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
歌……”这首耳熟能详《我和我的祖国》，我不仅爱听，也爱唱，在新中国
70年华诞之即，这支歌又从心中飞出……

我出生在1960年，正赶上3年自然灾害。家境贫寒，母亲抛下三四
个月大的我下地劳动。炕上嗷嗷待哺的我哭个不停。大姐不知如何是
好，将掺着野菜、玉米棒瓤儿、杂面熬的粥喂了我，没成想我哭得更欢
了。母亲回来见我吐着小舌头哭成了泪人，便将我抱到太阳地儿里仔
细查看，发现了舌头上有层细密的毛刺，心疼地搂紧我哭着说：“闺女，
你来的不是时候啊!”

自然灾害过去了，国家依然摆脱不了困境，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自
力更生，艰苦奋斗。那年月对我和姐妹来说最高兴、最期盼的是过年。
不仅能穿上新衣服、吃上好吃的。再有就是家里来客人，可以让肚子开
荤。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那段令人啼笑皆非的往事……

记得小学一年级的寒假，舅舅、舅妈从老家来了。母亲高兴地把积攒
的钱掏出来买酒肉，用来换钱的鸡蛋也摊了一大盘。顿时，房间弥漫的香
味沁人心脾。饭菜做好了，母亲打发我们先到西院去玩一会儿。舅舅看
出了母亲的用意，把我们拦下了，执意让我们一同上桌吃饭。说实话，闻
着香味，姐妹们早就垂涎欲滴了。听舅舅一说都抄起板凳呼啦一下挤到
了饭桌旁。刚开始，我们还有些拘束，不时抬眼看看母亲，边吃边咂摸着
嘴。当舅舅给我们夹菜，让我们放开吃时。三姐这个“三猴子”便无所顾
忌，夹起一大块鸡蛋就往嘴里放，母亲的筷子一下就将她欲入口的鸡蛋打
到了饭桌上说：“你这丫头，这么没规矩！”突如其来的呵斥，反倒吓了我一
跳，愣愣地看着她们。只见三姐不甘示弱小眼瞪着，伸手抓起掉到桌上的
这块鸡蛋，闪电般塞进嘴里，狼吞虎咽下了肚。母亲哭笑不得，舅妈怜爱
地拍着三姐的肩膀“噗嗤”一下笑了，我们也都笑了……

祖国在不断地发展着，1978年高考名落孙山的我，来到京西大台林
场北巷沟林队。每日与队友们一起修路、建房、清林整地、植树造林，打
造首都绿色生态屏障。当时，生活条件虽有所改善，但依然满足不了人
们的需要。在食堂打饭时常听大家说的一句话就是“又是白菜游泳”。
肚子里没有油水，加上体力劳动，不要说男队员能吃，就是女队员一顿
吃五、六个馒头也不在话下。

1982年，我参加了工作，同时考上了北京电大中文专业。为了既不影
响工作、也不耽误课程，我与家里商量买一台收录机。家里积蓄不多，在向
同事借钱张不开口。愁的我只好跑到二姐家去借，没成想碰了一鼻子灰。
她听我说要借200元钱，先是一愣，然后便是质疑“你买那玩意干吗呀，有
什么用？”“我学习用”，我高声地说。“那也不行，我没钱，每个月还得借钱
呢。”这些话如同一盆冷水从头泼到脚，把我的心都凉透了，眼泪情不自禁
地流了下来。我不再说什么，扭头就跑，径直跑到自家房后的大石头上，哭
了一顿。不明白为了一台小小的收录机，竟受了如此的委屈。最后我还是
从朋友那里借了钱，如愿以偿买到陪伴我三年的“宝贝”。事后，姐姐对我
说：当时家里养着三个孩子，确实没钱，孩子们有个病啥的，还得借钱。二
姐的话我信了，这就是当时一些低收入家庭的真实写照。

