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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情事□黄小意

【都市随笔】

朋友小艾说，城里只有情感交
替，没有季节变幻。话说，她是N次失
恋，所以得出这样结论。谁说城里没
有季节变幻？那是你没有出来走走
嘛。

千佛山上黄栌的叶子红了，黄河
北岸那一片银杏林黄了，泉城公园的
玉兰从现在就开始长毛茸茸的花苞
了，小区院子的南天竹果实越来越红
了……马鞍山附近的人行道上，银
杏、法桐的叶子铺了一地，绝美。刚飘
下的叶子还有生命力啊，以各种不同
的姿势躺在地上，不忍踩到它们。每
天走路上班，我都要拾好几片，回来
放在不同的书和笔记本里。想起小时
候，每年这个季节，女同学的书本里
都会有各种叶子，跟宝贝似的，课间
拿出来“选美”。

汪曾祺说，“对于这样毫不值钱
的东西的珍视，是可以不当一回事的
吗？不啊！这里凝聚着我们对于时序
的感情。”是啊，我们对于时序的感
情，对季节变幻的敏感都在这一枝一

叶中了。
有一年，我受作家苇岸的影响，

对花花草草，天空大地，日月星辰产
生了无比的兴趣。苇岸的二十四节气
系列写得极好，可惜没有写完就去世
了。看完他的《大地上的事情》后，我
决定用一年的时间观察济南的二十
四节气，说干就干，选取的观察地点
在泉城公园和东部郊区。这样也就有
很好的借口去东部郊游了。为此，开
始写自然笔记，开始了寻花问柳在城
里四处游走的8小时之外。

“惊蛰这天，西洋接骨木树下的地
上，出现了许多新鲜的土坨，一堆一
堆，分散各处，你没有见到蚯蚓的身
影，它却已开始劳作了。打树林中走
过，略站一会儿，至少能听到五六种声
音，喜鹊、乌鸫、黄鹂、蜡嘴、柳莺、黄腹
山雀……好像有一个神秘的声音传
来：客官，快快起床！于是它们一同醒
来、上路。我还穿着冬天的大衣呢，它
们从哪里得知春回大地的消息？这神
秘的声音来自哪里？”

“芍药开了，蔷薇正盛，绣球花一
团一团的，努力把花朵开到最大。立
夏清晨下了一点小雨，流苏树下铺满
了白花瓣，远看真真一片香雪海。山
大老校区有好多流苏，高大的树下，
常有谈恋爱的男生女生。虽然春天的
一切都好像没有变，但毕竟不同了，
连流苏花都惆怅地落下来，春天是要
过去了”……

这些笔记中还配着我歪七扭八
的插图。现在翻看起来竟觉得十分有
趣，似乎都要忘记自己还有过那么一
个以节气划分的年份。城里只有情感
更替，没有季节变幻，这真是错了。二
十四节气将一年划分为24等份，每隔
15天，自然界就会发生微妙的变化。
若细心观察，即使在城里也能看到季
节变化更替的隐秘路径。街道路边、
小区单位院落，触手可及的草木，每
一个季节都有自己的精彩，就连那些
藏在红花绿叶后的果实也有不同凡
响的人生。

我还在各处游走中，不断收集各种

各样的种子，一个秋冬下来，像只大老
鼠一样储存了大半箱子。每次和朋友喝
茶，我总会挑一两样带去，成为茶席的
惊喜。这些惊喜不是一枝雪天里红艳艳
的玉兰果实，就是一枚松塔，或是一颗
硕大的被我摸索得发亮的皂荚，结实的
无患子，灯笼似的楝树籽……许多人好
奇地问是在哪里买的，竟是这样好看。
啊，这些东西都是大自然恩赐于我们的
美，哪里就买得到呢?

