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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节后，朋友圈里各种“秀恩爱”的照片、
文字还回荡在脑海中。有的人说，七夕不是中国
的情人节，还搬出史料、传说，告诉人们不要把这
个民间女子向织女祈求智慧和巧艺的日子掺杂
上爱情成分。其实笔者认为，爱人之间的节日，
不在乎主题，它只是生活的调剂，有爱的日子，每
一天都是情人节。

七夕，除了承载女子对智慧和巧艺的祈求，
还拥有牛郎织女的美好传说。今年的七夕，很多
商场、微信平台都推出了不同规模的相亲、寻爱
活动。随着相亲数据的公开，大家明显感觉到大
城市的单身人数越来越多，人们在快节奏的生
活、工作中，有的因为没有时间恋爱、有的因为没
有机会认识新的人、有的人则开始抗拒重新认识
并开始一段感情……各种各样的原因，让很多
人，虽然薪资可观，却过着一个人上下班、一个人
吃饭、一个人忍受生病就医的孤独。或许，大部
分时候，我们一个人可以过的很好，我们不用顾
忌另一个人的心情和喜好，随心所欲。但是相信
总有那么一刻，或许是有雨的下午、或许是噩梦
的深夜，你会希望漂浮的心有所依靠。

前几天的一则新闻，被推上了风口浪尖，生
育基金、丁克税一直占据热搜。单身的人开始

“恐慌”“有情绪”，不想生孩子的人开始“疑惑”
“思考”……社会不断发展，人们开始增加对自我
价值的认可；年龄越增长，人们越开始不愿意附
和他人，喜欢活得更自我。大城市，大量信息的
交汇地，各色人群的交集地调查显示，北京、上
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中，年轻人的结婚愿望越
来越低，结婚年龄偏向晚婚，离婚率持续上涨，结
婚率持续下滑。

当专业人士在数据中分析为何会出现这种
情况时，笔者认为单身已经成为新的“大城市
病”。女性的经济独立，工作生活的压力，兴趣点
的分散，价值观的洗牌……都是让我们在吃快
餐、碎片化阅读、朋友圈识人的今天，很难去踏
实、用心的寻求一段感情，过于注重结果，害怕受
伤害。

笔者居住的社区有一位老飞行员，他的回忆
录里清晰的记载着他和老伴相识、相知的过程，
走过金婚的他们依然恩爱如初，相濡以沫的日子
让人羡慕。或许我们每个人都期待着有一个人
可以携手一生，无论幸福、悲伤；无论富有、贫穷
……都能彼此支持，不离不弃。尽管面对现在各
大官方抛出的数据，我想它也不代表所有人的现
状，还是有很多渴望真情、单纯、美好未来的人在
积极地面对生活。

生活的美好在于我们保有希望和期待，一个
人的时候好好生活，两个人的时候努力去爱。单
身，只是一种选择，它不拒绝和接受另一个人，它
是在等待一个时机，就像花朵等待绽放；春天等
待冰雪消融……而我，等风，也等你！

爷爷又告诉传瑞：“这九块五
彩琉璃之所以珍贵，是因为五彩
琉璃的烧造技术已经失传，至今
再没人能烧得出来。现在你手里
的九块五彩琉璃就是绝世珍宝，
再无二份。”听到这儿，传瑞更加
感到自个儿的责任重如泰山。爷
爷说：“好孙子，现在你可以接过
这九块五彩琉璃了！”听到这话，
传瑞马上又冲爷爷磕了三个响
头，哆嗦着两手，颤抖地从爷爷手
里接过装着宝贝的锦盒，感到自
个儿的双肩霎时压上了千斤重
担，心中也立刻涌起一股豪情：这
九块五彩琉璃，如今已经和我的
命连在一起，我在五彩琉璃就在，
我一定要把五彩琉璃完完全全地
传给我的儿子、我的孙子。

