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7年，刚满18岁的我，独自一
人踏上去A国求学之旅。

刚到A国第九天，就收到父母的
东西。那时国内刚改革开放不久，到
A国考察的人络绎不绝，父母的东西
大多是托他们带来的。那天晚自习
回到宿舍，舍友告知一个家乡负责外
贸的叔叔放下东西便走了，在初到异
国他乡的夜晚，看着父母精心为我打
包的急需用品追身而来，我仿佛见到
久别之亲人，顿时泪奔。

父母捎东西，是担心我不舍得花
钱，想让他们宝贝女儿的求学生活尽
量过得舒心一点。小东西可以托人
捎，但体积大或沉的东西，特别是一
些大部头的书，还是要邮寄的。走空运虽便捷，但价格贵，因此
父母大多是通过海上托运的。二十世纪末，中国的快递业尚处
在襁褓之中，邮局亦不具有发运海运零单的功能，海运小零单只
能靠拼箱，即由一些小零单拼湊成一个集装箱，运洋货轮方可托
运。我们居住的城市虽然号称港城，但因城市业务量小，开通零
单业务意义不大，因此，零单小件只能到离我们三百多里的另外
一个港口城市拼箱，从国内发单到寄达A国，大概要二个月左
右。到达A国海关后，海关箱箱必查，东西会翻得一塌糊涂，这
一点，一直令国内留学生头痛不己。

节假日，父母通常给我寄一些他们亲手做的食品，为了怕食
物变质，这时往往会走空运，而这是论斤收费的。有一次我胃不
好，他们知道后，急三火四去药店买了一大堆中成药，光邮费就
花了三百多，甚至超过了药品本身的价值，现在一想，心头仍如
通电般传来阵阵暖流。

而世纪之交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正处于信件与电话的转
换期，对于工薪阶层来说，有急事才会打价格昂贵的越洋电
话，平时交流仍以信函为主。每一次捎东西，父母都会在包裹
里夹带一封家书，我也是在此时才体会到“家书抵万金”的深
刻念义。

虽然用一个信封，但父母的信总是分开写的，而且强调的重
点可以说是大相径庭。母亲的信，体现出母性的特质，以说不尽
的叮嘱为主，大体是身体健康和安全之类的。自从我留学后，母
亲对A国的消息格外注意，有一次，她注意到报纸上我留学的城
市一些精力过剩的年轻人，经常夜间在大街上飙车，从而给市民
带来极大交通安全隐患，而只要与她的女儿有关的东西，都会在
她这里自然而然地产生联想与放大，她强烈地替我担忧起来，因
为暑假时，我为了省些学费，在一个餐馆刷盘子，工作完基本是
夜间10点以后，而从饭店回到学校要经过好几个街区，为此母
亲和我约法三章，只要回到校园，即刻给家里座机拨电话。因
此，我回到校园，第一件事就在左边那棵榉树上那只硕大的葵花
鹦鹉的注视下，给家里报平安。电话说好是不用接的，如同地下
工作者似的以响铃三次为暗号。A国与中国时差为二三个小
时，彼时国内早己过了午夜，可怜的母亲天天守在电话机旁，直
到听到三声铃毕，才会放心地回到床上入睡。

而放在第二位的，是嘱咐我念书期间不要随便谈男朋友。
她喋喋不休反复强调的是女孩子要洁身自好，自尊自强。这一
点实际是有所指的。高考之后，同学们就要各奔东西了，每个人
心情都很复杂，那天全班聚会，大家喝得都有些高了，也有些动
情，在酒精的作用下，我和一个平日谈得来的男同学，散会后来
到街上，不知怎么就糊里糊涂地拉上了手。也巧，这事被母亲的
一位朋友看见后告诉了母亲，母亲顾及我的面子，没跟父亲讲，
但私下里却对我严加拷问，我的一句“也没干什么，不就是拉拉
手吗？”彻底激怒了母亲，而在她如雌狮般咆哮的眼睛里，我看到
的是分明满满的母爱与近乎央求的眼神，我的自尊与倔犟，在那
一瞬间即刻变得不堪一击。

而父亲的信则与母亲完全相反，排在第一的永远是学习，而
且是被父亲提升到国家和民族层面上来看的。我还清楚的记
得，在我去国外读书及拮据的家庭经济之间，头发花白的父亲所
做出的艰难抉择。在他所有的信中，无论谈论什么事，最后总会
逻辑清晰地落到学好知识报效国家这一点上。在此期间，我敬
爱的奶奶和姥爷相继离世，我竟然被他们蒙在鼓里，毫不知情，
他们所付出的一切的一切，似乎只为我在南太平洋海风丽日下
以优异成绩结束游学生涯的这一天。

