员， 是否大殿修

建到这儿， 经费不足， 改用清水混凝

土， 以节约成本？

陪同是位热心大妈， 耸耸浅淡眉

毛， 说， 不是经费的问题， 是特地留

下这种质朴的原生态。 这与斯坦纳对

空间色彩的定位有关。 他认为色彩与

宇宙结构和人类心灵， 都有直接关联。

色彩能够激发人们的心灵力量， 从而

加强对更高层次知识的理解 。 当时 ，

在建筑上占统治地位的是工业化的包

豪斯学派， 清冷理性硬邦邦， 直线条

硬着陆， 千篇一律。 歌德大殿完全反

其道而行之， 室内家具， 灯具， 门窗，

楼梯扶手等， 基本上都是折线和曲线，

流露情绪表达温暖。 这样才能让人放

松， 进入思考。

斯坦纳和他的追随者们， 力图用

歌德大殿的结构和一切细节传输这样

的理念———人与自然之间 ， 地球东西

方之间， 人的头脑与身体之间， 要找

到有完美结合的平衡支点。

遥想那时 ， 尼采喊出 “上帝死

了”！ 不过， 上帝死了之后， 人还要继

续活着。 那么， 人该如何活下去？ 当

时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们， 都认为自然

科学只能研究物质世界， 而任何涉及

精神生活的研究只能是宗教信仰， 科

学无缘置喙。

斯坦纳认为： 可以用科学的方法

来研究精神领域。 人的精神自由和独

立， 是精神发展的首要条件。 通过适

当的教育和自我改造， 最终可以培养

出具有完全开放的胸襟， 既不盲从也

不随意拒绝的新人。 当人的内心有所

需求， 知识和智慧就会涌现， 获得精

神世界的共鸣 ， 获得具有超越物质 、

欲望和情感的洞察与判断力。 结合与

生俱来的智慧和本质达成自我， 找到

自我定位和人生方向。

斯坦纳一手设计的脑型建筑， 便

是为这个理念所做的形象注脚。 我轻

轻抚过大殿中的木雕， 近一个世纪的

时间流淌和无数手指的触摸， 让它们

有了旧丝绸般的生命。 它们温热而光

滑， 好像斯坦纳的灵魂注入其内。 脑

型建筑， 成了他独特思想的辉煌容器，

是他哲学观念的立体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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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祖屋后院一片林子里有两棵老