1986年我成了家，工作单位也从企业调到了行政机关。家中的电
器陆续添置齐全，电视机也从小到大，从厚到超薄；还购买了楼房和汽
车，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如今都变成了现实。曾经购买小收录机时
的窘境及吃不饱时的窘态一去不复返了。

祖国70年历经风雨，几多坎坷；70年砥砺奋进，从弱到强。跨越式
发展，实现了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人民生活好了，吃穿不
愁了，生活有保障，想吃什么有什么，超市买，网上订，足不出户，快递就
将货物送到家。

每当想到这里，我都会心潮澎湃，对祖国母亲的那份深情，不是只
言片语所能替代，也不是几句赞美之词所能表达。我是幸运的，赶上了
好时代。如今，我已退休，生活丰富多彩，在区老干部大学学习书法、绘
画、太极拳，参加了舞蹈队、合唱队；在社区担任着理论宣传员、支部委
员，积极宣传正能量。并用手中的笔，讴歌伟大的党，歌颂时代的发展、
家乡的变化，歌颂我们的幸福生活。

“我的祖国和我，像海和浪花一朵，浪是那海的赤子，海是那浪的依托
……”歌声带着自豪，带着祝福，更带着我对祖国母亲那份最深情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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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缺的位子（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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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摘下一片树叶我摘下一片树叶

感受着蓬勃的阳光感受着蓬勃的阳光

聆听泉溪流淌而漫漫聆听泉溪流淌而漫漫

眺望古巷垂柳悠悠眺望古巷垂柳悠悠

烟雨蒙蒙细雨绵绵烟雨蒙蒙细雨绵绵 不绝不断不绝不断

看河边随烟雨靛蓝看河边随烟雨靛蓝

波光纹理好似锦缎波光纹理好似锦缎

曲已终韵意未完曲已终韵意未完

这属于盛夏的晚晴天这属于盛夏的晚晴天

又是怎样的一场绚烂又是怎样的一场绚烂

指导教师指导教师：：马淑琴马淑琴

（（接第接第13251325期期））
雅琼不想雅琼不想，，也无力阻止章寒的举也无力阻止章寒的举

动动，，章寒让自己看这封信章寒让自己看这封信，，除了无言除了无言
的信任的信任，，亦想寻求对他的支持亦想寻求对他的支持，，她再她再
次感动次感动。。她预感到她预感到，，此信一公开此信一公开，，他他
成也是败成也是败，，败更是败败更是败。。中国是个人情中国是个人情
大国大国，，心治历来重于理治心治历来重于理治，，无论他动无论他动
机如何机如何，，信中的言辞定会招惹众怒信中的言辞定会招惹众怒；；
要干就干正职的要求要干就干正职的要求，，正是众人所不正是众人所不
能理解能理解，，更不能容忍的狂妄更不能容忍的狂妄。。这颗难这颗难
啃难嚼的苦果啃难嚼的苦果，，章寒算是吃定了章寒算是吃定了，，想想
不吃都不行不吃都不行！！

章寒的信公开了章寒的信公开了，，首先爆发的首先爆发的
是他的妻子是他的妻子。。她说她说：：““你想表现你想表现，，但但
不能拿这个家当垫背的不能拿这个家当垫背的，，果真要下果真要下
去去，，咱们只能离婚咱们只能离婚！！””双方争执不双方争执不
下下，，妻子成了他的前妻妻子成了他的前妻。。分手时分手时，，
她要带上女儿走她要带上女儿走。。女儿说女儿说：：““你在你在
爸爸最需要你的时候离开他爸爸最需要你的时候离开他，，我不我不
跟你走跟你走，，我不能扔下爸爸我不能扔下爸爸！！””章寒流章寒流
泪了泪了，，在在1212岁女儿面前头一次岁女儿面前头一次。。

