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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长安十二时辰》之杂谈

怀念老屋

朗诵：林士君

文/黄建伟

前言

近两年识得一位年纪攀比我叔伯之辈
的客户，亦是我想要学习的商场前辈。几
月前，两人对酒到深夜，攀谈之内，前辈曾
言，闲暇时他好看历史剧，因为忙于生意，
便多在每日入睡前，设置好视频关机时间，
有时看着累了，便闭眼听音，如此入睡。前
辈言，年少时，爱读书，自负学识甚高，爱研
历史，却偏无命运成大学历者，如今商场辛
苦，还要再做精进，便少了看书的时间，如
此便换成了看历史剧。

少时读史明心志，今朝观史求明智。学
习的路子很多，如今这个时代，看书学习已
然不是唯一之选，但看书一定是条好路，总
比商场尔虞、官场沉浮、讨要生存之路要简
单，生活不一定皆苦难，但生活一定有不易。

幼童时，好看书，阴差阳错却未曾养成
好书的习惯；少年时，唯文史成绩高一筹，
鬼使神差学了理工；大学闲余时，常常想要
多读书，却已然懒散成性。说来，我只是一
个放着最好的路不走，偏偏要在这荆棘横
生之路滚上几滚的“傻人”。好在赤子之心
犹存几分，常怀学习之心，当然亦谈不上是
好学之徒。

听了前辈之言后，常想收录几部剧，也
在闲时看看，诸如《大秦帝国》《康熙王朝》
《雍正王朝》《亮剑》等都是少时学生年代入
迷之作，如今再翻看，却失了趣味，它依旧
很好，只不过好的东西已然存于记忆。

之前好友曾在朋友圈提及了一部剧，
恰巧我又在抖音上刷到了此剧的短视频，
初始以为是历史剧，其实不过借了大唐天
保的小段背景。这些年，观影时常快进，总
感乏味，小时候的那种期盼感全无，尤其是
网剧盛行后，其质感剧情过于敷衍重复。
记得上一次全程无快进的看完一部剧还是
《人民的名义》。

杂谈

《长安十二时辰》，一来画面质感极佳，
二来新老戏骨不少，三来近段时间修养，初
始便看了。

我其实不是一个追星的人，且一直对
追星之人嗤之以鼻。但确实有一批影视歌
之人我偏喜好，喜好他们的作品。佳作多
了，自然便喜欢了，如此简单，不是因为其
人好，也无从了解其人，只因作品好。如此
剧的雷佳音、周一围、韩童生等。

关于信念、选择和坚持。

有些人忠于自己的信念，可以出人头
地，也可以默默无闻；

有些人痴于自己的选择，可以正大光
明，也可以不择手段；

有些人勇于自己的坚持，可以永不言
悔，也可以万劫不复；

信念也许无对错，求的皆是结好果；选
择很重要，对错皆在此；至于坚持，便不谈
了吧。

常听人说此间人少有信仰，所以我用
信念这个词汇，当然同义近义之词很多，理
想、梦想、追求，我就图个自己顺口，称为

“信念”而已。
不得不承认，我就是属于那类缺乏信

念的，《长安十二时辰》里，主角配角演绎的
各色人物，在我看来很鲜明的有都自己的
信念，信念可以是一件事，可以是一个人，
可以是一个地方，或者皆而有之。

因为信念简单，所以选择很简单，哪怕
坚持不退很难，按自己的规矩办事即可；

信念如若不定，选择便举步徘徊，守得
云开见月明者，得庆幸于没有放弃初心。

看此剧的时候，时有回顾出入社会这
些年。

小时候，我们这代人入学不久总会被
问及“长大后，做什么”，我比较可悲，就幻

想做个“游侠”，还羞于言表，现在想来是古
装剧看多了的诟病，也可能不全是。后
来？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尤其是所谓成年
之际的前后，狂妄无知，也不知哪里来的勇
气，总感觉自己将来能有一番成就，即便没
有，即便再苦，总不至于会饿死。所以也就
浪费大好的校园时光。种种说法是不愿意
承认自己笨，不愿意承认少时很长一段时
间没有真正的追求。

初入社会那两年，开始精打细算的日
子里，自认为还算富裕，富裕便快乐，快乐
就过得和学生时代无区别，只想着努力工
作。我做学生时也很努力，只不过没有真
正努力学习而已。后来，不知如何便成了
如此这般；后来，也曾细细想过原因；后来
的后来就是不愿其烦的后来。

我可能心无大志，也可能有自知之明，
这些年常想能做个宰辅军师英雄将军之类
的，便是万幸，实在少了做领头羊的心思。
也不敢堪比有诸葛周瑜关羽赵云此类前
贤，想来做个狗头军师或是矛头小将也是
知足的。那么问题来了，我想做，却常思自
己才疏学浅，且又怀疑是否选择得当。怀
疑自己的时候，便是心情低落不喜，怀疑选
择胜过怀疑自己才能的时候就会内心迷茫
不甘。

