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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的研发初衷，翱翔于人力所不

及的空域，比如高山密林深处、绝壁无法

攀岩处、甚至急件快递，借用美国人的战

略思维：长臂管辖。俄罗斯国防部长到深

圳，参观无人机公司，好奇地询问：一架无

人机可以装载几枚导弹？一语惊醒梦中

人，在旁的这家私企老板立刻开发无人机

装载导弹的功能。无人机挂弹，这是赋能。

一只大饼，重油重糖后，大饼转型升

级成月饼，相当于嫁入豪门，丫鬟变太太，

乌龟叠背撑阳伞，这也是赋能。

现在赤膊月饼变礼盒月饼，这是第二

次质变。第一次是升华，因为比大饼好

吃，是给人吃的，第二次是异化，是给人看

的，包装越来越华丽，盒子比月饼贵，结果

买椟还珠：月饼扔了，怕糖尿病逆袭；礼盒

留下，换上茶叶送人，结果接力棒者又把

茶叶扔了，以为是梅干菜，留下礼盒做摆

式，包装是赋赘。

我不喜欢礼盒里的月饼，因为不及前

店后厂出炉的月饼新鲜。我喜欢“裸月

饼”，百分之百的纯粹。我喜欢将月饼掰

开，将油浸面皮去掉，单吃内瓤，比如五

仁、比如椒盐，即解馋又减肥。每次去福

州路上海书城，地铁南京东路站出来，沿

山西路拐到福州路，那里有家杏花楼，有

刚出炉的赤膊月饼，皮浸重油，瓤是椰蓉，

软软的，一口几粒齿印，像私家藏书印章，

轻掰还伴有吱吱的音响效果，隐隐然。礼

盒里的月饼，往往干呼呼的，硬且脆，一掰

就裂纹，那样的月饼一年四季都有。

逛南京路必去食品一店，有起酥的苏

式月饼，小白脸裹小鲜肉；有重油重色的

广式月饼，浓妆油彩。还有各式小众的月

饼，垫一页纸，托着吃，这是“裸”月饼。走

在南京路上，边吃边走，又叫“裸奔”月

饼。一只不满5元，倘若裹以重彩礼盒，四

只一盒，起价288元，水落石出的差价，傻子

也看得懂，都是包装盒的价格。礼盒月饼

是送人的，蕴含了“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

重”，性价比中，月饼只有“鹅毛”占比。礼

盒月饼倘若买来自食，这盒月饼就是“傻子

瓜子”升级版：傻子瓜子是老板突兀的自

嘲，以自贬来吸引眼球。傻子月饼则是实

至名归，揽镜自窥，里外都不是正常人。

箬叶裹米是粽子，清香熏米兼塑形，

箬叶是佐料是赋能。礼盒裹月饼，大晴天

裹雨衣，三伏天穿裘皮，豁胖找罪受！

近些年奢靡风泛滥，到处呈现出“凡

尔赛”，喝个下午茶，点心比茶水贵，瓷器

比银子贵。今年的月饼又叠床架屋，一盒

三层，一层一类，以馅分类，还镶嵌拇指粗

细的小瓶朗姆酒，成为奢华注脚：月饼是

沾着朗姆酒的，的确香，冲鼻！显然香精

多。酒液呢，多锁在酒瓶里。打开这款礼

盒装，左右为难，究竟是喝的还是吃的？

参数一多，反而失去目标。上海人搓人：

“笨么来得额笨，耿么来得额耿，问么不肯

问（沪语问与门同音），讲讲侬还要恨”，被

咒的对象到底犯了什么病？要素太多，无

法定位。

疫情后，只能国内游，渐渐发现有一

家更纯粹的住宿式宾馆：亚朵。它追求高

档宾馆的住宿要素，不断去赘肉：去掉游

泳池、去掉健身房、去掉餐厅，独独保留五

星级的住宿诸要素，要吃饭到门外小饭

店，个性更强，品尝当地风味，将旅行成为

真正的市井体验。要健身去闹市隔壁更

专业的健身房，要游泳去体育馆，那里有