机关大院如开锅的水沸腾了机关大院如开锅的水沸腾了，，各各
种说法如纷纷扬扬的雪片种说法如纷纷扬扬的雪片，，铺天盖铺天盖
地地。。很多人认为章寒敢讲真话很多人认为章寒敢讲真话，，讲得讲得
有道理有道理，，但在现实生活中似乎难以实但在现实生活中似乎难以实
现现。。有些人认为有些人认为，，这不过是他伸手要这不过是他伸手要
官官，，欲扬名求利的一种手段欲扬名求利的一种手段，，因为因为，，““能能
上能下上能下””往往是能上不能下往往是能上不能下，，剜到篮剜到篮

里才是菜里才是菜，，先占上位子再说先占上位子再说！！当时当时，，
对下基层仍在观望的杨利对下基层仍在观望的杨利，，不但对那不但对那
封信说三道四封信说三道四，，而且对章寒本人而且对章寒本人，，也也
在背后散布了许多不该有的人身攻在背后散布了许多不该有的人身攻
击击。。聪明的杨利聪明的杨利，，尽管对章寒的做法尽管对章寒的做法
嗤之以鼻嗤之以鼻，，却从中得到启示却从中得到启示：：章寒为章寒为
何敢冒这种风险何敢冒这种风险？？因为这可能是一因为这可能是一
条升职晋级的捷径条升职晋级的捷径。。自个儿现为正自个儿现为正
处处，，离副厅级虽只一步之遥离副厅级虽只一步之遥，，却是道却是道
难以逾越的关口难以逾越的关口。。他悟懂了这个道他悟懂了这个道
理理，，竟然也强烈地要求下去任职竟然也强烈地要求下去任职。。

章寒的信章寒的信，，使他成了另类使他成了另类，，赵宏赵宏
却被这个另类所感动却被这个另类所感动。。尽管他对这尽管他对这
种带有偏见的种带有偏见的，，甚至是过激的议论深甚至是过激的议论深
感愤慨感愤慨，，却依然没有态度却依然没有态度。。正是这种正是这种
没有态度的态度没有态度的态度，，成为鞭挞他灵魂的成为鞭挞他灵魂的
精神折磨精神折磨。。

章寒痛苦不堪地说章寒痛苦不堪地说：：““雅琼雅琼，，你无你无
法理解我那段刻骨铭心的日子法理解我那段刻骨铭心的日子。。上上
了班了班，，几乎没人跟我说话几乎没人跟我说话，，都认为我都认为我
是个利欲熏心的小人是个利欲熏心的小人，，人们看我的眼人们看我的眼
神儿神儿，，就像在打量一个怪物就像在打量一个怪物，，目光亦目光亦
能杀死人能杀死人。。班上班上88小时小时，，我如坐针我如坐针
毡毡。。家家，，本该是个温馨的港湾本该是个温馨的港湾，，妻子妻子
却无情地与我分手了却无情地与我分手了。。当我和女儿当我和女儿
目送她出门的那一刻目送她出门的那一刻，，当女儿含着泪当女儿含着泪
水呼唤她回来的时候水呼唤她回来的时候，，我几乎崩溃我几乎崩溃
了了，，孤独也可以致人死地孤独也可以致人死地！！但是但是，，你你

的支持的支持，，你的善解人意给了我温暖你的善解人意给了我温暖，，
给了我勇气给了我勇气。。眼下眼下，，我离婚了我离婚了，，就要就要
到边远的地方去了到边远的地方去了，，我的女儿还小我的女儿还小，，
她一人在家我不放心她一人在家我不放心，，需要像你这样需要像你这样
善良而又理解我的人的帮助善良而又理解我的人的帮助!!””雅琼自雅琼自
然懂得他的弦外之音然懂得他的弦外之音，，略微沉思一略微沉思一
下下：：““你就放心地把女儿交给我吧你就放心地把女儿交给我吧，，咱咱
们一楼之隔很方便们一楼之隔很方便！！其他的事其他的事，，我需我需
要时间要时间，，那封信已搞得你焦头烂额那封信已搞得你焦头烂额，，
我不想再给你添更多的麻烦我不想再给你添更多的麻烦！！””