剧情里，让我们看到的视角，其人物大
部分都有各自之能，活不过一集的人物，你
能记住，肯定他也有一集的作用。人生境
遇有不同，郁不得志，野心勃勃，甘于平凡，
人生有很多境遇，境遇之不同，结果不同，
境遇有时是命运安排，有时源于初心，源于
选择，源于坚持。

我喜欢此剧，只能借此剧谈谈人生杂
感。羡慕主角，羡慕那些忠于信仰、痴于选
择、勇于坚持者。哪怕配角或是反派，哪怕
是生活里那些信念不佳、选择不对、痴于不
悔者，我也羡慕。三者有其一，生活便不会
死，我很怕自个儿用活着的身体死于生活
的麻木。

后记

我常喜欢提自己是党员，后来阴差阳
错做了一个支部书记。初始源于自豪，觉
得是荣誉大过于责任和义务。后来源于警
戒，我希望别人能给予我批评指正，如此便
知道自己又做错了，用人民的监督，警示自
己，告诫自己。

剧无完美，人无完人，愿得自己觉得好
的好。

无人岛掠影
◆亦金

我们在岛屿之间飞翔

那些璞玉呵

只有神仙之手抚摸过。它们拒绝雕琢

拒绝烟火气，拒绝一切

不敬畏的抚摸

它们宁愿简陋，呆在深海里

与风雨为伴，与鱼虾

为伴。在夜幕中发光发热

让浪花高兴，让夜航的渔船高兴

也为海难的魂灵

开成一朵莲花，为他们超生

出海记

◆谢健健

我们从新码头上船

出东海去捉龙

海面开阔，浪花溅上来

我在黄昏的海风中清洗尘埃

这是大海，王勃惊惧而死的地方

海天一色见白鹭时，想起了他

这是航船，爬到最高处

看见风车，风铃，还有海子

浪花冲击海上的房子

在连绵的摇晃中，我看见了我的前世

海船经过跨海大桥时，那种昏暗

使我想起年轻时挥霍的日子

洞头区东屏小学 曾敬轩

我的妹妹有一张鹅蛋脸，一双乌溜溜
的眼睛，总像探照灯一样，东张西望，一见
好吃的东西，就两眼放金光，厚厚的嘴唇就

“吧嗒吧嗒”直流口水。
妹妹是十足的小吃货。有一次，妈妈

给妹妹买了一包妹妹最爱吃的巧克力，让
她每天只吃一块，吃多了会上火。

第二天，天还没亮的时候，大家还在睡
梦中，妹妹就醒了，把妈妈摇醒了，说：“妈
妈，我梦到巧克力被别人吃了，在梦里哭着
哭着就醒了。我要去看看巧克力还在不
在。”说着，妹妹就跳下床去客厅扒开冰箱
门，确认巧克力还在，就搬了一个小凳子坐
在旁边痴痴地望着冰箱流口水。

妹妹其实很挑食。每次给她一小碗
饭，她只吃了几口，就说：“妈妈，我吃不
饱。”其实是她想说“吃不下”，逗得我们哭

笑不得。
妹妹很臭美。有一次，妹妹偷偷地从

妈妈的化妆盒里拿出珍珠粉，倒到马油瓶
里，搅拌一下，然后一点点抹到身上，抹
得全身都是，像个雪娃娃。她还抠了一
点，要放到嘴里尝一尝，我见了，连忙把
爸爸叫来，爸爸一看，哈哈大笑，笑声把
妈妈也吸引过来，妈妈又好气又好笑，跟
爸爸好不容易才把妹妹身上油腻腻的马油
洗掉。

妈妈说妹妹是个“金脚”。每次，妹妹
走几步，就说：“妈妈抱抱。”有一次，妈妈上
了一天的班，很累，还提着又重又多的东
西，妹妹还要抱抱，于是，妈妈一手抱妹妹，
一手提东西，手上都勒出了一道道红印。
不一会儿，妈妈就汗如雨下，把衣服都打湿
了。妹妹的“金脚”却还是不肯下来走路。

妹妹还是个小懒虫。有一次，妈妈躺
在床上休息，妹妹在旁边跳来跳去。忽然，

两条“青虫”从妹妹鼻孔里“爬”出来。妹妹
就让妈妈给她拿纸巾。妈妈说：“纸巾就在
你旁边的床头柜上，你自己拿吧！”妹妹说：

“不，我就要妈妈拿！”争着，争着，最后妹妹
哭了，妈妈看着一脸无赖的妹妹，无奈地摇
了摇头。

妹妹有时会突然发脾气。生日那天，
我一整天都期待着礼物，可一直等到晚上，
也没有人送我礼物。临睡前，我拿起妹妹
最珍爱的乐高拼图，想悄悄玩一会儿，妹妹
突然冲过来，抓我头发，把我抓哭了。这就
是妹妹送我的特别生日礼物吗？我太伤心
了。