更宽更长的标准泳池，亚朵仅提供最专业

睡眠——“静”服务，因为瘦身，所以价格

是五星级宾馆的三分之一。

中秋节即将来临，但愿今年的月饼，

聚焦在馅子、皮子，去礼盒、去朗姆酒、去

优惠券，让我们吃到比大饼好吃的月饼，

而不是礼盒内的“木乃伊”，还有吃了会醉

驾的月饼。有些礼盒还有精密的裹技巧，

相当于密码，吃个月饼，就像拼魔方，月饼

盒拆不开、撕不开，真正急煞老百姓！

让我们吃月饼而不是吃月饼盒，行吗？

有一年，在杭城过中秋，正是桂子飘

香的时节。桂花的香，很稠、很密、很黏

人，满城流淌，淡雅中夹杂着些许的甜

意。粘着你的衣襟、发梢，丝丝缕缕，缠缠

绕绕，挥之不去，让人不禁心生恍惚，今夕

何夕？我是谁？谁是我？

天上的月亮像一轮银盘，我仰着头，

依稀看到玉兔在桂树下捣药，秋月从深邃

的苍穹中探出面庞，缓缓移至中空，清辉

如许，洒满大地。我想起来了，我不过是

一个过客，今夜，我只是路过杭城，路过满

城的桂花，路过空中的秋月。

看着中空的一轮明月，我想起晏殊的

一句诗：“未必素娥无怅恨，玉蟾清冷桂花

孤。”嫦娥仙子独居广寒宫，孤独寂寞清冷，

内心里一定是悔恨交加吧？月光清凉如水，

一泻千里，连同那株桂花树也是形单影只。

幸好，今夜我只是一个过客，过了今

夜，我依旧可以回到家中，和我的家人一

起，在自家的小院里，围坐在一起，树荫

下，花影中，喝茶、吃月饼，一边赏月，一边

闲话家常。孩子跑，猫儿跳，谁家的收音

机里，放着怀旧的老歌，听着听着，一时间

错愣在那里，人间好时节，再无需多余的

东西去粉饰装扮，其乐融融温馨从容。

想起从前，想起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可

真疯！赏月一定会去别人不大去的地方，

和一帮文朋诗友跑去莲花湾。静夜，四周

漆黑，无人声，只有虫语，几个人守着莲花

湾，看月色慢慢游移，看莲花的轮廓在水面

上摇曳，内心里像月光一样，清凉，安静。

我曾跑到郊外，与大自然亲密接触，

林中、泉边、山上，都是赏月的好地方，与

空中皎月深情对视，有风轻轻吹过，枝丫

摇曳，月影晃动，月光穿过山林，细碎落满

一地，恍然如梦。

记得那时候，有一个朋友常常去远方

赏月，一个人背着行囊，风尘仆仆。我们

都笑他痴，看个月亮而已，何苦来跑那么

远？搞得自己身心疲惫，就为一个月亮？

难道月亮是你的情人？他笑而不语。

他去过西湖，西湖的“三潭印月”是赏

月玩月的绝佳处，有“西湖第一胜境”的美

称，湖中有岛，岛中有湖，皓月当空，云水

交错，水中会有很多小月亮，故有“一十八

月圆”之说。

他去过大理，大理的“洱海月”也是极

好的享受，他和居住在大理的白族人一起

划着木船去洱海，一边赏月，一边吃月饼，

天光水色、月辉交错在一起，苍山雪，洱海

月，果然名不虚传。

他去过大漠，银川的“腾格里”沙漠也

是赏月的好去处，黄沙漫漫的大漠，夜晚的

星空却是格外干净，苍穹无际，湛蓝深邃，

爬上不远处沙丘，举头向月，沙海中的月亮

仿佛近在咫尺，当真是“天涯共此时”。

赏月是风雅之事，宜静，宜淡，忌浮

躁。最好远离城市，远离灯火，远离喧

嚣。一个人也好，两个人也行，三五个最

多。狂放不羁如李白，也是一个人赏月，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不拘是酒是茶，月下一个人独饮是洒

