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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又中秋。今年对我们一
家四口来说，分别在多伦多、洛杉
矶、西雅图欢度中秋节。倘若再加上
我和内子的故乡──上海、广州，我
们的团圆愿望涉及中、加、美三个国
家及五个城市，别有一番滋味在心
头，就像唐代诗人王建所云：“今夜
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

那一轮皎洁的月光下，所有的情
感 都 逃 不 脱 遥 远 而 又 亲 切 的 “ 故
乡”。对于两个“香蕉人”犬子来
说，他们在多伦多长大，这里自然成
了他们的故乡。他们出生后，每年都
在家里过中秋节，吃月饼、赏月都是
必不可少的环节。他俩上大学后，到
了合法的喝酒年龄，又与我们对月共
饮，阖家其乐融融。

近 4 年前，大儿子毕业后从事商
业咨询工作，满世界跑，“不是在飞机
上，就是在去机场的路上”。他只好独
自在外过中秋节了，也会在那天打电
话，祝愿家好月圆。两年前，他跳槽到
洛杉矶一家独角兽公司，忙得脚不沾
地，更不可能回家共度中秋了。

小儿子今年毕业，8月底已赴西雅
图的一家高科技公司任职。这也是他
首次一个人在外过中秋节，内子不太
放心，几次关照他要去买月饼吃，真所
谓“儿行千里母担忧”。好在他听话，
提前到当地唐人街买了月饼，拍照传
来，给啰嗦的妈妈吃了“定心丸”。他
还在家庭群内提议，中秋节晚上全家
视频共庆，我们都举双手赞成。

作为漂洋过海 30 多年的“老华
侨”来说，每到中秋佳节来临，我的
思乡情更切，最近两年尤甚，仿佛如
诗圣杜甫所说：“满月飞明镜，归心
折 大 刀 。 转 蓬 行 地 远 ， 攀 桂 仰 天

高。”思乡的情绪如同刀在心头乱
割，辗转流离，特别是新冠肺炎疫
情，暂时阻挡了游子回家的路，故乡
变得越来越远，想要攀折月中桂枝，
无奈天空远阔。

思乡之情，从来都不是空洞的，而
是具体的。思乡之绪，常常伴随着牵
挂。我已有两年没见到百岁父亲了，
日日牵肠挂肚，夜夜辗转反侧，只好
对月空吟：“父子熙熙，相宁以嬉。”

终身爱长跑的父亲，在93岁那年
小腿突然疼痛、发炎。经过全面检
查，诊断为肺部感染、脑梗死，立即
住院。后来，他奇迹般地闯过了鬼门
关！也许与他的体质超好有关，他还
是马拉松运动员呢。由于年老食管狭
窄，父亲入护理院后不久就采用了鼻
饲法。嗜睡成了父亲最近几年的常
态，即使睁开眼睛，他的言语也不
多，有时几乎不说话。但是，父亲的
神志依然清醒，常常令人难以置信。

疫情前我常回国，每次临别前，
我握着父亲皮包骨头的手，四目默默
对视，他以无奈却又渴望生命的眼神

看着我，顷刻之间，他的眼眶里噙满
了泪水，我赶快用纸巾擦拭他眼角溢
出的泪水，我再也呆不下去了，赶紧
说 再 见 ， 父 亲 微 微 点 头 ， 连 声 说
Goodbye。离开病房后，我控制不住
自己，眼泪就像滔滔黄浦江之水，奔
涌而下，因为内心明白，看一次少一
次。我每一次回国看父亲，就有赚一
回的感觉。

我的睡眠效率一向很高，但近年
半夜老是发梦，几乎都与父亲有关。
有一回在梦中，又想起30多年前，我
大学毕业留校，住在学校的教工宿
舍，整天瞎忙。有一天中午，已过耳
顺之年的父亲突然出现在寝室门前，
我感到万分惊讶。他说路过这儿，进
来看看。那时没有地铁，交通十分不
便，他要倒好几辆公交车，穿过半个
上海城，才能到达我所在的学校。那
时也没有手机，联络困难，如果父亲
大老远来了没碰上我，岂不是白跑一
趟？见他一味地从上到下打量着我，
似乎确认我没有缺胳膊断腿，我这才
恍然大悟，已经有 4 个多月没回家了，