如今二十年过去，人到中年的我已早为人母，父母的家书作
为我的人生礼物，已被我珍藏，而父母的春晖深情则永记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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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是房屋的眼睛，其功用尽在一开一关之间：既可挡
雷雨蔽霜雪，隔绝喧嚣留住安静，又能让光线和空气自由
进出。法国诗人波德莱尔说：“一个从打开的窗户向里看
的人，决不如一个只看关闭的窗户的人看到的更多。人
们在阳光下所看到的东西，永远不如在一块玻璃后面发
生的事情更有趣、更吸引人。”窗是一个隐喻，不同的窗
口会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和气质：有的敞开，坦然；有的紧
闭，缄默；有的垂帘半掩，欲遮还休。它们总会激发人内
心的好奇，让人不由自主地去揣测窗里面的生活。看到
一扇窗，以及窗外的物件，比如窗台上的盆花，玻璃上的
窗花，衣架上的衣物、尿布，你总会不由自主地去联想窗
里面的生活故事。深夜的街头，总有一些窗口透出灯光，
调动你的好奇心，让你忍不住猜想，那是莘莘学子伏案夜
读，还是一对新人西窗剪烛？是满怀憧憬的母亲摇篮边
浅吟轻唱，还是盼归的家人在默默祈祷……灯光或明或
暗，闪映着人间温情，往往也会勾起孤独者心头的渴盼。

窗隔开的是空间，也是时间。现代建筑千篇一律，相
比而言，我更喜欢看有些年头和来历的窗。那往往是有
故事的窗。比如烟台朝阳街、厦门鼓浪屿、上海武康路，
都是百年老街，遗留了很多清末民国时期的建筑，那些错
落有致的洋行、官邸、领馆、教堂、洋房，都有形态各异的
窗。因为经风历雨，窗上的漆大都已经褪色或剥落，嵌在
葛藤遍布的墙上，像幽深的井，通向某个遥远的年月，你
不知道里面究竟沉潜了什么。你会忍不住猜想：窗里面
曾住过什么人？经历过怎样的生活故事？命运给了他怎
样的归宿？时光驹窗电逝，曾经的主人或许早已不在人
世，往昔生活像一条冰凉的蛇悄然滑走，只留下那些空洞
的窗，如蜕下的蛇皮，依然保持着往日的形态。

在那些古代的经典爱情故事里，窗是常见的场景和
道具。相对于门的正统，窗似乎显得有些私密，属于旁门

左道，更适合偷偷摸摸，陈仓暗度。这样的情节新鲜而刺
激，为那些浪漫故事增添了许多神秘感和冒险性。“待月
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一扇半
开的绮窗，成全了元稹与崔莺莺的完美爱情；一扇掩映在
蔷薇花丛中的百叶窗，则成为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通
道；而在司汤达的《红与黑》中，野心勃勃的于连正是通过
德·雷纳尔夫人虚掩的窗，如愿跻身梦寐以求的上流阶层
……窗是这些故事的见证。

每个人的世界里都有一扇窗，连通着另一个世界的
向往：或是朝思暮想的恋人，或是向往的安定生活，或是
精彩的未知世界，抑或是孜孜以求的知识殿堂。即使你
已经志得意满，心里面也会有一扇窗，关着你对未知世界
的好奇和幻想。我读过一篇短篇小说《窗》，作者是澳大
利亚的泰格特。在一个十分窄小的病房里住着两个病
人，一个靠窗，另一个不靠窗。两个病人都不能动，病情
不允许他们做任何消遣的事情，为了打发光阴，只能静静
地躺着说话。每天下午，不靠窗的病人听同伴热情地向
他描述窗外的一切：这里可以俯瞰一座公园，公园里鲜花
盛开，碧波荡漾的湖面上游弋着一群天鹅，孩子们有的在
扔面包喂这些水禽，有的在摆弄舰艇模型，一对对年轻的
情侣手挽着手在树阴下散步，在公园的另一角，正进行着
扣人心弦的球赛……不靠窗的病人津津有味地听着病友
描述公园的景色，慢慢的，羡慕变成了嫉妒，嫉妒衍生出
罪恶——为了占有那扇窗，他见死不救，眼看着病友无助
地死去；而等他来到窗下，却惊异地发现窗外什么也没
有，只是另一堵光秃秃的墙！

