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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秋天北京的秋天
史迎凤

窗外，
银杏烫金的天空，
一副秋天的模样，

成熟的秋天，
丝毫也不暴烈，
更多的是温暖。
鸟儿落下了，

天空还在飞行，
沉甸甸的果实来把时间计算。

走过的路上，闪耀着镀金的智慧，
得到的比失去的多很多。

品味收获，慰藉希望，
给自己一个微笑的理由，

将岁月打磨成人生枝头最美的风景。

小人书的记忆
人上了年纪总喜欢怀念过

去的一些东西。过去的那些
人、事、物会像一部纪录片时不
时在脑幕中回映。其中有一个
情节，就是伴随我成长的小人
书。

说起小人书，出生在上世
纪五、六十年代的人并不陌
生。那时候，对小人书的热爱
简直就是一种痴迷。小人书里
那些简洁的工笔和素描，再配
上几十个文字，薄薄的几十页，
便能凸现出一个个令人神往的
故事。那一幅幅妙趣横生的图
画，给了那个年代的我们留下
了涂抹不去的回忆。小人书是
那个时代对连环画的称谓。在
我的记忆中，小人书是那么丰
富多彩，是那样具有吸引力。
可以说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小
人书是一个不断给我提供精神
食粮的好伙伴。

那时候，小人书是孩子们
最值钱的宝贝，买到一本小人
书不但家里看，还要带到学校
给同学们看，小人书每本只要
一两角钱，你买一本，我买一

本，大家互相借着看，轮着看，
很有味道。一些名著改编的小
人书，比如《三国演义》我不知
看过多少遍。里边的人物画的
栩栩如生，文字简洁精炼，翻卷
着历史的风云，闪现着刀光剑
影。很受儿童喜爱。记得那一
年，我上小学三年级，因为身体
虚弱得了重感冒，一连几天没
有上学，刚好一点闹着要去上
学，可妈妈不让我去，怕我受
风。当天晚上妈妈从床铺底下
变戏法似的，拿出一本小人书
来——《巧渡金沙江》。崭新的
书，精美的封面，散发着诱人的
油墨香，我惊讶的瞪大眼睛，接
过妈妈手里的小人书。原来是
妈妈让上中学的哥哥特意从城
子新华书店给我买回来的，在
昏暗的煤油灯下我一口气看完
了，又重复看了一遍，这本小人
书全班同学都传阅遍了，书页
都被翻烂了，一直保留到初中
毕业。

那个年代，能随心购买小
人书是我最开心的时刻。不
过，这种情况不是很多。记得

每到春节，我都会收到长辈给
的压岁钱。在上交母亲的时
候，总会留下几毛钱。然后约
上几个小伙伴，走六七里的土
路到城子书店去买小人书。
去的路上，大家商量买什么样
题材的小人书，有想买古典文
学故事的、有想买革命斗争故
事的、意见始终没法统一。争
论到最后大家达成一个共识，
不管是谁买什么题材的，就是
不能买重样了，这样大家回去
以后就能多传看几本。回来
的路上，每个人都捧着一本小
人书边走边看。回想起儿时
对小人书的热爱，真让人感慨
万千。方寸大小的小人书，丰
富了我的知识，开拓了我的视
野，小人书陪伴我走过求知的
童年。我怀念传看小人书的
日子，也怀念天真无邪的那个
时代。

如今京郊村村都有了图书
室，里面开着空调，宽宽敞敞，
桌椅俱全，图书的门类五花八
门。读书的氛围要有多舒服就
有多舒服，是我们当年做梦都

想不到的。可对于读书的态度
呢，恐怕很难找到我们当初那
样的激情。很多孩子，情愿上
网玩游戏、玩手机，都懒得去图
书室看书。真心希望我们的孩
子们能多一些静静看书的身影
和兴趣。