感到尴尬而又惭愧。从此以后，我工
作再忙，也坚持每个月回家一次。

没过几年，我移居加拿大，两地
隔了个大大的太平洋，“常回家看
看”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但无论如
何，我每年都要回国一两次，看望他
老人家。只要有一丝机会，我都会尽
力赶回家看看，有一年去北京开会，
为了看望父亲，我搭周六最早的班机
到上海，当天坐最晚的班机回京。

今年元月底，父亲迎来了期颐大
寿。当天，上海市政府送来了贺牌、鲜
花、蛋糕和慰问金。在病房内，家人和
医护人员举办了简单而隆重的生日
会，父亲带着金色的寿星帽，笑得特别
灿烂，不停地用英文喃喃自语：Hap-
py Birthday！本来，按照“做九不做
十”的民间习俗，大家庭准备在去年
的春季为老人家庆生，我们一家四口
都订好了机票，但因疫情取消了。

时至今日，父亲入住浦东护理院
已过 7 年，健康状况时好时差，所幸
家人可以预约前去探望。现在，我每
天一睁眼，先到家庭群里查看父亲的
病情。我最怕半夜三更接到越洋电
话，万一父亲病危那可就麻烦了，目
下回国手续很复杂，如果不能按时赶
到上海，那我就真成了不孝之子了。
对于一个海外游子来说，父若安好，
我便心安……

月到中秋分外明。不管在多伦
多、洛杉矶、西雅图，还是上海、广
州，尽管有时差，但我们都面对同一
个月亮，都会借机共庆，也会思念各
自的故乡和亲人。行文至此，我忽然
忆起宋人郭应祥的词：“琼楼玉宇。
分明不受人间暑。寻常岂是无三五。
惟有今宵，皓彩皆同普。”

中秋之际，想起苏轼著名的中秋
词，禁不住问身在海外的自己：“今夕
是何年？”这两年我无法回国看望父
母，心中却时常吟诵：“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思念家
乡，思念亲人，日日萦绕在我的心头。

说起中秋，脑子里总是闪回童年
的景象，它离我似乎已经很遥远了。
那个曾经梳着两条小辫子，奔跑在四
川雅安苍坪山上的我——一个顽皮的
小姑娘，这些日子常常在我眼前晃来
晃去，多少童年往事又在脑海里浮现。

我的童年是在雅安苍坪山度过
的。雅安作为四川省的一个专区，位
处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的结合部，城
市环境好，周公山环绕，青衣江横贯
中部并流经城区。青衣江大桥是上世
纪50年代由苏联专家援建的，横跨青
衣江50余年，见证了雅安的历史与变
迁。我曾经居住的苍坪山位于雅安城
区 ， 山 形 如 新 月 ， 人 们 又 称 它 为

“月心山”。由于满山林木葱郁，绿荫
如盖，加之山顶平坦，可大兴土木，
形成一个少见的山林平顶居住区。

上世纪60年代初，雅安苍坪山成
为部队机关和家属驻地。我家曾居住
在山上的一个旧宅院。那个院子由三
四米高的竹子筑成围墙，院内共有两
栋砖木结构建筑，一栋为二层楼房，
另一栋为平房，均为青瓦屋顶。我和

家人住在楼房里，一楼窗子的玻璃，
像哥特式教堂里的玻璃那样，是彩色
的。院内有一片桃园，坡地上绿树成
荫，有芭蕉树，枇杷树等多种果树，
整个院子四季盛开着时令鲜花。