庄子在《知北游》里说，“天地有大
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仪，万物有
成理而不说。”季节变幻，是时间的节
奏，该来的时候就来了，只是城里的我
们，有一颗迟钝了的心。而我那年的观
察也只保持了几个月的热度，最后无
疾而终。躺在地上艳黄的落叶直直对
着我，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像是指责
我的始乱终弃，又像是和我一样怀恋
过去。小艾说，如若要谈一场恋爱，我
倒是更愿意和这城里的花草树木、晨
风与晚霞谈一谈呢。这样的城中情事，
多么磊落。

人生“藏”态
□韦良秀

【人生悟语】

小时候喜欢捉迷藏，长大
了，发现人的一生，其实都是
在“藏”。小时候藏作业、藏零
食，步入社会之后，开始与人
交往，又会藏缺点、藏不足。很
多时候，藏的不是东西，更多
的是一个不想让别人知道的
自己。

那天，同事小邓找到我，
问周末能不能开车带他去乡
下老家看看。小邓孤身一人来
到这座城市打拼，每个月省吃
俭用，省下大半的工资寄给老
家的父母。见到双亲，小邓活
脱脱像换了一个人，说现在的
单位待遇有多好，每月寄回来
的钱都是自己花不完的。

听完小邓的描述，两位老
人将目光移向我，我赶紧点点
头，帮他圆场。回来的路上，他
向我解释，当着父母的面说那
些话并非虚荣，而是想把自己
在外边的不容易藏起来，以免
二老跟着担心。

小邓的诉说，令我一阵感
动。忽然，我也想到了自己的母
亲。

那天，我无意间发现一张
压在母亲被子下面的就诊卡，
心中顿时一惊。我拿着那张卡
片来到医院，从自助查询机上
发现，母亲在一周前曾做过一
次检查。回来后我直言相问，身
体有何不适。母亲一脸的满不
在乎：“喉咙那里有个疙瘩，最
近几年越长越大，我去看了看，
没事儿，脂肪而已！”我顿时放
下心来，但立刻又感到不是滋
味。我忍不住想，我的母亲，一
个大字不识的老人，在熙熙攘
攘的人群里排队、挂号、检查，
然后再找医生咨询，是怎样的
无助、茫然甚至焦灼。她为什么
不叫上我？无非就是不想耽误
我的工作，不想让我担心。她把
自己的不适藏起来，默默承受，
给我腾出一片轻松且无忧的空
间。

步入而立之年，真的好久
没藏过东西了，也真的该学着
藏起一些东西了，比如烦忧，比
如暴躁，比如身心俱疲的状态，
把它们都藏起来，最好藏到一
个连自己也找不到的地方。那
样，周围的人一定会感受到更
多的欢愉和明亮。

双十一过后，这两天家里门铃从
早到晚地响，街上、院里、楼道中，随时
随处都有制服快递哥来去匆匆。晚上
九时许，门铃第N次响起，门前一辆大
推 车 ，底 座 大 纸 箱 货 品 垒 至 齐 人
高——— 宝爹网购的冲茶用水、牛奶饮
料一俱到货，黄背心货郎一箱箱地往
屋里搬，见他面容倦怠，顺口就问：“这
两天忙坏了吧！”

“可不是嘛……今天送了一百多
单，到现在还没完！”一句话揭开话匣
子。

“够您受的啊！这阵子都这样吧！”
“嗨！还得有几天。”
“忙有忙的好，这月奖金该飙升

喽！”
“没那事！该咋样还咋样……”
在收送货时跟快递小哥聊出人情

世故，还有“双十一”当晚的一桩事。说
起来双十一对我这位“不购物非主
妇”，更像一场锣鼓喧天的人间戏：买
卖纷纭，从衣食住行到家装大件，精明
的欢喜的，会算账的不会算账的，个个
戏份饱满，情真意切。爹娘四十多年前
生我时，就算递上天文望远镜，也不能
看到若干年后因缘际会推演出“购物
全民渴望花钱众生欢喜”这一出，真是
商业无敌！