张新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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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国多仙山，峨眉邈难匹。”
峨眉山海拔3099米，高度居中国
佛教四大名山之首，俯视五岳，秀
甲天下。山中的自然生态猴区，三
百多只野生猴在那里繁衍生息，见
人不惊，与人相亲，更是传为美谈。

1989年9月，笔者一行畅游峨
眉山。夜宿两河口成都空军招待
所，翌晨乘大巴至净水，徒步登
山。在圣寿万年寺参观无梁砖殿，
并瞻仰高7.35米、重达62吨的普
贤菩萨乘象铜像后，经白龙洞、清
音阁、一线天，午后登上洪椿坪（海

拔1120米）。沿途千岩竞秀，万壑
争流，涌泉飞瀑，茂林修竹，绿水青
山尽在眼前，美不胜收。

洪椿坪以上至洗象池，是猴
群的聚居区。我们坐在千佛禅院
门前的石凳上，享受林静山幽的
乐趣和自带的简单午餐。忽然，
大大小小的几十只猴儿从山林中
跳跃奔跑而来，与游人亲密接
触。有的女同伴吓得尖声吼叫，
笔者只能强作镇静，坐在那里岿
然不动。一只雌猴右臂抱着小
猴，从石凳下面惊恐地探出身来，

若有所求。笔者会意，把背包里
仅有的一只梨子掏将出来，弯腰
奉上。雌猴立即伸出左臂，欣然
接受。说时迟，那时快，雌猴转身
把梨子递给小猴，又纵身跳上石
凳，左手抓住笔者的衣袖，右手扯
着衣襟，那副“呆萌”可爱的样子，
着实令人忍俊不禁。不知它是表
达谢意,还是恳求再赏赐一只，满
足自己的口腹之欲？

转瞬日已西斜，时间不容许我
们登上金顶，观赏云海佛光。循原
路下山，步行十余千米返回两河

口。由于那时没有导游，只能各自
结伴同行。在招待所用晚餐的时
候，才发现少了两名苏州同伴。领
队心急如焚，动员大家分头寻找、
接应。不久，他们两位衣衫褴褛、
面带伤痕、哭笑不得地回来了，在
饭桌上一边补充能量，一边绘声绘
色地讲述这一天的奇遇：

清晨，他俩相约搭乘登山的旅
游小巴，直达金顶。饱览美景之
后，开始步行下山。过了洗象池，
就是猴子的世界，途中不时地与猴
群嬉戏。此时突然发现，一只独眼

大青猴坐在山路中央，面目狰狞，
指挥上百只猴子猴孙拦路抢劫，索
要食物。他们的衣兜、裤兜都被扯
破，面部、臂部、腿部被抓伤，背包
翻了个底朝天，扔在路旁。无奈，
只好雇用两台“滑竿”并请轿夫捡
回猴精们丢弃的证件和钱包，穿越
猴区，安全到达洪椿坪。听轿夫
说，大青猴是猴王中的老大，多年
前遭到攻击，一只眼睛失明，因此
怀恨在心，伺机报复。猴群能够准
确区分当地居民和游客，游客必须

“留下买路粮”，当地人则一律放

行，畅通无阻。
听了他俩的讲述，大伙儿瞠目

结舌，不禁打了个寒战。大多数同
伴到达洪椿坪后都没有继续登山，
幸运地躲过了这一场“猴劫”。

返京后不久，收到领队寄自上
海的两张彩色照片。睹景生情，戏
作打油诗一首：

峨眉灵猴，聪慧超群。
见人不惊，与人相亲。
投我以梨，感激万分。
合影留念，聊表猴心。

左慎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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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如水，转眼间日子就流
淌到了秋天，走过了夏季的浓墨
重彩，时光的色彩又在这个季节
燃烧起来，岁月的点点滴滴被时
光的画笔轻轻地涂抹在乡野阡
陌的每一个角角落落……