在后来的日子里，章传瑞了解
到这九块五彩琉璃是佛家的七宝
之一，是不可多得的传世珍宝，也
是世界上不会再有的珍贵之物。
就是说，除了这九块之外，世界上
再也没有这样的宝贝了。他听父
亲说过，沙僧就因为打碎了一只琉
璃盏，被玉皇大帝贬出了天庭。

看着九块五彩琉璃，传瑞小
时候想不明白的事儿现在全明白
了。不过，他还牢牢记着爷爷在
传宝之前跟自个儿讲过的一件事
儿，那事儿发生在几年前的冬
天。那天爷爷吃了晚饭有点儿犯
困，就早早地吹了灯，摸黑儿在卧

房的炕旮旯儿躺着。天上没有月
亮，屋外呼呼地刮着刺骨的寒风，
院子里的大槐树被风吹得哗哗哗
地直响，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爷爷躺在炕旮旯儿里似睡没睡，
听见正屋的门闩发出极其细微的
索索响声儿，然后门就轻轻地被
人推开了。爷爷非常警醒，睁大
眼睛一看，便看见一条黑色身影
儿，像猫一样敏捷地进了屋子，然
后站在屋子当中纹丝不动，像是
在观察屋子里的情况。爷爷知道
来了贼人，却也不动声色，伸手悄
悄拿起炕边儿的茶壶，一扬手就
朝黑影儿扔了过去，砰地一声响，
那条黑影儿嗖地一下蹿出门去，
眨眼不见了。爷爷说：“那黑影儿
的功夫可真不错，从进来到出去
也就是眨了十几下眼的工夫。”传
瑞问爷爷：“您知道那个黑影儿是
为什么来的吗？”爷爷抽着烟袋慢
吞吞地答道：“那条黑影儿啊，肯
定奔着咱家的财宝来的。”从那以
后，那条深夜摸进屋子里的黑影
儿，便深深地留在了传瑞的脑袋
瓜子里。在以后的岁月中，那条
像猫一样敏捷灵动的黑影儿，不
断地在传瑞的眼前出现。

传瑞特别佩服爷爷，觉得爷
爷扔茶壶的举动非常有劲儿，在
不知道黑影儿是谁又不知道他功
夫如何的情况下，能够做出那个
惊人之举的动作，真得具有灵敏

的头脑和迅速处理突发事件的能
力。因此传瑞在以后的很多年
里，都把爷爷当作自个儿的榜样，
学习爷爷处理事情的机敏、果断
和干练。但他还是感到自个儿的
不足，在担当掌门大窑户以后，觉
得在很多事情的处理上仍然比不
上爷爷，自认为差得很远。

传宝之后，章传瑞开始更多
地考虑子嗣的问题，想自个儿已
是30岁的人了，身后没有一男半
女，如此下去怎么能把祖传宝贝
传下去呢？他在夜深人静之时，
常常进到爷爷的卧房，从炕洞里
捧出锦盒，极其恭敬地请出五彩
琉璃，一块儿一块儿地凝视抚摸，
用心感受宝贝的温润。看着如此
珍贵的九块琉璃，他心中更加焦
急，更想马上让老婆的肚子鼓起
来，以免去爷爷和父亲的担忧。

章谛甫对传瑞没有子嗣也异
常着急，便跟传瑞商量：“传瑞，我
想给你续个二房，生个一男半女
的，也好把咱家的祖传宝贝传下
去，这也是你爷爷的意思。”传瑞
说：“我听爷爷的。”“那好，我去托
媒人，看附近哪家的姑娘合适做老
章家的二媳妇儿。”传瑞说：“行，您
说怎么办就怎么办。”章谛甫说：