当春风吹绿了柳丝，柳枝随风摇
摆的时候，那片桃园便热闹起来。桃
花吸吮着阳光，依恋着春风携来的暖
意，以俏争春，争奇斗艳。那朵朵粉
红的桃花，犹如少女的胭脂。我曾在
桃园里漫步，垂落的花瓣飘洒在身上，
爱美的小姑娘总在遐想：希望有一件
粉红色的连衣裙、一双粉红色的皮凉
鞋、一个粉红色的蝴蝶结。在水蜜桃
收获的季节，孩子们手捧着大大的呈
球形的桃子，它表面有一层细细的小
绒毛，白里透红，咬一口，汁多甘厚，味
浓香溢，入口即化，甜香醉人。

院子里还有几棵高大的桂花树。
秋天，站在桂花树前，看着那一树的
小花，黄灿灿的，如繁星点点，密密
匝匝，充满生机。细细体味，小小的
花朵，拥挤着欢喜，散发着香气，像
是在宣布中秋节的到来。金秋八月，
桂花开放时，远近都是花香。桂花的
香，时浓时淡，能飘很远，经久不散。
一阵秋风吹来，桂花掉落树下，从远处
一望，就像掉下了一地碎金似的。童
年的我，不知有多少个月光升起的秋
日，怀抱一枝桂花入梦，独揽一份馨香

入怀，享受秋月下的温馨与安宁。
那些年，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没有

同孩子们在雅安度过一个中秋节；三
十几岁的爸爸，两次进入青藏高原执
行任务。常年陪伴我们几个孩子的是
妈妈和阿婆。阿婆是孩子们的保姆，
她的儿女和丈夫在抗战时都相继去世
了。她虽然不是我们有血缘关系的亲
人，但她在全家人的心中却胜似亲人。

上世纪60年代初，妈妈白天要上
班，阿婆带不过来 5 个孩子，我和妹
妹被送进幼儿园住校。雅安城里当时
只有一个糖果糕饼店，里面卖的水果
糖没有糖纸，我们叫它“光身糖”。
能吃到“光身糖”也不容易，只有在
礼拜天晚上，阿婆送我和妹妹去幼儿
园时，才给我们带上几块糖。我是一
个极恋家的孩子，一进幼儿园就想
家。有一次，在中秋节前夕，我从幼
儿园的后门逃跑回家，我妈妈对我很
是生气。那天傍晚，为了劝我回去，
她拉着我的手，带我走进了那个诱人
的糖果店，让我挑一样想吃的东西。
我要了一块月饼，妈妈付了钱，把月
饼递给我，让我保证以后不再从幼儿
园逃跑。我点头吃着来之不易的月
饼，吃了一半，含着眼泪回到了幼儿
园，把另半个月饼给了妹妹。

那些年的中秋节，买月饼、吃月
饼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阿婆总是把

买来的两三个月饼切成小块儿，分给
每个孩子尝尝，就算过中秋了。但是
1964年中秋节前夕，我舅舅从东北农
村来看我们，舅妈因生双胞胎难产，
在上世纪50年代初就去世了，舅舅此
后没有再成家。他知书达理，对我们
几个孩子视如己出，无比疼爱。他风
尘仆仆地从东北来到四川雅安，竟在
雅安糖果店买了10块月饼！长途跋涉
的路费已经令舅舅捉襟见肘，他却把
身上所剩的钱都买了月饼作为和我们
见面的礼物。我清楚地记得，那是
酥皮、白糖馅儿的月饼，我们每个
孩子终于可以在中秋节吃上一个完整
的月饼，这是舅舅的深情厚谊，使我
终生难忘。记得中秋的圆月升起的时
候，我们站在桂花树下望月，捧着月
饼，小心地品尝，那是多么难忘的幸
福时光！

