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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百味

夜读偶拾

城里的月光

爱，不曾简单
■ 高明昌

我一直这样想，我在城里看到
的 月 亮 ，肯 定 不 是 老 家 看 到 的 月
亮。老家的月亮，最亮的时候就是
一个圆盘，
比向日葵还要圆几分；
月
亮的颜色是柔和的，
也是温顺的，
更
是清晰的，看上去暖洋洋的。到了
城里，
看月亮，
看到的是远远天空上
一块灰白的光圈，
灰白、散在、凌乱、
模糊。其实，
这是怨不得月亮的，
因
为你自己去了城里，
城里的家，
前后
左右都有路灯高照，
路灯无数，
光影
也就无数；
无处不在的噪音，
让你耳
朵根也无法安静，
尾气的腥味，
像是
咸鱼的酸臭，从地上飘拂到空中。
这样的地方，
这样的时间，
有个月亮
的光影，已是人间幸事，月亮啊，一
直想光照人间；
月亮啊，
一直是心地
善良。
我不敢对月亮提要求的。平常
日子，我们用的是公历，是太阳之
历，家人之间做什事情，问什么日
子，翻看的是黄历，盯牢的是钟表，
不会命令自己看了今晚的月亮再安
排日子的；
而我的母亲则不是，
母亲
也现代，
电视机、煤气灶、微波炉、手
机都齐全，但过日子用的依旧是阴
历，
月亮之历，
是冬月初一腊月十五
之类的记时方法。每一个晚上，当
夜幕降临，
四周寂然之时，
这月光依
旧是母亲生活的重要一部分。母亲
一个人，总要走走路，总要抬抬眼，
望一眼老天，
看一眼月亮，
看好后再
看青苗上浮动的月光，河滩头跳跃
的月光，
树丛间飘摇的月光。月光，
在母亲眼里是年月、节气、阴晴的预
报，
也是母亲播种、收获需要严格遵
守的时辰。

田园一角

钱洪庭

■

我成了城里人，我也成了没有
月光的人。城里的人本领通天，没
有多少日子，我们就把黑暗变成了
光明，把夜晚变成了白天。这是好
事，
我每一次回到小区，
总会感慨生
活的奇妙与精巧，小区的夜晚是时
间的夜晚，不是天气的夜晚。如黑
的夜空，
也能够看一眼树是一眼树，
看一眼草是一眼草，绝不发生把草
看成树，把树看成草的事情。而且
任何时间段的晚归，
人可以不绊倒，
可以不走错家门，可以不担心毛贼
的侵扰与逃逸，即使在楼底下掏一
把开门的钥匙，
也不会拿错钥匙，
而
且能清楚地看见锁孔的位置，塞钥
匙开门毫厘不差。这是谁的能耐，
想来想去，照亮钥匙和锁孔的绝不
是城里那个糊涂的月亮。
我们享受着灯光给与的所有好
处，但又觉得被灯光照到天亮的夜
晚不是一个真正的夜晚，不是心里
的夜晚。所以人进了家门就开灯，
睡觉就要关灯，
关灯还要拉上窗帘，
窗帘要厚厚的，要不让丝毫的灯光
进来。大家知道这灯光不如月光，
月光有十五月亮十六圆的日子，有
照到东再照到西的移动时候，有被
乌云遮住的时辰，更有太阳出来自
己西去的自觉，可灯光不是。灯光
一亮就要亮到早上，一亮就是这个
亮法，这个亮度，没有强弱的变化，
没有位置的变化，
没有颜色的变化，
没有时间的变化，落雨落雪都是这
个样子。
真正的月亮一定在乡下，如同
真正的夜晚一定在乡下一样。昨
晚，我又去了老家，回来八点钟，一

脚跨出大门，就像踏进了黑咕隆咚
的地界一样，屋里门外两重天。定
了定神，揉了揉眼，走了几分钟，才
看见了脚下的满地光斑，光斑忽隐
忽现，时圆时扁，聚散相连，那是月
光从树影里斜射下来的光线；再往
前走，也听见了细细窸窸窣窣的声
音，
仔细看，
才发现是几片树叶从树
上跌落了碰着了树丫；
再往前走，
看
见了河，
河面像一只巨大的托盘，
把
一片片月光收拢到了一起，河面波
澜不惊，
一片澄净。我摊出双手，
让
月光停留在我手上，
几秒时间里，
我
就看见手心里每一道静脉里像有月
光在闪耀，
也在慢慢游动。
想起了童年的月光，只要太阳
一落山，只要月亮一出来，庄稼地
里，家里的菜园里，就会有月光普
照。晚上睡觉，
再热的天气，
母亲叮
咛，穿一双袜子，毛巾要拿一条，要
盖住肚皮。月光下的天气，先是凉
再是冷，一如月光颜色的变化。我
那时候就觉得：
童年里的北斗星、牛
郎星织女星就会在这时候出现，银
河系里点点繁星也会在这个时候出
现。宇宙和天体的奥秘，全在儿时
的脑海萦绕，它们想和我探讨月亮
的问题。但是，我每一次睁开眼睛
时，天已鱼肚白了，我忘记了冷暖
与梦想，我只看见了鲜嫩的太阳，
还有伴随着太阳一起送来的田野里
的稻花香味、青草气味。母亲拍着
我的屁股说，快起，快起，还可以看
到露珠。
太阳、露珠都看到了，
月亮却看
不到，
乡下的月亮是野生的，
跑起来
快。