“我知道你和章王氏恩爱，但为了
老章家的琉璃烧造，为了五彩琉
璃，你必须娶个二房。”“爹说得是，
娶二房是为了咱老章家的琉璃烧

造，更为了五彩琉璃，我明白这个
道理，章王氏也应该明白这个道
理。”传瑞平静地回答……

几十年间，主人公章传瑞身
为中国皇家琉璃烧造行业的大掌
门，除了一身精湛的琉璃烧造技
艺，还身负琉璃烧造行业的传承
重任，而他视为生命的琉璃釉料
配方，是千年以来琉璃窑场的绝
密技术，正是因为这一点而为许
多人、甚至为盗贼和商家以及外
国洋行所垂涎。除去琉璃烧造的
绝密配方，老章家还珍藏着唐代
佛家七宝之一——九块晶莹温润
的五彩琉璃，同样被盗贼和外国
洋行所觊觎，特别是外国洋行，不
但妄图将琉璃烧造技术据为己
有，意欲掌握琉璃烧造绝密配方，
打破中国人在此领域内的垄断，
与中国人争夺世界琉璃烧造市
场，还妄图将老章家的琉璃珍宝
据为己有。

章传瑞在与商家、盗贼和外
国洋行的无数次较量中，凭借中
国人的正气、骨气和豪气，使尽浑
身解数，挫败了种种阴谋阳谋，最
终把琉璃烧造的关键资料“配色
折子”保留在自己手中，保住了中
国民族工业的秘密和技术，同时
也保住了家传的珍宝——五彩琉
璃，使得盗贼和外国洋行的痴心
妄想完全破灭。

（完）

只有在这个季节，田野里的青
纱帐才能排起壮观的队伍，高粱、玉
米、棉花、花生，各种颜色的庄稼棵
子高低搭配，密密匝匝的，像列队的
士兵，在秋意绵绵的田野上站立着。

秋天的青纱帐是在夏天的土地
上生长起来的，他们高大，丰茂，色
彩浓密，嫩绿的、翠绿的、青绿的、深
绿的、墨绿的……相互映衬，在辽阔
的田野上傲然站立。

青纱帐是北方原野上八九月份
的美景，在农村生活的人对它并不
陌生，它们挺立在北方的原野上，绵
延万里，整齐划一，或静默沉思，或
喧嚣吵闹。微风一吹，沙沙作响，长
长的叶子左右摇摆像列队迎客的少

女，曼妙而美丽。
青纱帐一直都是一种诗意的存

在，是天地间最浪漫的乡村标志。
乡村六月，麦子退出田野，一粒粒玉
米、高粱落地生根，他们相约相伴，
在土地和雨水的滋润下开始自己的
生命旅途。吸足了水份的玉米、高
粱开始浓密起来，她们绵延几万里，
绿油油的，成为北方原野最壮观的
存在。走进郁郁葱葱的青纱帐，就
像走进了一个绿意葱茏的梦，呼吸
着玉米、高粱秸秆特有的香甜气息，
才能体会到她的纯朴和浪漫。

还记得孩童时期，青纱帐成了
我们的乐园。浓密的青纱帐里藏着
蝈蝈儿、蛐蛐儿的鸣叫，还藏着更多

我们未知的秘密。在青纱帐里捉迷
藏乐趣无穷，我们猫着腰钻进青纱
帐，全然不顾玉米叶子锋利的边缘，
藏身之处总能隔绝寻找者的目光，
他们钻进来，我们就转移阵地。一
追一逐之间我们就被青纱帐里蹦跳
的蛐蛐儿、蚂蚱吸引了注意力，随着
那些秋虫一蹦一跳的吸引，我们也
在青纱帐里迷失了方向，还是外面
伙伴的大声吆喝才把我们从青纱帐
里解救出来。

对于与土地为伴的农人来说，
青纱帐里藏着丰富的收获。风调雨
顺的日子，越发浓翠的青纱帐是农
人的笑脸。一颗一颗饱吸水肥的玉
米、高粱在天地间展翅高飞，农人的

笑意越来越浓，那一片片青纱帐在
阳光雨露里慢慢生长着，慢慢的将
清翠转为墨绿，将墨绿转为淡黄，时
至深秋，青纱帐收起了所有的锋芒
和锐利，卷起了黄红色的珠帘，那些
肥美的玉米、高粱、花生饱含秋风的
凉爽涌进了农家小院。丰收的喜
悦，果实的香甜一路飘散，从田野飘
到村庄，从村庄飘到更远的远方。

