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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茶馆

大地的果实 □ 陆桂云

老辈人爱用“敲小锅子”来代表在饭
店吃饭，这句俗语是怎么来的呢？

上世纪80年代前烧菜煮饭都用柴火
土灶或煤饼炉。一个家庭人口众多，吃饭
胃口又大，不用一口大锅都烧不好一家人
能吃饱的饭菜。

早先交通不发达，去富阳县城需要走
路去，也可以坐轮船。但船票单程一角，
来回要贰角。那时猪肉时价一角捌分一
斤，来回坐船需要一斤猪肉钱，村里人当
然舍不得，还是走路去的人多。

难得上县城一趟，不想花钱就得花时
间。办好事情一般已经晌午，总得吃饱才
有力气走回家。当时经济条件差，吃饭是
头等大事。一般来说花几分钱买个烧饼
充饥已经不错了，上饭店点菜是特别奢侈
的事情。

总有人特别小资情怀，要用省下来的
船票钱犒劳下自己油水不足的肠胃。吃
惯了烟熏火燎的大锅菜，就特别想享受饭
店小锅菜的高级待遇。当时富阳县城最
有名的饭店是春江饭店，是高档饭店的首
选。跨进饭店门槛，门堂口一块大黑板上
写着菜谱与价格。客人点了菜，跑堂伙计

的就冲着厨房里面喊“某某菜一碗”，然后
厨师敲一下锅边表示听见了，马上动手烹
饪。外面的伙计一听敲锅声就放心去招
待别的客人。厨师把菜烧好盛在盘子里，
顺便用勺子敲两下空锅底，通知跑堂的菜
已经烧好装盘，可以进厨房端出来给客人
享用了。

厨师简单地在一碗菜肴准备与完成
时敲两次锅子，就减去了跑堂与他的沟通
环节，也让客人闻声知晓菜肴进展情况，
简单方便。“敲小锅子”就由此而来。

俚语说，“乡下人进城，嘴巴烦歪”。
（烦，表示废话多。老底子指乡下人去趟
县城感觉什么都新奇，回来后对亲朋好
友、隔壁邻居说在城里的所见所闻，说得
口干舌燥也停不下来。）一般有好事者会
问：“嘎浪起过桥，饭七否七？”（意思：进城
去过了啊，有没有吃饭啊？）主人公就会神
气地显摆：“也，春江饭店七咯饭店饭，小
窝子都拷破杰。”（意思：在春江饭店里吃
饭，小锅子都被厨师敲破了。）意思是点了
很多菜，厨师敲锅子次数太多，以致锅都
被敲破了，以吹嘘自己进城大大方方地花
钱上了馆子，好好地享受了生活。

山，叫江边山。据说过去沿富春江
苋浦可以一路撑船从高桥进来，直达唐
家坞溪下自然村，沿溪因而有泻湖山、
排磡山、江边山等山名。

地，是荒地，已十多年不种，长满高
而密集的苦竹、各种不知名灌木，还有
大量生命力蓬勃的葛藤和杂草。四五
月间，先生和我用柴刀、大砍刀，豪情满
怀地开荒除草，总算清理出一点眉目。

已是6月中旬，小阿嫂问我们要不
要番薯藤，说是很好的临安小番薯种，
龙春小伯叫她去剪，她可帮我们也剪些
来。

我被“临安小番薯”诱惑，就说：“那
少点好了。”

40 株番薯苗是傍晚送来的，第二
天刚好是夏至，我们起个大早，赶到离
家一二里路的江边山脚，挥锄开了路边
的两行地，将苗如数种下。天公作美，
刚要完工下起了小雨，回来路上碰到勤
劳的高个子龙春小伯，他刚从地里拔了
一大把眼下正时鲜的青毛豆，我为番薯
苗向他致谢，他说：

“地里很多，再去剪些来种种。”
溪下村原王家台门有16个本家弟

兄，公公辈的也有10弟兄，而今他们这
一辈仅剩我老公公和他两人了。前一
阵子，寂静的小山村时不时响起“皮皮
皮”的声音，音很响，气却不畅，时不时
憋住，让听的人也觉气短。总以为是哪
个勤奋好学的小小少年在学小号，一次
经过声音飘出的墙院，掂脚一望，竟是

个白发老汉——年近70的龙春小伯。
夏天过去，小号的声音终于变得顺

畅，似乎一个小村的气也都顺畅起来，
像村头那一片金黄的稻穗，斜倚秋风艳
阳下。

寒露百花凋，霜降百草枯。
转眼四个多月过去，霜降一到，老

公公就催着我们好挖番薯了。泥土很
松，据说是上世纪 70 年代“农业学大
寨”开荒造地、用筛子筛出来的，后来成
了公公的承包地。割掉枝蔓缠绕的番
薯藤后，用锄头将隆起的两边松土轻轻
扒掉，再一锄头下去，露出番薯的鲜红，
一拎，一抖，哎呦，大大小小一串，像铃
铛一样，真有丰收的喜悦。