一扇虚无的窗，让两个灵魂形成了鲜明对照，一个卑
鄙、丑恶，一个高尚、善良。在心胸狭隘的人心里，有的只
是冷冰冰的墙，而心胸开阔的人，总会在心中为自己打开
一扇通向迷人景色的窗。

作家王月鹏是位善于
思考、而且思考很深的人，
他用很长的时间对烟台的
历史、人文进行了全面的
梳理和思考，又字斟句酌
地把这些思考写下来，于
是就有了这本充满思辨的
《烟台传》，一种与众不同、
又能让人加深对烟台深度
阅读的《烟台传》。

烟台的土地富饶美
丽、历史文明悠久。书写
烟台的文章浩如瀚海，但
这些文章一般是采用叙
述、描写和议论的表达方
式，而《烟台传》的作者采
用了以对烟台的深度思考
为主线，然后以识为经，以
事为纬的表述策略。

这一表述策略贯穿于
全书。作者着眼于海，从
海破题，全书分为《半岛》
《古登州的港与航》《烟台
开埠》《港与城的变迁》等，
写海也必然写到海边的
人。他把揽于心中和进入
眼中的关于烟台的海的事
物和人物进行思与辨，然
后用思想的线为读者导引
出那个多姿多彩的烟台。

譬如，写徐福的文章很多，一般总是要说一个徐福东渡的
完整故事，而《烟台传》的作者是在对徐福这个人做了完
整的了解后，从中理出了思想的线：他认为，徐福有着与
他的方士同行们不同的大构想，他既不满足于作为一个
方士所期待的那种被欣赏被器重，又不畏惧当时最为恶
劣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压迫，他以勇气和智慧去解除自己
的困境，践行自己的抱负，使自己与其它方士区别开来。
这就是作者对徐福的理性认识。他按照自己的认识把一
个与众不同的徐福呈现出来：他是最早探索海洋出路的
人，在大海之上，他趟出了一条路。作者进而说：“前人所
走过的路，直到现在依然需要我们不断地拓展自己的想
像力，才会尽可能地与其吻合。”这样的表述策略，当然比
直白的呈现要深刻而令人深思。这样的表述是贯穿于全
书的。对于《铁头御史》郭宗皋，作者是从对于他的性格
的理性认识开始的：翻阅郭宗皋的经历，他多次被廷杖、
被夺俸，被发配边塞。这个人仕途可谓坎坷，遭受太多的
磨难，都没能改变他的直言，连皇帝最后都觉得这样对待
他有些不公，称他是“铁头御史”。他不畏权贵，敢说真
话，撞了南墙也不回头。他官至高位，算是官场一个异
数。从这个认识出发，写了他的几件事，最后作者还上升
到理性的结论：越是胸有大志的人，他们往往更懂得选择
一个小切口来践行自己的主张，并且对这种主张进行自
觉地校正和补充完善，最终实行在更广泛的范围内的推
广和普及。这是知识分子对待知识的一种可贵心态。

思考是有着极大的自由度的，不受时间、空间的影
响。正如，刘勰所云：“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可以神游万
仞，精骛八极，以思辨为写作的基础，就让想像力有了更
为广阔的空间，使文章有了更加开阔的视野和深度。《南
陈北崔》是一篇典型的文章，他本来是要写莱阳高士、画
家崔子忠的，为了更好地突显崔子忠的高士风格，他把同
一时期的南方画家陈洪绶作为比照，开篇的时候更是从
《高士传》里的几个人物写起，这让文章更有了广度和深
度，也更具有了可读性。在清末之时，用头发织网，出口
国外，是作者在搜集材料中无意发现的边角料。但是经
过作者的联想和思考，把历史、现状、人、物同纳于一篇文
章之中，竟成了一篇有历史有文化的好读的文章。

吸引我的还在于全书选材的精当。上下数千年，纵
横近千里，烟台要写的东西实在太多。作者以宽广的胸
怀，大处着眼，又能慧眼识珠，细部落笔，他抓住烟台那些
美丽的传说、那些不同凡响的地方，那些非同一般的人
物，那些独有的风物，那些带着海腥味的节日和习俗，那
些开风气之先的创造，从点滴殊异的事物中呈现了做为
丝路之城的烟台与其它城市的相同与不同，平凡与不凡。