青纱帐是美的，是梦幻的，她用
绵柔的身体呵护着万物生灵，也用坚
硬的铠甲抵挡过敌人的尖刀和追
踪。青纱帐是秋天的诗意，是北方大
地上那些农人的守护神，他们豪爽血
性，昂首挺胸，象一群群生龙活虎的
军队战士，不畏艰险，勇敢向前。

那清脆如铜铃般的笑声，对我
来说好像已经非常陌生，变得十分
遥远了。现在经常听到虚伪的假
笑，不出声的奸笑，窃窃私语的坏
笑。即使是偶尔听到开心的笑声，
也是酒桌上有人看着手机上短信讲
的黄段子，传来的几声笑声，但那笑
声并不纯洁，并不清脆，好像不是发
自内心，好像是虚假的坏笑。

为什么那天真淳朴如铜铃般
的笑声离我远去呢？小的时候，虽
然那个年代物资匮乏，生活艰苦。
但是，我每天与小伙伴儿玩耍得十
分开心快乐，经常听到那发自内心
愉悦的笑声。长大以后，逐渐地这
种笑声越来越少了，便变得十分珍
贵起来。

有一年，接待美国一个商务考
察团，在宾馆就餐时，给一个美国
朋友斟酒，他问：“这是什么酒？”

“中国白酒，茅台。”“茅台？”“对，中
国最好的酒，相当于威士忌……”
美国朋友听后微笑地点了点头。
第一杯酒我们示意让美国朋友干
了，他便很愉快地干了。然后，他
伸了伸舌头，好像感觉很辣。接
着，又给他斟满第二杯，他也很高
兴地接受了。后来，我们大家说起
了茅台酒的传说，说到可笑之处，
这位美国朋友不时发出清脆铜铃
般的笑声，好听极了！他笑得非常
纯洁，那发自内心的喜悦，传出的
清脆的笑声，让我感到他好像纯洁
得如一个少年。多少年过去了，那

美国人的笑声依然留在我心间，让
我难忘。我也曾想偷偷地学他那
样笑上几声，但我怎么也笑不出他
那样清脆和天真。

一天晚上，晚饭后与爱人遛弯
儿，在一条很窄的巷路上，身后传
来两个儿童快乐的歌声：“老婆老
婆我爱你，阿弥托佛保佑你……”
一个大约四、五岁的小女孩领着一
个两、三岁的小男孩，两个孩子异
口同声地高声反复唱着这首成年
人的歌曲，唱得全神贯注，十分投
入。唱毕，两个孩子传出一串串铜
铃般清脆的笑声，寻那美妙声音回
眸望去，那大一点的女孩正召唤远
处一个淘气的小男孩：“王先生，等
我们一会儿！”爱人感到奇怪，问小

女孩：“王先生在哪儿？”小女孩用
手指着远处那个也就有四、五岁的
小男孩说：“他就是王先生！”我和
爱人都开心地笑了。爱人问那个
小男孩：“你几岁了？”小男孩口齿
不清地说：“三岁。”然后，两个孩子
跑了，追那个叫“王先生”的小男孩
去了，留给我们的是“老婆老婆我
爱你，阿弥托佛保佑你……”

我好像突然间找到了那久违
的笑声，那种笑声来自童年的天真
和无邪，来自内心的淳朴和坦荡。
那笑声，发自人们内心的心灵深
处，那笑声，发自人们内心最真实
的情感。清脆铜铃般的笑声，我愿
能经常听到它，犹如这儿童般快乐
的歌声。

儿时的盛夏

是母亲手中的蒲扇

轻轻摇动着夏天的日月星辰

更是母亲口中的神话故事

女娲补天 后羿射日

精卫填海 嫦娥奔月

伴随着蒲扇的摇动

摇出儿时的寄托

摇出少年的梦想

更摇出山野的清新

乐趣的童年

童年盛夏时光
灵山秀水

指导老师：阚秋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