脱，两人窃窃私语是情谊，三五知己月下

倾谈是趣味。素心向月，遐思几许，品味

人间岁月，几分静好，几分惬意。捻几片

红叶，细看纹理；捻几粒桂花，细嗅幽香。

或坐或卧，伴倚半靠，怎么舒服怎么来，看

天上云戏月，月戏云。

天上月出月落，人间花谢花开，抬头看

看空中那一轮明月，千年以来，引得多少人为

它疯狂为它痴？素赏中秋月，年年共此时。

白居易说：“一叶忽先委。勿言微摇落，

摇落从此始。”说得真是妙啊，一叶又一叶，

由轻落、微落、到淋漓尽致的摇落、直至凋

零，在层层递进的落中，我爱上了秋的落。

对农人来说，秋天的果园、菜园和麦

田到处都充溢着落的声响。小麦、大豆、

苞米、黄瓜、西红柿、苹果、葡萄、南瓜、倭

瓜等果实摇举着金灿灿、红艳艳、绿莹莹

的响铃，在叮叮咚咚中被农人一一收割采

摘。一根根、一串串、一堆堆、一捆捆地堆

挤在一起，它们的落，给秋的景致染上了

丰收的色调。

对旅人来说，这是一个让人不忍辜负

的季节。山河染秋色，是一幅多彩勾人魂

魄的画卷。从最北的黑河，到最南的海南；

从最西的喀什，到最东的抚远；成堆成团的

游人像落叶似的，总是以斑斓多姿，浩浩荡

荡的姿势舞动在森林里、公园里、青石小

路、街道、栈道、水岸边，为大地织出一层或

厚或薄或长或短的软彩毡。我恨不能化成

一只轻盈的鸟儿，和翩翩起舞的叶儿，一起

挣脱尘世的樊笼和桎梏，飞入蓝天的怀抱，

自由翱翔。

可我终是没有翅膀的俗人，只能欢喜

地踩在橘黄橙绿红紫的落叶上面，一遍又

一遍地踩，一年又一年地踩，一次又一次

地听，脚底树叶的沙沙声，那声音，纯粹，

悠远。在簌簌沙沙中，我听到秋在说：叶

落归根，花落成泥，麦粒归仓，鸿雁南飞，

瓜熟蒂落，是为了来年树上长出新的叶

子，枝丫开出新的花，麦穗抽出新的芽，瓜

果结出新的果。

《历书》曰：“斗指西南维为立秋，阴意

出地始杀万物，按秋训示，谷熟也。”至此，

万物始落，从枝干上、藤蔓上、茎叶上由热

烈繁盛开始走向成熟素简。

于是，在万物摇落中我看到，秋，卸下

环佩叮当的繁重，洗去满脸铅华的繁盛，素

衣素面中迎来清澈，轻盈而又气象旷达宛

若新生的女子，明净如妆。在我眼里，秋，

是超凡脱俗的干净和静美，没有太多的伤

感和忧郁。

我认为一年四季中，唯有秋的落，配得

上“潇洒”二字。你看，一个落字，从鲜衣怒

马，走到悲喜从容；从繁华落尽走到真骨凌

霜；从绚烂之极万宝成走到平淡寂静大朴

不雕、大音希声的“我觉秋兴逸”的豪迈。

秋在落中，迎来山明水净迎来删繁就简，洗

尽铅华的沉静从容，清瘦含蓄，孕育出我言

秋日胜春朝的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

仔细看的真和珍惜。

秋在落中告别喧嚣与繁华，只一味地

淡，一味地静，一味地纤尘不染；却又因了

草木摇落而灵动，秋实蒂落而灵动，因了这

落中的动，让秋少了冬的那种死静的味

道。原来，秋天的落，一面是收获，一面是

希望；一面是成熟，一面是新生；一面是离

去，一面是迎接；一面是放下，一面是新梦

的开始。对秋的落，我充满了崇拜，再也不

觉得秋是萧瑟和悲苦离愁的了。

秋还是甜美的。那甜美就是“沙鸥径

去鱼儿饱，野鸟相呼柿子红”。一树树红

柿，一群群叽喳的小鸟，让秋温馨了，甜蜜

了。让我的心跟着各种各样的鸟儿，喧闹