闲坐陌上，看季节孩子般的
变化着脸颊，昨天还是花团锦
簇，今天就开始秋叶遍地。横七
竖八的田埂，像一幅幅画框，框
住了一片金黄或一片绯红。一
丛丛的小野菊像一个个淘气的
孩子，在原野上撒着欢儿。那些
金黄的稻谷、雪白的棉花、沉甸
甸的高粱、金灿灿的玉米，饱满
而丰润，在凉爽的秋风里，扭动
着腰肢。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小
野花，开着白的或黄的花儿，静
静地享受秋天的净爽。我独自
一人沐浴着凉爽的秋风，感受着
秋天的色彩斑斓，整个人都变得
温润生动起来。

走进原野的深处，整个秋天
都热闹起来，秋虫是这个季节的
孩子，顽皮的叫声藏在玉米地
里，藏在菜园子里，也藏在农家
院里和你捉着迷藏。蛐蛐儿、蝈
蝈儿、蚂蚱还有一些不知名的秋
虫争先恐后的在青纱帐里，在草
丛里蹦蹦跳跳。它们躲在玉米
叶底下或者趴在白菜帮子上，弹
奏着各自的乐器，与空中飞过的

鸟儿此起彼伏的鸣叫着、唱和
着，把秋天的诗意推向高潮。

远处的群山也慢慢变得色
彩斑斓起来，那些山上的树木都
开始穿上了彩色的外衣，绯红
的、金黄的、浅绿的、墨绿的……
远远望去如烟似雾，一树一树的
火红、墨绿、金黄、淡墨映衬着高
远的蓝天白云，像一幅美丽的水
墨画，也像一首生动的山水诗。

篱笆院的菜园子里，色彩依
旧五彩缤纷，走进去看到的是一
派生机盎然的景象:红的辣椒、
绿的黄瓜、紫的茄子、黄的南瓜
……它们吊在高低错落的豆棚
瓜架上，沐浴着秋日的阳光，恬
淡而惬意。此刻，有偷食的麻雀
儿落在瓜架上，一会儿啄一口藏
在菜叶间的小虫子，一会儿又飞到
半空中呼朋引伴，叽叽喳喳的叫声
给整个菜园平添了一份生趣。

慢慢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呼
吸着清新的空气，浅淡的阳光洒
在身上，暖暖的，头顶是湛蓝的
天空和洁白的云朵，偶尔有一两
声的鸡鸣狗吠唤醒平凡的人间
烟火。远离了城市的繁华和忙
碌，沉醉在这乡间秋色里，整个
人都轻松下来，心灵也在这秋高
气爽的节气里变得平和而从容。

杨丽丽／文

一晚的蒙蒙细雨，让水乡乌
镇显得愈加静谧清爽、婉约恬
适。漫步在乌镇的石板铺地、店
铺林立老街小巷，顿感置身在原
汁原味的江南水乡之中。

乌镇形成于晚清到民国时
期，因水成市，傍河成埠，商贾云
集，商业与历史文化兼容并蓄。
东西贯通的河上，乌篷船时而顺
流而下、时而逆水上行。造型各
异的石桥牵挽着河两边的古街，
古色古香的木屋、楼阁拥抱着古
街小巷。经营风味小吃、特色产
品的商家店铺、手工作坊，让这
座古镇尽显旧时的街市风情。

乌镇的河流与京杭大运河
相连，经年不断的雨润水育，将
这座“小桥流水人家”古镇，描绘
成一幅水墨丹青画卷。一幢幢

木屋、楼阁傍河而建，枕水而
居。虽然这些木屋、楼阁已历经
百年风雨洗礼，但整体建筑风姿
依旧，梁柱、门窗、门墩上的人物
花草砖雕、石雕、木雕精美清
晰。屋顶上左右对称的观音口
袋、马头壁，雄峻奇美，一展江南
水乡独特的建筑风采。涟漪的河
水倒映着屋宇、石桥、小船身影。

