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霜降过后，林凋露冷，虫声寂
灭。雨落到手心里，立马就沁出
一片尖锐的清寒。

不像春雨激情勃发，不像雷
雨激荡汹涌，秋雨是内敛的、沉静
的，是一粒粒追问的种子，随着时
光灌进它体内的浆汁，是遥远的
回望和悔恨的思索。

真实得近乎残忍，就像农民扬
场，一锨谷物扬上天去，种子和糠
屑泾渭分明，飞到远处的应该是春
雨，飘到中间的应该是雷雨，落到
近前的就是沉甸甸的秋雨了。

注定会有一阵风从秋雨中跑
出来，抱住你使劲摇晃，向你追索
春天许下的诺言。或许你落不下
红彤彤的果子，甚至落不下华丽
的树叶。可风却执着地抱住你摇
晃，一遍比一遍愤怒，一遍比一遍
用力，全然不顾你的羞愧、你的懊
悔。最终，你只能把一片枯黄的
落叶当成自己的舌头，当着风的
面品尝那被摇落的一滴滴眼泪。

突然想到了今春的梨花。梨
花开了，白茫茫一片。单独看来，
一树梨花就像是从大地深处喷涌
上来的泉水，整个白花花的树冠
就是一朵大的浪花，管理梨园的
老刘却泼了盆凉水。

他说：“老弟，不要高兴得太
早！出水才看两腿泥！别看花
开得快要压塌枝了，但有一多半
是‘谎花’，是凑热闹的。它们当
中有的看别人开了，也连忙跟着

开。可等人家结果了，它们却空
美一场，纷纷凋落了下来，变成
尘埃。你看看早开花的那几棵
黄梨树，到最后能结出果子的才
几朵？”现在，老刘的话应验了，
一棵花朵满枝的梨树却只结出
三四个果子。

秋雨落地，声音带着不容回

避的寒意，一点一点地把你穿
透。一开始这声音里端坐的和尚
敲着木鱼细声呢喃，为你叹惋那
些已经逝去的梨花。可敲着敲
着，他手中的木鱼就改变了方
向，每一次都不偏不倚地敲在了
你的头上。

“ 雨 中 黄 叶 树 ，灯 下 白 头

人”。秋雨在一句一句追问：面对
生活，你是否付出了真诚？面对
人生，你是否虚度了光阴？同时，
秋雨又将你苍老的身体当成肥
沃的土壤，一粒粒落下来，萌发
出 来 的 都 是 一 弯 弯 哭 泣 的 新
绿。醒悟的沉默中，一幕幕往事
伴着阵阵凉风潇潇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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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由于工作需要，我为自己办了
网上银行，说实话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仅
仅是用“它”查查自己账户的余额，其他的功
能我用得很少。每当客户到我的柜台前问
我：“你们工行的网上银行有什么功能呀？”
我只能弱弱地回答那几句外交辞令：“可以
查询账户余额，还有转账等”。就这样，我与

“它”就一直保持着这样
近乎冷静的距离。

有年冬天，一件小
事的发生让我和“它”的
关系快速升温。 那天晚
上很冷，我早早就钻进被
窝玩手机游戏，这时，我
的死党打了个电话给我，
让我帮她上街去充电话

费。天啊！这么冷的天，我真不愿意，可是
没办法，谁让她是我的死党呢。赖在床上
好久就是不想起床，突然间，我想起了

“它”，对呀，上网充话费！说干就干，上
网登录我的网上银行，然后一步一步进
行操作，成功啦！刹那间，我觉得自己好
伟大，真想自己拍下自己的肩膀说“小样

的，不赖嘛”。
打那以后，我在工作中生活中都认认

真真地钻研“它”、学习“它”，从一知半解到
有深刻的认识。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机
银行、自助银行以及其他离柜业务，竟然这
么多业务都可自助办理。特别是随着近些
年网络平台的不断发展，电子银行越来越
多地影响到千家万户。在工商银行电子银
行的平台上，除了存款、取款这两项与现金
有关的交易不能操作，其他所有的网上支
付、转账、汇款、理财等纷繁复杂的业务都
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完成。我在工作中与生
活中都不断地向客户和朋友在宣传我的

“它”，每当客户及朋友问我有关“它”的问
题时，我都能信心十足地回答。当我帮他
们一一解决所有问题的时候，无论当时的

我是在柜台，还是在电话机的另一端，我都
会心一笑。

十年了，由于电子银行的出现，银行变
得更加平易近人。以前的传统银行中经常
出现的排队现象在电子银行出现之后迎刃
而解。在电话银行，用户任何时间听到的
都是甜美的声音，体会的是周到的服务。
回到现在，这些年来因为有了“它”，我也
享受到了越来越便捷、越来越贴心的银行
服务，也让我身边的客户和朋友体会到

“它”的好处。当然，我们都成为“它”的铁杆
粉丝了。

我坚信，我将和“它”一起慢慢变老，不，
我会老，而“它”永远年轻。因为有“它”，工
行才真正成为许多客户心目中的“身边的银
行，信赖的银行”。

工行电子银行，您身边永远的银行

ycby201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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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2.中法战争