着飞上野果杂树的枝头，在飞飞落落中享

受一场视觉上的盛宴，真是“水晚云秋山不

穷，自疑身在画屏中”。

林语堂说他爱秋天的况味，爱的是秋

林古气磅礴气象。我不知他老人家说的

“古气”和“磅礴气象”是否包括秋天中的

“落”。我在落上看到删繁就简、弃旧萌新，

以落促新的生生之力，想他老人家也必是

喜欢这样的秋落吧。

落秋。秋落。多美好灵动的词啊，一

边在落中结束秋，一边又在落中轻盈地等

待下一次的重生。落如此，生命亦如此。

离开西双版纳的前一天，气氛突然紧

张起来。据说是因为勐腊那边不时有缅甸

人偷渡过来，给疫情防控增加了许多变

数。于是，西双版纳州首府景洪市决定进

行核酸检测演习，要求城内所有人员包括

临时过境的都要参加。我们见行程被打

乱，心里不免有些不快。同行者中有一位

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做核酸检测的过程，说

采样棒取样的时候，喉咙会十分难受，使大

家的心情犹如坐过山车，瞬间降到了冰点。

本来，这次西双版纳之行安排得张弛

有度，吃、住、行都令人满意。虽然还是“上

车睡觉、下车撒尿、景点拍照”的老套路，但

不像过去那样来去匆匆，飘忽不定，而是有

充裕的时间让大家和美景来一个零距离的

接触，甚至走累了可以休息一会儿，不用担

心导游喇叭里传来急促的招呼声。我们行

进在茂密的原始森林中，看着比其他地方高

大奇异的花草树木，不禁感叹大自然的神奇

和人类的渺小；穿梭在车水马龙的街上，看

着摩肩接踵的人流、充满异域风情的建筑和

琳琅满目的商品，不禁惊叹民族地区日新月

异的发展速度，时间就在欢声笑语中不知不

觉地流逝，而我们竟然都乐不思“沪”。

要说遗憾也是有的，那就是在野象谷

我们没有见到“主人”——野象群早在我们

到达版纳之前的两周就在首领的带领下以

非凡的勇气昂首阔步走出领地，一路长途跋

涉向昆明逶迤而来，似乎要探索未知的世

界。有的专家说，大象北迁是北半球变暖变

湿的预兆，对我国北方地区是个好消息。好

在人工驯养的大象为我们表演了一场精彩

节目，弥补了我们的缺憾。这些大象学校培

训的优秀“学员”训练有素，技艺高超，射门、

射飞镖，百发百中，赢得阵阵喝彩。其中的

一头大象还担任选美大赛的评委，用挑剔的

眼光仔细地审视着三位美女，并向脱颖而出

的美女送去“鼻”吻，逗得观众哈哈大笑。

多亏松江派驻西双版纳工作的同志与

景洪市有关部门积极联系，使我们得以在

回松前一天提前做核酸检测。检测点设在

一座宾馆里，我们到达时，门外已经排起了

长队。尽管被太阳晒到，但队伍始终井然

有序，安安静静。他们用好奇的眼光打量

着我们，似乎是在同情我们的遭遇——飞

几千里路来接受核酸检测，还不知道是否

被传染。我们怀着忐忑的心情在宾馆大堂

等候，时间似乎特别漫长。因为是第一次

做核酸检测，我担心自己忍受不了取样时

带来的不适感，心里的焦虑一点点升高。

我漫无目的地刷着手机，目光却四处游移，

什么也看不进，记不住。大约等了半小时，

医务人员开始检查我们的健康码和行程

码，让我们通过VIP通道进去接受核酸检

测。轮到我了，医务人员用采样棒在我鼻子

里轻轻捅了捅，又在我喉咙里轻轻捅了捅，

整个过程不到一分钟。咦，没有任何不适。

我不禁哑然失笑，看来听说的不一定可靠。

晚上逛街的时候，大家都购买了方便