乌镇的历史文化，就像河上
的石桥、街市上的石板，厚重坚
实，古朴苍郁。古镇主街有个著
名的昭明书院，书院入口处矗立
着一座门楼式花岗岩石坊，上书

“六朝遗胜”。石坊已风化残缺，
但门头上刻写的“梁昭明太子同
沈尚书读书处”依然清晰。史料
记载，昭明书院得名于昭明太子
萧统。如今的昭明书院里，有图

书馆、阅览室、讲堂、书画室等，
游人可在里面读书听琴。手捧一
书一茗在书院小憩片刻，会感受
到久违的清雅宁静、琴韵书香。

咸宁桥北侧，是门庭深扩、
灰砖青瓦的乌镇书场、国乐剧
院、露天电影场，几个文化院馆
左右相伴，前后相依。书场内斑
驳的桌椅，剧院里金碧辉煌的屋
顶藻井、古戏台，让人感受着这
座古镇曾经的笙箫鼓乐、雀跃欢
呼。还有光绪年间老邮局的牌
匾、邮筒，民国时代特色餐厅的
室内外装饰和牌匾、洋车，无处
不凸显百年古镇城府的辉煌景
象。

乌镇有座修真观，历史记载
为北宋成平元年（公元998年）
所建。修真观对面是个古戏台，

古戏台则为乾隆十四年（公元
1749年）建造，飞檐翘角，秀逸
庄重。精致的木雕梁柱，上刷金
粉。戏台两边悬挂着一幅楹联，
上书“锣鼓一场，唤醒人间春梦；
宫商两音，传来天上神仙。”戏台
正上方的横匾上，书写着“以古
为鉴”四个大字。酸甜苦辣、雨
雪风霜交织在一起，令人品味。

乌镇紧邻京杭大运河，便利
的陆路水路交通环境，不能不说
是早年商贾云集的主要原因。
旧时的各种商家铺号，在古镇街
巷中随处可见。肇庆堂银楼、宏
源泰染坊、益大丝号作坊、雅龄
轩照相馆、张恒泰剃头店、张兴
泰灯笼店、恒益药号、余榴梁钱
币馆、汇源当铺，以及亦昌冶坊
的“亦昌号天下第一锅”、老街坊

糕点、叙昌酱园，等等。好似今
天的王府井、前门大栅栏，聚百家
商号于古镇，集万种商品于街市。
品不完的风味，赏不尽的街景。

雨后的古镇，远山云雾缭
绕，垂柳、翠竹、藤蔓挽着轻盈的
河水。走上洁净的石桥，又是另
一番情趣。乌镇石桥就是一个

“石桥博物馆”，或拱或平，或单
孔或多孔。站在哪座桥上,都可
以看到不远处的另外石桥。有
水，桥才灵秀；有桥，水更柔美。
如果说乌镇的水流是丽人的纤
柔手指，河上的石桥就是一枚枚
光灿灿的戒指。水让桥灵秀峻
峭，桥让水柔情潋滟。

乌镇石桥，多寓意福顺安
康、和合祥瑞。如通安桥、通顺
桥、平安桥、永安桥、敬安桥、万

兴桥、福禄桥、咸宁桥、永善桥，
仁济桥、盛庭桥、延嗣桥、雨读
桥、归思桥……每座桥都刻满岁
月年轮，都在讲述古镇的故事。
有道是：烟雨古镇水生烟，卧水
波光多情桥。

灰瓦青砖木屋、楼阁，石板
铺砌的街市小巷，重脊高檐悬挂
着的红灯，枕河而卧的石桥，咿
呀前行的乌篷船，可口的咸肉咸
鱼，素雅的蓝印花布，浓香的酱
菜酱油……古镇的韵味，水乡的
幽静，怎不让人流连忘返。

乌镇，水是柔媚的，桥是俊
毅的，巷是幽静的。乌镇,是一
幅水墨画，是一首散文诗，是一
曲江南小调。雨后乌镇，俨然梦
里水乡。

张栓柱／文

梦里水乡是乌镇梦里水乡是乌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