柿子树 ， 每到秋天 ， 一树树斑斓的柿

叶 ， 在风中呢喃 ， 恣意摇曳 ， 很是养

眼。 那些熟透了的柿子， 一个个红彤彤

如大红灯笼满树满枝挂着的时候， 也是

母亲最为开心的时节。 母亲常将熟透的

柿子摘下赠与左邻右舍分享， 慷慨的幸

福和分享的喜悦写满母亲和善的面庞。

2016年回老家， 我和哥哥、 姐姐到祖屋

看了看， 老柿子树仍硬朗健在， 只是当

年喜爱它们的母亲离开我们已经多年。

2006 年平安夜的早晨 ， 母亲永远

地离开了我们。 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姐

姐们才贴在母亲耳边大声告诉她得的是

什么病， 老人听后顿时一脸释然。 从不

抽烟、 偶尔喝点小酒、 生活极有规律的

母亲得的竟是肺癌。 这让我们多少有点

意外也于心不甘， 其后虽多方求医， 无

奈回天乏术。 我们兄弟姊妹商量决定：

保守治疗， 不手术， 不放疗、 不化疗，

让母亲生命最后时光， 享有该有的尊严

和质量。

母亲是坚强的。 兄妹八个， 母亲排

行老三， 是家中独女， 外公外婆视若掌

上明珠， 以至怕私塾先生责罚， 竟连书

也没让她读———这是一生要强的母亲对

外公外婆惟一的埋怨。 自打 17 岁走进

任家， 母亲便告别了衣食无忧的日子。

奶奶过世得早 ， 她早早挑起 “长嫂如

母” 的重担， 起早摸黑， 忙里忙外， 出

庭堂， 下厨房， 将爷爷、 父亲和两个叔

叔四个老少爷们的饮食起居料理得利利

落落。 日常缝洗浆晒操劳之余， 还帮着

耕地种菜， 养鸡养鸭。 原本暮气沉沉的

家， 硬是让母亲操持得风生水起， 直帮

到两个叔叔相继娶妻生子， 成家立业，

赢得了乡邻们的一致夸赞。

母亲的吃苦耐劳和能干， 在远近十

里八乡是出了名的。 随着我们五个孩子

的相继降生， 头顶 “光荣妈妈” 花环的

母亲， 又一头扎进新一轮操劳与辛苦之

中。 父亲长年工作忙， 少有精力顾到家

里， 养育我们的任务自然落在母亲的肩

上。 即便是三年困难时期， 一家老小在

吃糠咽菜中度日 ， 母亲宁愿自己喝凉

水， 从牙缝里省下点点滴滴， 也从不在

家人面前叫苦喊怨。 同样度日如年的外

婆， 多次捎话让母亲带孩子们回娘家过

一段时间。 倔犟的母亲不肯， 发誓一家

老小 “生要生在一起 ， 死也要死在一

块”。 拗不过母亲的执拗， 外婆只好让

大舅不时匀些粗粮送来接济青黄不接的

家。 此后， 日子虽稍稍好过些， 母亲仍

时常在劳作之余， 锄拾田埂地头的爬根

草， 还会到别人收割过的田地里捡拾谷

穗衰草， 翻寻田垄里落下的山芋、 土豆

等聊补家用 。 在越堆越高的柴火堆面

前， 母亲的身板变得越来越瘦小。 母亲

在灶膛里、 暖火盆中点燃的柴火， 成了

那个年代一家老小可以紧紧依偎的温暖

臂膀。 母亲用她乐观向上的精神， 带领

我们家度过了一个个困苦日子， 而那些

支离破碎的日子却因了母亲的勤劳、 坚

韧显得格外幸福、 明亮。

我在母亲临终前的那年深秋回去陪

过老人一段短暂时光。 很少回忆过去的

母亲， 跟我唠叨起了陈年往事， 忙过年

是她多次提及的。 腊月， 酿米酒、 蒸糯

米 、 做炒米糖 、 磨豆腐 、 掸尘迎新等

等 ， 是母亲一年中最忙碌也是最快乐

的。 家乡年俗， 孩子们大年初一早晨要

着新衣穿新鞋过新年。 然而， 在上世纪

五六十年代， 五个孩子的新鞋、 新衣上

身谈何容易。 母亲的女红在家乡是出了

名的， 用今天的话来说， 是一个相当不

错的时装设计师。 为了过年， 母亲从夏

天便开始忙了———先是将各方搜讨来的

碎衣零布用糨糊粘起来， 反复晒干后，

依各人脚型裁剪成相应鞋样， 再用闲暇

时间， 纳成一个个厚实温暖的鞋底。 无

数个夜晚， 豆黄青灯下， 母亲穿针引线

的情景历历在目。 她做的鞋常被左邻右

舍的姑嫂姨婶们当作模板 。 我排行老

幺， 我的新鞋或新衣， 母亲也往往是在

年夜饭后才会缝完最后一针。 心灵手巧

的母亲为了让新衣看起来挺括， 会烧上

一大壶滚烫的开水 ， 倒入平底搪瓷碗

中， 将新衣衫一一熨平整好， 显得格外

不同。 守岁之后， 她还会在早已进入梦

乡的儿女的枕头底下放上几张崭新角

钞———我们心仪已久的压岁钱。 初一大

清早， 放好开门炮仗， 母亲便将卤好的

五香茶叶蛋一碗碗分好， 让我们趁热给

左邻右舍送去拜年。 病中的母亲回忆起