面、饼干、矿泉水等食品，体验了一回“备

战备荒”。

第二天下午，我们坐上公交车去机场，

虽然不如坐旅游车舒适，但非常时期能得

到这样的安排已经很好了。大街上空空荡

荡，全城处于戒备状态，全体市民严阵以待

迎击新冠病毒。挥手之间，我们已经安全

返回松江，随之而来的消息是，同行人员核

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我们都松了一口气。

小时候我练过一阵书法，没能坚持下

去，但书法梦想一直在。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间，孙子

不能去幼儿园，我要求他练书法，每天写

几张，几个月下来还像那么回事。疫情初

步得到控制后，我对孙子说：“走，带你去

找一位书法老师。”

孙子听罢高兴得手舞足蹈，他很认真

地穿上白衬衣，戴好绛红领结，又套上西装

西裤，脚蹬运动鞋，像笼子里的鸟儿，冲出

家门。我领着他来到沪西长城大厦，拜访

钱汉东老师。钱老师是个作家，也是书法

家，他为各地名胜古迹书写了不少的匾额

和楹联。

走出 53 楼电梯，钱老师已在门口迎

接，孙子连蹦带跳地来到工作室，一眼就看

到玻璃橱里陈列的诸多文物，瞪着惊讶的

眼睛问东问西。钱老师说：“小朋友，这是

我考古发现的，它蕴藏着隐藏了数千年的

信息，没有人能够全部破译。希望你读万

卷书，行万里路。将来能够看懂其中的一

些信息。你有信心吗？”

钱老师一边说，一边取出新书《江山

胜迹》，在扉页上签名后，送给了孙子。孙

子操着标准的普通话，当即朗诵起了《与

诸子登岘山》中的诗句：“人事有代谢，往

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水

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羊公碑字在，读

罢泪沾襟。”

钱老师抚摸着孙子的小脑袋，微笑

地赞赏道：“小朋友你真灵光，钱爷爷送

你一幅《咏兰》诗：‘空谷台荒，金兰飘香；

素心依旧，根盘草旁。吟风怀月，写影云

窗；赏音何处？自在含芳。’”孙子不禁感

叹：“钱爷爷写的字真漂亮，我一定要好

好练字。”

合影后，钱老师开导说：“小朋友你可

以临王羲之的《兰亭序》，亦可参照明代文

徵明的，一三五临《兰亭序》、二四六临《圣

教序》。你还可以借王羲之的头，用苏轼的

身，留米芾的脚，这样的一个字就变成自己

的字了。”

满载而归时，钱老师送我们下楼。一

楼大堂外，有块石碑，上刻有钱老师的《钱

氏家训》。他指着石碑向孙子介绍说：“中

华古老的文字从甲骨文、金文、石鼓文、钟

鼎文、小篆，经汉隶变革后，草书、楷书和行

书流传开来，石碑和拓文绵延记录了社会

变迁，有了这些汉字，历史就不会消亡。”

回来后，孙子要求妈妈帮他联系暑期

书法班，每天兴致勃勃地练字，两个多月下

来，水平突飞猛进。

今年春天，我与几位文友赴古城绍

兴兰亭一游，参观汉字纪念馆后，我精心

地挑选了一张冯承素摹本拓本和一本

《兰亭集序》，带回家送给了孙子。他问：

“这是谁的字？这么漂亮！”我说：“这就

是钱爷爷叫你练的王羲之的字，他是中

国书法的代表人物。”孙子高兴地说：“我

向奶奶保证，一定坚持每天来练字，争取

成为书法家。”