这天这天，，雅琼正在忙雅琼正在忙，，她的处长又她的处长又
来到她的办公室来到她的办公室，，就坐在她的对面就坐在她的对面。。
她知道他来的目的她知道他来的目的，，他心里早就对她他心里早就对她
心怀觊觎心怀觊觎，，丧妻不足半年丧妻不足半年，，更有了纠更有了纠
缠她的理由缠她的理由。。他不止一次地暗示求他不止一次地暗示求
偶之意偶之意，，均被她搪塞过去均被她搪塞过去。。她并不喜她并不喜
欢他欢他，，但他毕竟是自己的顶头上司但他毕竟是自己的顶头上司，，
闹掰了谁都不好看闹掰了谁都不好看。。两个怀着不同两个怀着不同
心思的人心思的人，，有一搭无一搭地闲扯着有一搭无一搭地闲扯着，，
显得很是尴尬显得很是尴尬。。

电话突然响了电话突然响了，，雅琼拿起电话雅琼拿起电话，，
听到章寒的声音听到章寒的声音：：““雅琼雅琼，，感谢你一年感谢你一年
来对我女儿的尽心照顾来对我女儿的尽心照顾，，她说她打心她说她打心
眼儿里把你当成了妈妈眼儿里把你当成了妈妈，，你就做她名你就做她名
副其实的妈妈吧副其实的妈妈吧？？””雅琼一时间竟不雅琼一时间竟不
知所措知所措，，愣怔怔地拿着电话愣怔怔地拿着电话，，直到对直到对
方挂了机仍未出一言方挂了机仍未出一言。。其实很简单其实很简单，，
不就是一个不就是一个““行行””字吗字吗？？可她愣是说可她愣是说

不出口不出口，，那个处长正在目不转睛地盯那个处长正在目不转睛地盯
着她着她。。

回到家里回到家里，，她失声痛哭她失声痛哭：：自己是自己是
爱章寒的爱章寒的，，爱一个人却不敢大声说出爱一个人却不敢大声说出
来来，，究竟怕什么呢究竟怕什么呢？？雅琼为自己的怯雅琼为自己的怯
懦而内疚懦而内疚，，更为自己的不勇敢而后更为自己的不勇敢而后
悔悔。。在章寒到县里任职最后一年的在章寒到县里任职最后一年的
春天春天，，雅琼决定去看望他雅琼决定去看望他。。一个独身一个独身
的女人的女人，，只身去看一个独身的男人只身去看一个独身的男人，，
这本身就表明了一种态度这本身就表明了一种态度。。去之前去之前，，
她没有告诉章寒她没有告诉章寒，，想给他一份意外的想给他一份意外的
惊喜惊喜。。

雅琼坐上了长途公共汽车雅琼坐上了长途公共汽车，，山山
区人稀区人稀，，坐车的人却不少坐车的人却不少，，车里挤车里挤
满了人满了人，，脚下堆满了东西脚下堆满了东西。。山区春山区春
寒料峭寒料峭，，她却感到浑身燥热她却感到浑身燥热，，连喘连喘
气都不匀气都不匀。。车子在层峦叠嶂的大车子在层峦叠嶂的大
山里爬行了一天一夜山里爬行了一天一夜，，翌日清晨翌日清晨，，
终于到了那座破旧的县城终于到了那座破旧的县城。。雅琼雅琼
望着清澈蔚蓝的天空望着清澈蔚蓝的天空，，长长地出了长长地出了
口气口气，，似有隔世之感似有隔世之感。。疲惫不堪的疲惫不堪的
她只想快点见到章寒她只想快点见到章寒，，只想让他把只想让他把
自己拥抱在怀里自己拥抱在怀里。。那么那么，，这段遥远这段遥远
的旅途的旅途，，这些颠簸之苦这些颠簸之苦，，自然也就自然也就
算不得什么了算不得什么了。。更重要的是更重要的是，，她要她要
把本该答应章寒结婚的要求把本该答应章寒结婚的要求，，却始却始
终没有机会表达的话当面补上终没有机会表达的话当面补上！！