转眼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改
革开放四十余年来，经济腾飞，如今
雅安已经是一个繁华的现代化城市，
苍坪山更加多姿多彩！本世纪初，一
座现代化的雅安大桥建成，这座拱桥
宛如一道彩虹悬挂于蓝色青衣江面，
成为雅安一道靓丽的风景线，童年的
故乡旧貌换新颜。辛丑之年的中秋，
我虽不能回家，但是仰望中秋明月
时，我要对父母和亲人们说：“但愿
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案头上摆放着9颗球果。球
果楔状长圆形，黄褐色，和土花
生差不多大。我把球果托在掌
心，像托着一座万仞之山。

这是南方铁杉的球果，是我
从武夷山主峰黄岗山西坡捡回来
的。如果说，有什么树最值得我
神往，那便是南方铁杉。

黄岗山是武夷山脉主峰，海
拔 2160.8 米，被称为华东屋脊，
处于江西上饶市铅山县境内。我
们的车行至桐木关。武夷山以桐
木关为界，以南归福建省管辖，
称南武夷，以北归江西省管辖，
称北武夷。北武夷山 2002 年晋
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世界
罕见的生物基因库，更是一个尘
封的神秘世界。

在古代，桐木关是闽赣第一
关，茶叶丝绸之路亦由此发端。
山道险峻，悬崖壁立。车在山中
转了半个来小时，眼前突兀一片
冲天而起的南方铁杉林。南方铁
杉似杉非杉，是松科大家族的重
要一员，墨绿而油黑。

在一处弯道边，车停了下
来。保护区分管科研的副局长方
毅充满豪情地对我说：这个地方
叫猪母坑，海拔 1850 米，武夷
山的南方铁杉种群分布约 1560
公顷，在世界范围内罕见，同一
纬度，也仅有武夷山分布，以猪
母坑的种群分布面积最大。生物
多样性保护专家郭英荣指着路边
一棵高耸入云的南方铁杉说：看
看吧，这是南方铁杉之王，胸径
有127厘米。

我仰头望着树王。它高大挺
拔，独干直条而上，枝桠一层压
一层，形成巨大的冠盖，如高
塔。干桠平展外斜而树梢微微翘
起，针叶如梳，平散而开如摇
扇 。 我 数 了 数 枝 桠 层 ， 有 18
层。冠盖严实，但针叶并不层叠
稠密，一根根枝桠分割出天空
线，透出纯白的天光。

路边空地竖了一块科普牌，
蓝底白字：南方铁杉为松科铁杉
属下一变种。是我国特有的珍稀
裸子植物，第三纪孑遗物种，被
誉为植物界的“活化石”，在其
他地区零星分布，唯有武夷山山
脉黄岗山区域保留着面积约为
400 公顷。树龄约 300 年的南方
铁杉原始林，极为罕见。这棵苍
天古杉，已有 500 多年的历史，
它树形高大、优美，且枝条众多
像人的手臂一样伸展开来，我们
称它为“千手观音”。

路下，是一片密密的南方铁
杉林。我从公路跳下茅草地，地
上是厚厚的积叶层，脚踩在积叶
上，很松软。这块小山地是山
鞍，颚部似地凸起，有 13 棵高
大的南方铁杉，高入云天，冠盖
遮住了整个山鞍。我抱了抱其中
一棵，可以环手。郭英荣说，这
里随便抱一棵南方铁杉，都是环
抱粗，树龄普遍约有300年。

黄岗山多雨多雾。方毅说，
今天阳光好，满山金光闪闪，十
分难得。我站在林子里，看不到
阳光，但光线很清晰。从山鞍右
边而下，有一条很狭窄的小路，
是行脚踩出来的。路斜缓，但很
陡峭。郭英荣站在一棵南方铁杉
下，说：谷底的对面，有一片
90 亩南方铁杉林，在 2014 年，
是江西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管理局与南京林业大学合作的固
定监测大样地，每年林学专家会
去样地采集数据，走出了这么一
条巴掌宽的路。

从山鞍俯瞰下去，簸箕形的
山谷并不深，高大茂密的乔木树
冠如一片绿色之海，在寂静中涌
动 。 树 王 冲 天 而 上 ， 高 约 35
米，如一朵墨绿的蘑菇云。山谷
中的高大乔木以南方铁杉为主，
可林下积了厚厚的阔叶树落叶。