妹妹还是一个爱哭鬼。只要把她惹哭
了，她就会哭很久。有一回，她跟着妈妈去
上班，不知道为什么哭了，哭得很大声，怎
么也哄不好，把妈妈办公室整个楼道的人
都吓了一跳，以为发生了什么事，纷纷跑来
看她。可她，一点也不知道害羞，依然闭着

眼睛哭得一波三折，回肠荡气。
妹妹还当了一回小美女。今年“六一”

儿童节，妹妹参加幼儿园演出。妈妈给妹
妹化了个漂亮的梅花妆，涂了鲜艳的口红，
穿上汉服，真是美极了。妹妹怕口红被吃
掉，一直嘬着小嘴巴，连最爱吃的巧克力也
不敢吃。妹妹的演出终于开始了，优美的
音乐声中，只见妹妹迈着模特步，款款走
来，衣袂飘飘，真像仙女一样，漂亮极了。
表演结束后，每个表演的小朋友都得到了
一个水杯，上面有凯蒂猫的图案，妹妹很喜
欢，每天都带在书包里，时不时拿出来跟人
炫耀一下。突然有一天，水杯神秘失踪，妹
妹哭了好久，连最好吃的东西都没能止住
她的哭声。

这就是我的妹妹六六，2016年 6月初
6，6点出生，出生时体重 6斤 6。都说六六
大顺，我希望妹妹的一生能顺顺利利，开开
心心。

文/韦联成

稀疏的篱墙、鸡舍和草垛，以及屋宇间
弥漫的炊烟。在一片浓密的树木掩映下，
呆立着老屋。老屋很老，房梁上布满苔痕
和蛛网，沉静在过往的岁月里。

老屋不大，原本是由三间农舍合并
而成。打我记事起，老屋就安静地坐在
那里，屋檐下做针线活的奶奶说，老屋
怕是已有一百五十岁了。屋顶的瓦楞上
满是厚积的尘垢，蒙灰的窗纸模糊了无
声的岁月。暗黑色的脊宇间，常有邻家
栗色的猫轻轻跃过黄昏，倏忽于暗淡的
暮色里。

老屋无比寂寞，弥漫着回忆的气味。
许多次，我在它四周徜徉，总会想起年迈的
奶奶，她的多舛的命运，与这沉默无声的老
屋仿佛承载着相同的宿命。几十年来，她
在这里劳作、喘息，抑或哭泣，伴随着寂寞
的时光老去，一辈子也没离开这片生养的
土地。

院墙的角落里，几朵零碎的野花孤零
零地摇曳在风中，没有人来打扰它们的花
期，也不会有人正视它们的存在。它们就
这样蛰伏在时光面前，低垂着卑微的头
颅。岁月在这里停滞不前，仿佛这一切，都
是一种静默的存在。黄昏又垂落在屋檐

上，几只青绿的草虫潜伏在墙角里，弹唱着
幽然的曲调。在窗边，我把一切都看在眼
里，在举目远眺的瞬间，我希望我的目光越
过远山和流云，穿越岁月的尘埃与浩瀚的
星际，沿途拾回过去岁月里身着麻布衣裳
的童年。

乡间如此幽静。巷道上一声声牛哞响

起，晚归的村民赶着牛车，慵懒地往家走
着。我的父亲是个干瘦的人，他正蹲在门
前的草垛旁嚼着煨熟的老玉米棒子。我的
母亲在炉灶边生火做饭，房檐上的炊烟在
落日下闪着银光，柴火的味道在我们四周
漫开，既温馨又温暖，让我禁不住热泪盈
眶。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这座破旧的宅
院里，母亲是永远的主角。而今，屋檐下做
针线的奶奶已经作古，她坐过的石凳孤独
地蹲在那里。许多次，我走近它，都能感受
到奶奶的身影，以及她的体温。母亲也在
迅速老去，她的脸庞有时光雕琢的痕迹。
如今，她鬓发斑白，目光也日渐昏暗，但她
守望儿子的眼神依然不减当年。而在落日
的余晖里，母亲不堪负重的身影时常让我
寝食难安。

又一年的春天，在一阵绵绵的雨中，老
屋的土墙在一天夜里轰然坍塌，整座老屋
倾斜在风雨中。

前些日子，我又回到村子。经过老屋
门前，我看到儿时那扇从未锁过的大门，被
一把锈迹斑斑的铁锁紧紧锁着。自从父母
搬走，这里的一切竟变得如此萧条。门框
和窗户斜靠在一边，被我们触摸光滑的青
砖上，还隐约残留着儿时伙伴们用粉笔写
下的歪歪扭扭的字，门框围栏上一道道长
短不一的身高线，见证过我们的成长。这
一切，竟如此亲近又如此遥远。蒙尘的时
间无所不能，就这样将我们的童年成长印
记悄然覆盖。

冬去春来，如今我已经长大，老屋却在
时光中老去，飘摇在风雨中，像寂寞的嘴
巴，在风里大张着，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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