那个物质匮乏却情意满满的年月， 满是

皱纹的脸上会漾起难得的笑容。

上个世纪艰苦奋斗、 艰苦朴素盛行

的年代， 身为公社领导的父亲， 面对上

级来人或下级来访， 只要到了吃饭点，

便常在家里茶饭待之 。 即便是粗茶淡

饭， 对我们家来说也是个不小的负担。

为此， 母亲想方设法节衣缩食、 开荒种

地， 贴补家用。 房前屋后的河塘、 竹林

成了母亲的家畜饲养场； 驻地附近一片

撂荒地， 也被母亲改造成菜地， 起早贪

黑种上各种瓜果蔬菜。 由于经常来人吃

饭， 计划配给的粮食难以维持， 我们便

时常依赖母亲种做的山芋干、 南瓜饭、

黍米汤圆果腹。 物质供应匮乏的年代，

如今看似 “田园”、 “绿色”， 其时无异

于煎熬般的存在。 父亲的好客与大方，

母亲私下也偶有怨言 ， 但从不挂在脸

上， 她以自己的聪明和热情， 尽情招待

来客。 频繁的接待让父亲单位里的同志

过意不去， 戏称我们家是 “人民公社小

食堂” 之余， 多次提出要给一点粮票和

钱款补贴， 但总被母亲以 “吃好吃孬别

嫌怪， 公家的便宜不能占” 婉言谢绝。

母亲的任劳任怨、 好客和能干为她赢得

了 “阿庆嫂” 的美誉， 在当时， 这可是

对能干家庭主妇的最好夸赞。

母亲对我们几个儿女要求也是宽严

有度。 没读过书的母亲对我们读书方面

提出的要求， 总是尽可能满足， 别的则

是能省则省。 至今清楚记得， 小时候，

光连环画就给我买了百多本， 但我年少

时走亲戚穿的外套有时还是向邻居家借

的。 大哥上高中时， 社会上流行海魂衫，

爱美心切的大哥写信央求在省城工作的

小舅给买了一件。 收到衣服后， 大哥兴

奋之情可想而知， 但只敢在学校里显摆，

从不敢在家里穿。 纸终包不住火， 不久

这事不知怎么被父母亲知道了,气得父亲

拿着竹扫帚要狠揍大哥， 被母亲拦下。

母亲一番动之以情、 晓之以理的数落，

让还想争辩一番的哥哥彻底没了脾

气———彼时小舅刚工作不久， 且正和女

友谈婚论嫁， 手头之紧可想而知。 此事

最后以大哥海魂衫被没收， 每月的饭钱

被酌扣至还完购衣款而告结束。

每年暑假， 雷打不动要我们回乡下

舅舅和叔叔家， 帮助干些力所能及的农

活， 是当时家里惯例。 母亲这么做， 一

是希望我们不要忘本， 吃得起苦， 经得

起累； 二是让我们在劳动中增强生活本

领， 经风雨见世面。 所以， 每每听到乡

亲们夸赞我的哥哥姐姐们干得一手好农

活， 母亲很以此为骄傲。 清白做人， 踏

实做事， 更是父母亲营造的不变家规。

父亲后来调到区里和县上工作后， 仍常

有人来看望， 来人少不了带些土特产，

基本都被母亲挡在了门外。 “吃人家的

嘴短， 拿人家的手软” 是母亲常唠叨的

一句话———这么做不是不尽人情， 主要

是大家的日子过得都紧巴， 不能再给人

家添负担； 至于那些上门求父亲办事帮

忙的就更不能收， “不收， 你父亲能帮

的帮， 帮不了的也没负担。” 母亲用自

己朴素的言行时刻教育影响着我们， 也

为父亲一生清廉工作把好了妥妥的 “家

庭关”。 及至后来我们兄弟姐妹相继走

上不同工作岗位， 母亲每见到我们， 总

不忘反复叮嘱几句 ， 要求我们一定要

“清清白白做人， 老老实实做事”。 做个

能安安稳稳睡觉的人。

2018 年秋天 ， 我又回到故乡 。 再

次站在老柿子树下， 看到老柿子树上片

片斑斓的树叶在秋风暖阳中缓缓凝固，

欢舞飘落， 我像看到母亲因为游子的归

来， 借助风的手不停地在我的脸庞上亲

吻抚动。 那些在风的琴声中低吟浅唱，

缓缓移动着舞步的落叶， 正静静地诉说

着自己一生的美丽。 斑斓的落叶没有哀

愁， 她懂得如何在秋风中欣赏自己， 抚

慰儿女： 一朵红晕， 一声感叹， 一份誓

言， 一片深情， 一生挚爱。 那是风中的

母亲写给我们这些做儿女的诗。

照片 是 120

相机拍的 ， 房门
前三层石阶 ， 错
落地站着四排小
孩子 ， 惟一坐板
凳的是我 ， 抱着
个饼干筒笑着 。

第二排是四个小
女孩， 姐姐在内。

最后一排站着个
穿旗袍的阿姨 ，

高个子 ， 睥睨地
望着镜头 。 我一
直以为这是一张
托儿所的照片 ，

误读了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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