沿谷而下，郭英荣很神秘地
交代我：这一带是黄腹角雉的主
要栖息地之一，常有黄腹角雉出
来觅食或求偶，黄腹角雉是国家
一级保护动物，全球种群数量约
4000 只，与江西省鸟白鹤一样
珍贵。

我竖起耳朵听林中动静，山
谷静谧，“呿哩，呿哩，呿哩”，鸟的
啼鸣忽东忽西，忽南忽北，是一种
鹟莺类鸟在叫，啼鸣清脆而悠远。

到了半山谷，涧水淙淙之声

响彻。越往下，涧水声越响亮，
听得出，涧水流量很大，流速激
荡，哗哗哗，奔泻飞出沟谷。对
面的山体巨型石壁横截，阔叶树
丛生。菊花色的阳光盖住了山
坡。而我身处之地，是南方铁杉
生长最密集的地方。树干粗壮，
树皮红润。树皮红润是生命旺盛
的直接体现。

林中，一棵山矾和一棵女贞
开出繁硕的白花。两棵树相距约
20 米，在同一个坡度上，树桠从
南方铁杉的冠盖之下斜出，取得
一片空隙。两树之花，均细碎纯
白，花瓣有油质绒毛。这是山谷
中唯独开花的两棵树。抵近谷
底，有南方铁杉和其他松科树，倒
在矮灌木中，寿终正寝。南方铁
杉寿千年，但不是每一棵铁杉都
能活三五百年，甚至千年，特定的
地质、风向、酸碱度，决定了寿命。

下到了谷底，有一片槭树
林，槭树并不粗，最粗的一棵只
有碗口粗，但高约 15 米以上。
谷底是一块约千平方米的平地，
看得出，这里在 10 年前，有过
高大乔木林，其中的几棵连片的
高大乔木因为自然的原因，比如
雪灾或泥石流，而死亡了，留下
了树窗。槭科树以强大的繁殖力
和生长力，占领了谷底。

我们沿路返回。我请教郭英
荣：这大片南方铁杉林，我没看
到一棵南方铁杉幼苗，都是高大
粗壮的，这是什么原因？

他对北武夷木本植物有过 8
年的深入研究，他说，这就是南
方铁杉珍稀之处。他拽下一支树
桠给我看，说：南方铁杉主要分布
在海拔 1260-2010 米之间，生长
缓慢，树寿千年，可以延续至顶级
群落并成为优势种，但花粉无气
囊，多数散布距离不远，散布能力
非常小，自然迁移能力很低，且
生活在阴湿地带，是耐阴湿树
种，却又喜欢阳光。南方铁杉以
种子进行繁殖，且只有在环境适
宜的斑块中才能萌发，幼苗幼树
主要分布在林缘和林窗或者空旷
地。在大森林中，一棵南方铁杉
种子找到发芽生根的地方，绝非
是一件容易的事。每一棵南方铁
杉，都是大自然杰出的造化。

在山鞍，我蹲下身子，扒开
落叶找球果。风球果藏在落叶之
下。球果很小，1/3 节无名指
长。我问郭英荣：黄山松、湿地
松、油松、高山松、塔松，它们
的松果都大如土豆，南方铁杉的
松果怎么这样小？

松果大容易被松鼠发现，松
鼠爱吃松果，松果小难发现，这
就是南方铁杉进化而来的智慧。
郭英荣说。

我捡了9颗球果，塞进了衣
兜，长久仰望着南方铁杉之王
树，便想：在时间的长河之中，
人真是沧海一粟。人仅仅是树上
的一支松针。

我眺望群山夹裹之下的桐木
关大峡谷，夕晖暖照，绵亘百
里，气吞江河。猪母坑的山坡悬
直而下，南方铁杉林凌空耸立，
每一棵南方铁杉如铁塔高悬。路
边也即林缘地带，云锦杜鹃在爆
血红色的倒尖型花苞，马银花则
满树簇拥红花。