公元1884年七月，清朝政
府正式对法国宣战。1885年二
月，冯子材率中国军队在镇南
关（今称友谊关，广西凭祥境
内）大败法军，收复谅山等地。
镇南关听着多气派，如今改成
友谊关也没见着友谊在什么地
方。如同辽宁安东，响当当的
名字，非得照顾朝鲜的面子改
为丹东。唉！

973.三海工程

公元1885年六月，正当列
强对中国虎视眈眈之际，慈禧
下诏修建“三海工程”（皇宫南
海、中海、北海），理由是光绪皇
帝马上要亲政，我得有个休养
之处。此前恭亲王坚决反对这
类铺张之举，被慈禧罢了官。
刚上任的醇亲王如同慈禧的跟
班，让干啥干啥。“三海工程”共
花费白银 600万两，其中从海
军衙门借款400万两。

974.太后训政

公元1886年六月，眼看光
绪（16岁）年纪渐长，慈禧无奈
下旨：明年正月皇帝亲政。在
慈禧的暗示下，醇亲王等马屁
虫联名疏请皇太后仍训政，慈
禧假惺惺地给予拒绝。在醇亲
王等再三要求下，慈禧“懿旨勉
从之”——我本不想垂帘，可大
臣们不让我走啊！所谓训政 ，
就是“一切事件，先请太后懿
旨，再于皇帝前奏闻”。

975.受制于人

这样又过了三年，到了公
元1889年（光绪十五年）二月，
慈禧自知继续垂帘已经逾越古
制，只好宣布归政于光绪。此
前，她已经做了一系列人事安
排，皇上身边全是太后的亲信
大臣，而且把侄女叶赫那拉氏
嫁与光绪做皇后，甚至要求光
绪每天都要到颐和园向她请
安。光绪强忍不满，按捺不
发。皇上与太后的矛盾开始
出现。 （老白）

秋雨在追问
□李星涛（安徽蚌埠）

和学生们聊天，话题扯到了
写作上。我说，想写出高质量的
文章，除了广泛的见识还需要深
层次的阅读。那不是走马观花看
热闹，而是要把心沉下去、静下
来，如干旱的土地蒙受雨水的滋
润一样，去感知文字的温度，去汲
取言语的智慧，去体悟世界的奥
秘，去揣摩文章的架构。长此以
往，不知不觉，你定会发现自己的
成长。说到此处，我猛然一惊，意
识到刚才脱口而出了一个特别耐
人寻味的词语——不知不觉。

不知不觉，似水、似烟，不急、
不促，无痕、无垠。宛若轻风里起
舞的羽毛，犹如山林间流淌的溪
水，好似晴空下浮荡的闲云。不
知不觉间，一切仿佛如旧依然，其
实却悄然发生着改变。这让我想
起了不久前与朋友的聚会。那

天，我们在他的小院子里喝茶，朋
友的儿子放学回来了。若不是朋
友介绍，我断然不会将眼前的这
个小伙子和留存在记忆里的那个
萌娃联系在一起。朋友说，你们
久未相见，看着孩子跟换了个人
似的，而我和他妈却没感觉有什
么变化。不知不觉间，孩子就长
大了。

可不是这样吗？为人父母，
没觉得孩子窜个子，只看出一件
件衣服瘦了小了。哪个人不是这
样呢？日子一天天过去，真要是
非让我们说出自己究竟在哪一天
长大的，还真难说得清楚。不知
不觉，由天真烂漫的童年幻化成
满街疯跑的少年，又从不谙世事
的青年游弋到成熟稳重的中年，
继而漫步于安之若素的老年。每
一个阶段都是人生的节点，但又

没人能说得出这些节点到底在哪
一天。你只能眼睁睁看着那些日
子消失在不知不觉间。

从前的邻居，男人教书，女人
下了岗，之后夫妻俩开了一家花
店。说是花店，并没有多少名贵
的品种，只不过是吊兰、百合之类
常见的花花草草而已。闲来无
事，我经常到他们的店里去。那
天，没有什么顾客，女人边给花草
喷水，边深有感触地说：“这日子过
得可真快，转眼我们结婚20多年
啦。”“是的哦，我参加工作都已经
30多年了，想起刚上班的那天，就
跟昨天似的。”男人顿了顿，又朝一
株百合努嘴，“还记得娶你的时候，
我就拿了10枝百合花呢！不知不
觉，已经过去26年了。”原来，这天
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这才让两
口子大发感慨。

光阴荏苒，如今我突然想到
当时的场景，那时候我还没结
婚。现在呢？大女儿已经上了小
学，二女儿也已经7个多月了，而
花店夫妻，不知不觉间，也有多年
没见了。日子就这么不知不觉地
飘远了，抓不着，触不到。

不知不觉，看似悠长绵软，但
却极具力量。似穿石的水滴，如
锯木的线绳，一点一滴，一道一
痕，在岁月的舞台上，悄无声息地
浸润改变着每一个人。挚友叙
聊，相谈甚欢，不知不觉，夜已过
半；昔日伙伴，世事变迁，不知不
觉，彼此在人来人往中越走越远；
离家多年，来去匆匆，不知不觉，
熟悉的老屋已如同一间客栈；临
近岁末，驻足回望，不知不觉，300
多个日子只不过是一个7天接着
一个7天……

不知不觉
□翟杰（山东济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