作家以文人之情、曼妙之笔，和他惯常的擅长的哲思
之语，思与辨的表达策略，为我们书写了烟台这座城市的
厚重的历史，城市的风光名胜，城市的风物与人文，城市
的魅力和辉煌。读了这本书，即使是长期生活在烟台的
人也会对这里产生全新的认识，增加对这座城市的自豪
和热爱。

我自小是个居家孩子，不爱运动，足不出户读书，对
上课外班乐此不疲。

那时的活动范围很有限，家里、学校、书店、图书馆,
不过，涉猎的世界却很大，因为书里什么都有，可谓其乐
无穷。因此，眼睛近视得很快，度数不断见长，但却有丰
富的知识，被人们戏称为“小博士”。

我在中国人民大学附中读完初中和高中，然后考入
美国康奈尔大学读书。此时，天地为之一变，变化之大令
我自己都感到惊诧。我的世界一下子被打开，除了继续
读书，还爱上了旅行，特别是一人背上行囊在节假日周游
世界。至今，我大学毕业已四个年头，从上大学至今已走
过60多个国家与地区，成为名符其实的“行者”。

在人迹罕至的地方，我常是一个人，并且尽量行走。
我愿意听到自己的脚步声，听脚与大地接触的声音，这些
与自己的心跳一起成为一支协奏曲。每当此时，我力量
倍增，仿佛从大地上生长出来，大地是我的生命之根，大
地胸膛中也不时发出鼓乐般的声音。

有时，我爱边走边抬头看天，看那些飘动着的浮云，
还有高处湛蓝湛蓝的清明；也有时，我在溪边或湖泊旁停
下脚步，掬一尘不染的水洗去疲惫，对着一平如镜的水面
浮想联翩；还有时，我被各种各样的花树留住脚步，误了
行期，真想在此搭起草屋闲居。在天高地迥和风清气朗
时，自己一人站在天地间，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渺小感，
于是知道自己与那些爬行小生灵并无太大区别。

最让我执着的，是早起看日出。不论是在泰山，还是
缅甸妙乌，我都被一种神圣感震撼。近处的事物还是暗
调，它们好像还没从梦中醒来；渐远的地方有灌木，它们
似乎一直在生长；远处是云气弥漫，仿佛被施了魔法，令
人神往；再远处是层次分明的红色，如阳如血；天边则是
旭日东升和光芒万丈，将整个世界都照亮了，也照亮我的
内心。此刻，我飘然了，一下子变得身心俱轻。

我到中亚，被那里的风俗文化深深吸引。特别是乌兹
别克斯坦的建筑让我大开眼界，因为其构图、色彩都别具

风采，像编织着一个个美梦，建起一个个天堂。站在一个
高塔前，它仿佛不是用砖瓦石块建成，而是用黄色饼干精
心拼接出来的。

我也会遇到狂风暴雨和电闪雷鸣，那往往是最无助
的。不过，看着天地间饱受摧残的小树和逃窜的小动物，
我又有了与天地自然抗争的勇气信心。因为再怎么说，我
比那些大自然的柔弱者要强大得多，哪怕是周身洗透、饥
寒交迫、无处躲避，也是如此。在风声雨声雷声以及各种
怪声中，我仿佛成为了一棵树、一件乐器、一个器皿，充分
体会天地自然的尽情演奏，于是我从自己身心中听到了天
地之声。

我曾走入一个陌生人家。令人欣慰的是，这家人并
不拒绝，还主动赠送食物饮料，并热情留我住宿。当听到
我是中国人，主人惊叹不已，他们像发现新大陆似的问个
不停。那晚，我与主人一家聚餐，充分享受红酒的魅力，
那确是令人陶醉的深红色。在一问一答中，我感受到他
们对中国人的友善与称许。

少时读《史记·太史公自序》，曾被司马迁的话吸引：
“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
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
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当自己一人周游世界，
它成为永不止歇的内动力。我仿佛看到在我前面，司马
迁一直在走着走着……

行走是从双足开始的，但最重要的是要听从内心
的召唤，还有一种执着的信念。事实上，“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是我人生的一个坐标，它让我在行走天下
时，有一种让我实践以前阅读的书卷的感觉。更多时
候，我是将天地当成一本大书阅读，从中好好体会天
地、社会和人生。