（（未完待续未完待续））

漫长而炎热的夏天已经结束，
三五好友找一处清凉之所静心实属
乐事。在京西门头沟生态涵养区内
就有这么一处消暑纳凉胜地——千
年古刹戒台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戒台
寺，位于门头沟区马鞍山麓，戒台寺
始建于隋朝，至今已有1400多年的
历史，在中国佛教界占有重要的地
位，由于寺内的戒坛可以授佛门最
高戒律菩萨戒，因而成为中国佛教
最高学府之一。整座寺院既有北方
寺庙巍峨宏大的气势，又有江南园
林清幽秀雅的情趣，既有浓重的佛
教色彩，又有神奇秀美的自然景
观。戒台寺素以“戒坛”“奇松”“古
洞”而著称于世，寺内戒坛建于辽代
咸雍五年，是“全国三大戒坛”之首，
故有“天下第一坛”之称。

潭柘以泉胜，戒台以松名。寺
内的千年奇松在明清时期就已名
满天下，古松名木，形状怪异。寺
内十大名松有抱塔松、卧龙松、自
在松、活动松、九龙松等等。沿路
而行，偶而一阵清风拂面，使人心
旷神怡。走在千年古树之下纳凉，
犹如天然的空调，听佛音，品禅茶，
感受岁月静好。寺内由于古树众
多，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极高，不
愧是天然的大氧吧。古老的寺院，
带有一种清凉幽静的气质。别管
外面多么吵闹燥热，走近院内都会
让你安静踏实下来，我想这也是历
史的沉淀吧。

这里的一松一木、一墙一阶皆
有韵味。戒台寺相比其它公园不算
太大，人不多，特别的清幽安静，可
以烧香拜佛，可以赏花品茶，更是追

思历史、纳凉放空的好去处。寺内
穿行，仿佛走进人类历史的长河中，
倍感自我的渺小，一代一代，虽然无
法看到我们的先贤，但是可以走他
们曾经走过的路，感受他们曾经生
活的地方。这些建筑、古树见证了
人类一代又一代的变迁更替，怎会
不让人心生敬意，感叹人生。

寺院中仅国家保护级古树就有
88棵，最著名的当属古松。“九龙松”
是一棵白皮松，巍然屹立在戒坛院
的山门前。此树在唐武德年间种
植，至今已有1300多岁。它高达18
米，主干分成9股，白色表皮上遍布
褐色斑点，像是斑驳的龙鳞。九龙
松酷似九条神龙腾空而起，守护着
戒坛。

“抱塔松”为金代所植，相传它
本是天上的一条神龙，被玉帝派下

凡来守护辽代法均大师的墓塔。在
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龙松怕墓塔
被雷电击毁，就扑身过去，伸出两个
大枝像人的双臂那样抱住古塔，形
成古松抱塔的奇观。

这里的一松一塔、一檐一瓦，
每一处都蕴藏着深厚的历史文
化。最早听说戒台寺，是因为寺内
的丁香花。古丁香是十分珍贵的
花木之一，树龄在200年以上的有
20余株，这些古丁香是当年乾隆皇
帝初游戒台寺时为了给古刹增辉，
特命人从圆明园畅春园中移植而
来。即使在故宫的御花园也仅有
两棵而已。

若是在四五月份花季而来，定
能感悟她宛若仙女般的优雅安静、
含香脉脉的天然气质，香而不俗，落
而不残，短暂显世，香留人间。

北京的秋北京的秋 鼓楼的夜鼓楼的夜
李琳

上一次参观鼓楼还是小时候上一次参观鼓楼还是小时候，，印象里印象里
登楼的楼梯非常陡峭登楼的楼梯非常陡峭，，视觉感直上直下视觉感直上直下。。
位于二环上的鼓楼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于二环上的鼓楼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位，，古时它作为报时之用古时它作为报时之用，，如今它周围的环如今它周围的环
境早已翻天覆地境早已翻天覆地，，商业街区店铺林立商业街区店铺林立，，霓虹霓虹
灯整夜闪烁灯整夜闪烁。。