我闻之甚悦。我的书法梦想，看来由

孙子圆了。

长凳是乡间人家的寻常器物，前头间

（乡间人家的客厅）里的经典陈设就是一张

八仙桌配四只长凳。一家人坐在长凳上休

息、吃饭，每遇有人来访，好客的乡人总要

搬出长凳，说一句：里厢坐，里厢坐。

以前的长凳都是请木匠师傅做的，木料

多选用自家种的楝树。木匠师傅一板一眼

地手工锯、刨、凿，做成一只长凳，不用一枚

铁钉、一滴胶水，是靠榫头榫眼严密咬合

的。传统的手艺，追求的不是一两年的质保

期，而是几十年都用不坏的口碑。那时奶奶

经常提起，这只长凳是阿桃叔做的，这张八仙

桌是阿木师傅做的。彼时，阿桃叔已经老得

做不动木匠活了，阿木师傅更是早已离世，但

他们制作的家具却还在正常使用中，并经岁

月包浆后，越发显得光滑顺溜，皮实耐用。

大多数的长凳，凳面约巴掌宽，长一米

余，四只凳脚高五十厘米左右，这尺寸是为

成年人设计的。然而就是这些看似笨拙的

长凳，在我们小孩眼里还成了玩具。几个

男孩在一块儿，会跨在长凳上，当成战马来

骑。也可把长凳倒翻过来，一人坐在凳板

中间，一人卖力推着朝天的凳脚，前后来回

移动，此时长凳就是坦克、军舰，坐着的人

仿佛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而那做苦力

的小伙伴，就是忠心耿耿的卫士。两个女

生在一起，爱玩跳橡皮筋，可是没人来绷皮

筋，此时长凳又有了用武之地。把两只长

凳隔出几米，一边一只，橡皮筋套在凳脚

上，调到合适的高度，就可以唱着“马兰花，

花开二十一……”欢快地跳起橡皮筋来。

长凳还是农家日常使用的工具。春天

搭黄瓜棚，夏日采丝瓜，深秋堆稻柴，寒冬

修剪树枝，高度够不着，搬只长凳人站上

去，就能很好地完成任务。花田里采收回

了棉花，要将家里的长凳悉数搬出来摆放

在门前场地上，中间搁几条扁担，铺上用芦

苇编成的花帘子，将棉花铺散在上面晾

晒。这样上下透气，更容易将一朵朵雪白的

棉花晒得蓬松，也能防止散放的鸡鸭捣乱。

而我们也相中了这块临时搭建的地儿，总爱

钻在花帘子下的长凳间，这儿俨然成了快乐

迷宫和神仙洞府，躲半天还舍不得出来哩。

记忆里隔壁阿公家有一只奇怪的阔长

凳，它的凳面要比一般的长凳宽出一倍，也

要长出寸许，特别厚实稳重。夏日绵长，午

间日头毒辣，常见庭院葡萄架下，阿公躺在

阔长凳上，踏实地睡一个午觉。傍晚，阿公

穿着一件像机关枪扫射过似的满是破洞的

赤膊汗衫，在门前搬出阔长凳、小凳、竹椅，

阿婆端来皮蛋、饭蒸落苏、臭豆腐等几样小

菜放在宽长凳上。此时夕阳西下，落霞满

天，不时有晚风吹来。阿公坐在小凳上，取

下反扣在酒瓶上的酒盅，用大拇指将酒盅内

部擦拭一圈，算是清洁到位了。自斟上一盅

土烧酒，浅浅地咪下一口，讲张也就开始了，

这是乡间最舒坦惬意的时刻。我急忙忙吃

好晚饭，爱到阿公那里凑热闹，听他讲各种

在茶馆里书场上听来的故事，英雄侠义、民间

传说都有。此时，阔长凳既是饭桌，又是我

们围观的舞台，是夏夜里当之无愧的主角。

如今居家条件好了，不少人家搬到了

城镇居住，远离了乡村，也远离了长凳。藤

椅、皮椅、躺椅、秋千椅、沙发等进入了家家

户户。然而在我的心里依然留有长凳的位

置，有时还想在长凳上坐一坐，那份踏实自

在的感觉是难以替代、无法忘却的。

替月饼卸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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