黄岗山是一座大自然的神
庙。我每次来，都带着惊喜心。
而这次来，更像是朝圣。南方铁
杉值得我膜拜。一代代自然保护
区的工作人员，为保护北武夷的
生态多样性所付出的艰辛，更让
我钦佩。

秋雨牵引着秋风，嘀嘀嗒嗒的雨
声，打破了秋的寂静。人们还来不及
做好准备，秋天就踏着岁月的行板，
扑面而来。

漫步在秋意渐浓的街头，目之所
及，心之所向，皆是秋的韵味。

田野里，那一片片炫目的金黄，流
光溢彩，金黄的玉米，火红的高粱，沉
甸甸的稻穗，像一幅幅浓墨重彩的画
卷铺展在大地上，令人赏心悦目；而果
园里那散发着阵阵馨香的果实，沉甸
甸地压弯了树枝，看着眼前丰收的景
象，人们的心情一下舒展了起来。

太阳把柔和的光芒倾洒在大地
上，倾洒在人们的脸上和身上，那种舒
适的暖暖的感觉，真好！空气也格外
纯净，深深地吸上一口，凉凉的，像醒
脑提神的薄荷糖般清爽舒心。蔚蓝的
天空，蓝得深邃而纯净，当你抬头仰望
天空，几朵纯洁又轻盈的白云，很随
意漂浮在天空上，悠闲而散淡。

我喜欢沐浴在秋日的阳光下，或

穿行于大街小巷，或漫步于林间小
径，静静地感悟秋天的景色，享受秋
天带给人们的丰厚馈赠。

晨起对镜，看到眼角一条条鱼尾
纹，竟不由得生出些许感叹来。漫步
游园，感悟着飞箭般到来的秋天，任
萧瑟的秋风擦拭着我的脸颊。一叶落
知天下秋。一片梧桐叶随着一阵微风
轻轻地落在我的眼前，这叶子的绿色
还没有完全褪去，却过早地离开了枝
头，它舒展着身体，很坦然地躺在草
丛间，静谧而安详。“落红不是无情
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这是一种多
么彻底的牺牲精神啊！

其实，树叶从诞生到凋落，标志
着生命在四季里不断地繁衍滋生和更
迭。生而为人，自然也有人生的四季，
我们曾经拥有过春天，在温柔蓬松的
草地上，在鲜花盛开的公园里，在杨柳
依依的河岸边，尽情吮吸过春天的芳
菲，然而，面对季节的变换，总是有
一种挥之不去的思绪萦绕于心。

我想起我的童年，想起美丽苍凉
的月光下动听的歌谣、开心的游戏；
想起疏星下曾经豪迈的誓言，想起篝
火边萦绕星空的欢笑……这一幕幕离
我们并不遥远呀。人生要经过多情的
春天、热烈的夏天，会收获成功也会

有过失。令我欣慰的是，在人生昼夜
如斯的轰鸣中，我曾测试过我的分
贝，虽然我的音域狭窄，声音微弱，
但它至少没有失真。

多少昼夜无声地从指尖滑过，多
少属于我们的宝贵时光悄无声息地流
逝，当那一双双陌生而又熟悉的眼神
再次碰撞到一起，当彼此都懂得了那
声问候下蕴藏着的含义，一切都变得
释然了。人生多一份坦然和从容，就
少一些伤感与哀怨。从此，我要拨开
心头的雾霭，捕捉旭日的光彩，用丰富
饱满的音节，谱写出人生优美的旋律。

蓦然想起刘禹锡的 《秋词》 来：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
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
霄。”热爱人生，热爱属于我们的每
一个季节吧！热爱这秋色、秋光、秋
声谱写出的秋之韵律吧！秋天是收获
的季节，也是播种的季节，愿我们每
一页的日历上都写满希冀与丰盈！

聆听秋韵，聆听一份旷然与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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