北京的秋天似乎是一年中最让人喜爱北京的秋天似乎是一年中最让人喜爱
的季节的季节，，白天已经没有了暑热白天已经没有了暑热，，虽然还是会虽然还是会
有点晒有点晒，，但是微风袭来但是微风袭来，，秋天善意地送来了秋天善意地送来了
清凉清凉。。秋天的夜晚更是非常适合户外活秋天的夜晚更是非常适合户外活
动动，，看一看手机上的时间看一看手机上的时间，，是晚上是晚上88点半点半，，从从
来没有认真的丈量过夜晚的鼓楼大街来没有认真的丈量过夜晚的鼓楼大街。。一一
出地铁口出地铁口，，人来人往人来人往，，时不时会听到周围店时不时会听到周围店
铺里的音乐铺里的音乐，，还有偶尔在人行便道上趁着还有偶尔在人行便道上趁着
城管下班儿出来摆摊儿的游商叫卖声城管下班儿出来摆摊儿的游商叫卖声。。炒炒

肝店还在排大队肝店还在排大队，，北京人想着北京人想着、、惦着那个味惦着那个味
儿儿，，游客们想尝尝美食推荐榜上的名店游客们想尝尝美食推荐榜上的名店，，所所
以这排队的食客是必然无论时间早晚都会以这排队的食客是必然无论时间早晚都会
用一种期盼的体态站在队伍中的用一种期盼的体态站在队伍中的。。

鼓楼这个地名听起来有些古朴鼓楼这个地名听起来有些古朴，，然而然而
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带已经变成了潮流这一带已经变成了潮流
和年轻人的聚集地和年轻人的聚集地。。它不像三里屯那样它不像三里屯那样，，
充斥着国际大牌充斥着国际大牌，，开着很多灯光耀眼的旗开着很多灯光耀眼的旗
舰店舰店；；它不像后海那样它不像后海那样，，悠闲中透着文艺和悠闲中透着文艺和
小清新小清新。。鼓楼大街鼓楼大街，，充满着个性充满着个性，，充满着年充满着年
轻人喜欢的轻人喜欢的““放荡不羁放荡不羁””。。今天的活动是看今天的活动是看
BICDBICD鼓楼园里看演出鼓楼园里看演出，，不大的一个院儿不大的一个院儿
里里，，楼上楼下分布着好几家演出现场楼上楼下分布着好几家演出现场，，据说据说
乐队夏天里的某支乐队去年经常在这里演乐队夏天里的某支乐队去年经常在这里演
出出。。晚上晚上1010点开始点开始，，人流量暴增人流量暴增，，中国人中国人、、

外国人外国人，，一拨一拨的进进出出一拨一拨的进进出出，，大家通过这大家通过这
样一种方式去认识新朋友样一种方式去认识新朋友，，联络老朋友联络老朋友，，在在
音乐的氛围里音乐的氛围里，，释放着压力释放着压力，，同时也宣泄着同时也宣泄着
情绪情绪。。这里所有的演出都是免票的这里所有的演出都是免票的，，用一用一
种开放种开放、、包容的态度让更多的人可以享受包容的态度让更多的人可以享受
音乐音乐，，玩儿音乐……玩儿音乐……

当然当然，，如果你觉得夜生活只属于如果你觉得夜生活只属于0000后后，，
那就错了那就错了。。笔者觉得笔者觉得，，夜游鼓楼不算是什夜游鼓楼不算是什
么新鲜事儿么新鲜事儿，，熬夜社交的经验也不值得分熬夜社交的经验也不值得分
享享，，但是就在北京的这个秋天但是就在北京的这个秋天，，鼓楼的这个鼓楼的这个
夜晚夜晚，，笔者结识了两位笔者结识了两位5050后……后……