幸有妹子南飞雁般返回，约我吃
顿宁静安详重叙离情的生日饭，姐妹

见面，执手甚欢。归家时近十一点，手
上是妹子置办的我拎返与娃分享的大
蛋糕。

待进楼里，见一青年男子拉手推
车正在对讲机前唤门。手推车上齐腰
高的纸货箱上写着某某牌纸巾；送货
人属身板超结实类蓝领，且身手矫健
明显源于日常作息，非为跑马或户外
人士们苦心锻炼而出的意气风发质
地。

既已夜深，电梯乘客唯二，按了同
层数字，我脑中“咯登”一下，跳出好些
子夜悬案，心头微紧，下意识往电梯门
一步，这时一个温柔体贴的男中音响

起：“这么晚了，还在送蛋糕啊！”星夜
兼程送货人已视我为同仁。

心头微暖，一句打油诗涌现：“同
是天涯快递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因
不具陌生人间言辞幽默秉性能力，好
句咽下，实诚作答：蛋糕是自己吃的云
云……货郎表情致歉时电梯门开，我
自归家他送货，相安无事。

却说今年暑期欧洲游，衣食住行
大半个月后感慨最深的，就是网购在
祖国的蓬勃兴旺、无往而不利；待此番
深夜屡聊快递小哥，便越发体会这趟
举国人民搭乘的“网购快车”，比起“东
方快车”实在要接地气、温馨得多。

□深商

【心弦一动】

以邻为友□魏震

【生活方式】

美国人的抱团式养老和德国人
的同居式养老，引起朋友圈里的热
议。很多中国老人固守老房子，原因
之一就是新小区里没有老朋友可以
来往走动。

人到了晚年，有了大把的时间，还
得有人说话，有人倾听，得说得开心，
听得会心。约一帮老友买地建房，住在
自家隔壁，当然可以解除老人们的这
一顾虑。只是，对时下普通中国人来
说，还是不怎么现实。

我倒有一个主意——— 把你的邻居
变成朋友，然后“老”在一起。

互联网时代，虽然让人搞不清网
络那头是人是狗，可是也能让你在房
子还没出地面时，就知道谁将住在你
家对门。

所以，买房第一周，我就上网入
了业主群。人一上百，五颜六色。业
主群就是社会百态在虚拟世界的投
射，形色自不必说。但群中言来话往

也是一块试金石，时间长了，自然能
帮助我们找到投脾气、对路子甚至开
眼界、提境界的友邻、高邻。更何况
还有装修期间的各种团购甚至针对
开发商的维权呢，总有机会认出同路
的人。

新小区地处远郊，集合了一群憧
憬田园生活的人。邻居里，无高官，少
富商，多的是渴望逃离城市的中年中
产。就像门当户对的婚姻一样，朋友间
的交往也宜建立在相似的背景下，彼
此的沟通点到即止，心领神会。

所幸的是，我就遇到了这样一群
邻居。

王哥是位旅行爱好者，越野车里
总是放着一台投影仪，在旷野的星空
下，在宿营的帐篷边，架起幕布，回味
白天路过的精彩。也是在这台投影仪
的投射下，夏夜，我们聚在王哥的院
子里，吃着大家带来的瓜果，看一场
露天电影。

邻居雷哥、张姐夫妇是对典型的
理工男女的组合，是装修阶段邻居们
的技术顾问。小区水压不足一直困扰
着业主，雷哥居然跑到水管总表处联
网安装了一个摄像头，随时随地监控
水压变化，以此督促物业公司解决问
题。

张姐前些年曾罹患早期癌症，经
过治疗恢复了健康。这段经历，引发了
她对健康以及安全饮食的高度关注。
在张姐的倡议下，几家志同道合的邻
居，周末踏遍了周围的荒山野坡，打算
承包一块林地，土法种养，自食其力。

还有善良宽厚的QQ群主老牛、
虽年轻却大气的微信群主云轩……
我们在一起散步、烧烤、赏月、喝下
午茶，还相约去看南山红叶，观黄河
入海。

开发商卖房子时吆喝说是“人生
的第一套”，可我是当最后一套买。我
要终老于此，与这帮友邻。

深夜送货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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