——读《简·爱》有感
■ 艾 院
长篇小说《简·爱》是享誉英国
文坛的“勃朗特三姐妹”中的老大
夏洛蒂·勃朗特的作品。其笔下的
文字，一如英国媒体的评价：在她
那个时代，没有谁能像她那样，用
超凡的力量抓住她的故事所活动
于其中的场景和环境，也没有谁能
像她那样，将如此有感染力的个体
生命描写得这样到位。她的强烈
感情和无所畏惧的性格，她狂野而
温暖的内心，都倾注到了她所创造
的神奇世界。进入这个世界的人，
无一不为她不可抗拒的个性魅力
所折服。
上高三的那一年才读到这部
文学名著，是我的同桌主动推荐给
我的。在紧张的学习之余，有一
天同桌说她看了一本很励志、很
感人的小说，她觉得女主人公的
个性与我颇为相近，建议我也看
看。我一瞧书名，原来是 《简·
爱》，语文课上听老师介绍过。那
时候，作为家庭经济条件不好的
文艺青年，我经常会省下生活费
去学校附近的书店去买盗版的文
学类书籍看，但是还真的没有买
过这本。于是好奇地翻了翻，然
后便再也不想放下，熬了一个通
宵，一鼓作气地看完了厚厚的小
说，荡气回肠地沉浸其中。
《简·爱》 讲的是一个出身微
寒、父母双亡的孤女成长的故
事。小说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叙
述，读起来真实感人。作者并不
特别致力于编织一个复杂曲折的
故事，但作品却凭着它所激起的
对主人公命运的强烈兴趣和关
怀，有力地吸引着读者。
多数的读者都将注意力放在
简和罗切斯特的爱情故事上，而
忽略了她在盖茨黑德府和洛伍德
学校的经历。从成长的层面来
说，童年受舅妈及表姊妹的欺凌
和虐待，使简从小就认清了自己
的处境和社会地位，强化了她独
立、平等和自强的意识。她从小
就明白：只有争取经济上的独
立，才能获得平等的社会地位。
洛伍德的学校教育，使简不但克
服了艰苦恶劣的生存环境，顽强
地活了下来，还学有所成，具备
了谋生的本领，为后来当上家庭
教师奠定了基础。同时，谭波尔
小姐的榜样力量和海伦·彭斯给

予她的鼓励，让简坚定了信念，
思考了许多关于信仰、友谊和爱
等人生大问题。这也为她后来跟
罗切斯特的感情发展脉络埋下了
伏笔。
简自始至终地保持着独立的
人格和自尊，是一个对爱情、生
活、社会以及宗教都积极进取的
女性形象，她并没有因为自己的
地位卑微而放弃对感情平等的追
求。我们来看看那一段经典的爱
情宣言：
你以为我会无足轻重地留在
这里吗？你以为我是一架没有感
情的机器吗？你以为我贫穷、低
微、不美、缈小，我就没有灵
魂，没有心吗？你想错了，我和
你有一样多的灵魂，一样充实的
心。如果上帝赐予我一点美，许
多钱，我就要你难以离开我，就
像我现在难以离开你一样。我现
在不是以社会生活和习俗的准则
和你说话，而是我的心灵同你的
心灵讲话……
在维多利亚时代，这样的爱情
宣言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宣告着女性平等意识的觉醒。爱
情 ，只 是 两 个 灵 魂 之 间 的 平 等 对
话，
与外貌和财富无关。多好！
简·爱的形象之所以这样完美
而迷人，就在于她坚强的性格所呈
现的精神力量——她听从自己内
心的呼唤，独立又智慧，温情又坚
定。她饱经磨难，却并没有被描写
成需要救助的悲情女子；她出身贫
寒，却成长为情感丰富又善良的阳
光女子。
认真算起来，读《简·爱》竟是
二十年前的事情了。我一直在想，
当年的同桌为什么会觉得我和小
说中的主人公颇有些相似呢？大
概就体现在不为命运所迫，不曾放
弃自己的目标和追求吧？
说起简·爱，理性却不失浪漫，
平凡却不失个性，能坚持自己的
所爱，能直面自己的内心，如此
自强自尊的女子便有令人肃然起
敬的魅力吧？我承认，当年的自
己是因为小说的情节而欲罢不
能，一口气读完的。仿佛作者牵
着我们的手，迫使我们沿着她走
过的路，让我们见她之所见，她
片刻也不离开我们，也不允许我们
忘掉她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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