演出结束演出结束，，乐队和歌手们收拾东西准乐队和歌手们收拾东西准
备离开备离开，，背着乐器的男男女女从人群中挤背着乐器的男男女女从人群中挤
出门口出门口。。DJDJ开始上班开始上班，，舞池里依然还是那舞池里依然还是那
么的喧闹么的喧闹，，人们没有丝毫回家的意思人们没有丝毫回家的意思。。一一

位身着波西米亚风格的位身着波西米亚风格的““老阿姨老阿姨””出现在当出现在当
中中，，扭动的舞姿不同于扭动的舞姿不同于““广场舞大妈广场舞大妈””，，看得看得
出来这不是一位出来这不是一位““新手儿新手儿””。。

凌晨凌晨44点点，，烤冷面摊儿上的老大爷格外烤冷面摊儿上的老大爷格外
引人注意引人注意，，胸前的老鹰纹身虽然已经开始胸前的老鹰纹身虽然已经开始
褪色却也清晰褪色却也清晰，，一瓶牛栏山二锅头一瓶牛栏山二锅头，，一包花一包花
生豆生豆，，言语中透露出言语中透露出，，每个夜晚他都是这样每个夜晚他都是这样
度过度过，，喜欢看人来人往喜欢看人来人往，，喜欢喝一杯然后跟喜欢喝一杯然后跟
路人们扯闲篇儿路人们扯闲篇儿。。通过攀谈通过攀谈，，老人今年老人今年6262
岁了岁了，，是这条街上的老住户是这条街上的老住户，，经历着鼓楼的经历着鼓楼的
变迁变迁，，看着这里每晚发生的一切看着这里每晚发生的一切，，有喧闹有喧闹
的的、、有争吵的有争吵的、、有喝酒喝好了憧憬未来的有喝酒喝好了憧憬未来的、、
也有意见不和大打出手的也有意见不和大打出手的，，这条街的夜这条街的夜，，就就
像一个小社会像一个小社会，，每天上演着不同人的不同每天上演着不同人的不同
故事故事。。此时此时““波西米亚波西米亚””老阿姨老阿姨，，上前搭话上前搭话，，

他俩是老相识他俩是老相识，，认识认识5050多年了多年了，，都是鼓楼的都是鼓楼的
老街坊老街坊。。吃完烤冷面吃完烤冷面，，告别老大爷告别老大爷，，跟着跟着

““老阿姨老阿姨””顺路继续往前走顺路继续往前走，，她说每天要干她说每天要干
的事儿就是和老姐们儿打牌的事儿就是和老姐们儿打牌，，晚上来酒吧晚上来酒吧
喝两杯啤酒喝两杯啤酒，，跳跳舞跳跳舞，，回家洗个澡回家洗个澡，，喝牛奶喝牛奶
睡觉睡觉，，明天继续打牌明天继续打牌，，说着指了指鼓楼后说着指了指鼓楼后
面面，，拐弯儿就到家了拐弯儿就到家了。。

坐在鼓楼下的路口坐在鼓楼下的路口，，看着逐渐稀少的看着逐渐稀少的
车辆车辆，，红绿灯交替闪烁着红绿灯交替闪烁着，，鼓楼安静地坐落鼓楼安静地坐落
在那儿在那儿，，通过周围的路灯通过周围的路灯，，可以隐约看得清可以隐约看得清
轮廓轮廓。。手机上的打车软件还需要排队手机上的打车软件还需要排队1010
人人，，鼓楼的夜不曾寂寞鼓楼的夜不曾寂寞，，北京的秋值得珍北京的秋值得珍
惜惜。。一个充满惊喜的夜晚一个充满惊喜的夜晚，，让笔者在鼓楼让笔者在鼓楼
的夜的夜，，感受了属于二环里的雀跃感受了属于二环里的雀跃，，从两位从两位5050
后身上后身上，，似乎看到了真正忠于内心的生活似乎看到了真正忠于内心的生活！！

紫珠溢香秋韵浓
马宝聪/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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