每次出行，我都感到非常新鲜，眼前像扇面般打开；
每次回家，我又感到收获满满，仿佛带回了整个山河。当
然了，每次出行，我都会带上几本最喜欢的书，以供打发
闲暇的时日。

秋天越来越浓的时候，桂花就开了。在瑟瑟的秋风
中，在你快要忘记花儿朵儿的时候，桂花便用铺天盖地的
香气，和你撞了个满怀。

它们密密匝匝聚在一起，彼此谦让彼此包容，不清高，不
偏执，把自己放进尘埃中，低低地藏起了心事。它们把自己
开得小小的，小到想隐去自己的形状和身影，可是醇厚的芳
香却容不得它隐退——那真是沁人心脾的香啊。它会一点
一点，慢慢地，渗到骨子里，沁入你的心肝脾肺。你吸进去的
是香，呼出来的还是香。你的肩膀上，你的衣襟上，你的手指
尖，不可逃避地全都沾染了桂花香。香覆盖了尘世之内的事
物，也覆盖了尘世之外的事物。几十里几百里都在香，几千
里几万里都在香，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都在香。

香儿姐的桂花也开了。她一点一点收集桂花，晾干，

用糖蜜浸渍，筛出细细的糯米粉，和桂花蜜一起慢慢地
蒸。香儿姐的桂花糕晶莹剔透，仿佛把月光揉了进去。桂
花糕上散落着星星点点金黄的桂花，夹杂着缕缕香甜，既
温暖又清凉。香儿姐说，她会做关于桂花的一切吃食：桂
花糕、桂花酿、桂花蜜、桂花茶、桂花饼……小时候看着妈
妈做，长大了妈妈开始教她做。

“因为我爸爸喜欢吃。爸爸是南方人，喜欢种桂花，喜
欢喝桂花茶，吃桂花糕。对越自卫反击战时，爸爸跟随部
队去了越南。爸爸走后我才出生，我没见过爸爸，他牺牲
了。但是，妈妈每年依然做桂花糕、桂花茶，酿桂花蜜、桂
花酒，种下一株又一株桂花。现在，我也做，做桂花糕、桂
花酿、桂花蜜、桂花茶，也种桂花。”

香儿姐平静地说着，像在讲述一个古老的故事。她的
眼神明亮、温柔，如同一泓清澈的山泉。诺大的院子，全都
是高高低低的桂花，开得浩浩汤汤，香得荡气回肠。每一
朵花儿都眨着明亮的眼睛，闪着细碎的光芒。

那些桂花那些桂花，，已经长成一棵棵健硕的桂花树已经长成一棵棵健硕的桂花树。。
它记住了穿布衣挎竹篮的女子做桂花酿的模样它记住了穿布衣挎竹篮的女子做桂花酿的模样，，并刻并刻

进了深深的年轮里进了深深的年轮里。。
它们默默伫立在时间的长河里它们默默伫立在时间的长河里，，用持久的耐心和饱满用持久的耐心和饱满

的情感，等待每一天的到来和过去，等待每一个秋天，然后
不遗余力地开满一树一树的芬芳。

岁月允许桂花一次次地开，一次次地落，年复一年，生
生不息。

允许草木抵挡过冬日里风雪的侵袭，等来雨水的润
泽，慢慢苏醒。

允许此刻，让沁人心脾的花香，冲散了往日贫寒日子笼
罩的雾霾。可以让我们在桂花树下，从容地拈起桂花糕，彻
一壶浓香扑鼻的桂花茶，看桂花安安静静不言不语地开。

允许我们覆盖在旷世的香中，把身心一点一点安置妥贴。
那些小小的花儿，那么小，那么小，仿佛一个错眼她就

要全然消失。可是它们依然那么微妙与精致，它们的笑是
轻浅的，温静的，拥有世间所有的美好。

香儿姐问我：“你喜欢桂花吗？我出生在秋天，桂花盛
开的时候。妈妈给我取名叫香儿。”

“喜欢啊！我也出生在秋天啊，也是桂花盛开的时候
啊！”我看着香儿姐，桂花的灿烂落到了她的脸颊，落进了
她的眼眸，她的四季。风一阵一阵吹，每一阵风里都裹着
桂花香，涌动着生命力的原始、澎湃和不朽。

一束阳光照进来，金灿灿的，忽地一
下，把所有的日子拽进明亮之中。

关于窗的联想关于窗的联想
□张龙昕坐看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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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罕坐看云起

风动桂花香风动桂花香

□辛艳丽心香一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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