大地回报给我们的果实，一窝窝整
齐排在地里，给它们立此存照，也上上
家庭的网络光荣榜。

大的几个有点像南瓜了，重达几
斤，“橘生淮南则为枳”，临安小番薯到
了唐家坞，变种成了大番薯。

可惜前面已有五六窝被糟蹋，连藤
一起被野猪偷挖，狼藉一片。刚好有位
专门放“夹”捕获小猎物的老农经过，说
还好是小野猪，要不然损失还要大。

先生先将两大捆番薯藤一一背到
停车处，再来拎两大篮子的劳动果实。
刚还笑他呢，开番薯还用车，被邻人笑
话。要是用扁担，还真是吃不消挑回
家。

汗水滴落，被山间秋风一吹有点冷
了，夕阳在山，我们赶紧把一下显得干

净空旷了的泥土翻了一遍，整平后又种
下新一轮的庄稼——蚕豆，每行 3 孔，
每孔3颗豆子，事先向公公讨教过的。

不觉间，太阳落山，青灰色的薄暮
像网一样轻轻洒落山间，先生背了最后
的半袋子番薯，我拿着一应工具，来到
停车处，刚做了妈妈的堂侄女抱着小宝
宝好奇地过来：

“小伯、小婶，你们干嘛呀？”
开心地打开车门给她看我们的收

获，见她疑惑地看着满车的番薯藤，就
告诉她：

“带回去，给立飞家的猪吃的……”
立飞是我们外甥，他家养的土猪我

们年年吃肉。
站在院子门口的堂哥看见，也过来

了，笑着说：
“番薯藤放车里？还不赶快扔掉它

……”
先生赶紧发动车子，逃走了。
经过小阿嫂家门口，她家正在整理

门前道地，好些人帮忙，小阿嫂抱着她
的小孙女，高兴地看我们满载而归，我
大声告诉她：

“你给的苗，番薯木佬佬。”
番薯一一搬到门前道地，老公公看

了笑嘻嘻，说：“这块地，十来年没有收
成了。”

咦，今天怎么没有听到龙春小伯的
小号？要让他也看看我们的“临安小番
薯”。

小丽辞职回家了，原因是他老公
在外企升了职，薪水足以养她。回家
之后干些什么呢？放在古代，无非是
相夫教子、操持家务。小丽硕士学历，
会两门外语，当然不会这么LOW。她
在微博里庄严宣布：今后老公负责养
家糊口，我负责貌美如花。这话放在
古代有语病，相貌是爹妈给的，何须自
己负责？不过对于现代女人，“貌美如
花”的确算得一项长期事业，需要买化
妆品、做各种保养、甚至整容。对于小
丽回家后的“事业前景”，我表示了不
谨慎的悲观。

记忆中“貌美如花”这词一度大
热，源于梁朝伟、刘嘉玲夫妇，有人戏
称他俩之中，梁朝伟负责貌美如花,刘
嘉玲负责赚钱养家。听起来好笑，其
实也只有这样的组合分工，“貌美如
花”才具有现实可行性。银幕上的男
性，许多四五十岁时风度、气质胜过了
他们的“小鲜肉”时期。苗侨伟、吴秀

波、靳东……这样的例子一抓一大把，
女星年过四十仍能“貌美如花”者，极
为罕见。大多数时候，人们夸一些中
年女星美貌不输当年，只是吉利话而
已。她们照片下的网友留言，往往不
忍卒读，满眼皆是讽刺挖苦。女星不
缺钱，而且身边有一流化妆师、摄影
师，尚且难以做到美貌恒久远，何况普
通女白领甚至女金领。30多岁回家从
事“如花”事业，“职业寿命”委实已经
到了晚期。

除了“花期”有限，貌美如花另一
难题在于审美疲劳。这些年来，单位
里出现过多起婚外恋事件。最后“案
情”揭晓，“小三”闪亮登场，广大吃瓜
群众无不大失所望。“小三”们大多并
非貌美如花，其中相当部分姿色明显
不及原配。这种现象绝非个别，我先
后在四座城市生活过一年以上，发现
情况都是如此。有些女同胞上了电影
的当，电影里吴君如、梁咏琪、张柏芝

们从邋里邋遢蜕变为窈窕淑女，丈夫
们顿时从不屑一顾变为色眯眯，这种
戏剧性效果在生活中根本难以实现。
若干年老夫妻，彼此熟得就像左手摸
右手，穿几件新衣服、脸上涂几层大
浆，老公就会不认得你了吗？这只是
一种美好的幻想而已。

知道用“貌美如花”去平衡“养家
糊口”，说明小丽们具有基本的科学生
活观，知道仅靠感情难以维系家庭持
久稳定。然而美貌必定会随年龄加速
折旧，财富却可以无限上升。用“貌美
如花”去配平“养家糊口”，化学属性很
不稳定，最终很可能形成出轨。

舒婷的一首老诗《致橡树》其实至
今仍未过时，“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
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
……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
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这不
仅仅是一种情怀，更是一种现实的选
择，与其貌美如花，不如挺拔如树。

南门闲话

貌美如花 □朱辉

民间记忆

去春江饭店敲小锅子 □ 王新波

家旁边的小杂货店，一间斗
室，没有自来水，进去两个人便转
不过身来了，小女儿出生后，岳母
常带她去那里坐坐，后来连我这般
木讷的也混熟了。女店主把自家
养的观赏植物，摆在了店门口，它
们被种在泡沫箱里，破瓷罐瓦罐，
或者旧塑料盆，能卖则卖，不能卖
就任其生长。每次抱着女儿坐在
花旁边的小凳上，总会被这些植物
吸引，它们不是野花却野花般的葱
绿着，闪烁着一种特别的情趣。那
日我趁女店主替我抱女儿之际，从
家拿来速写本记录了它们。

徐不疾图/文

1988 年初夏，一声啼哭打破了夜的
宁静，与你平淡无奇的生命。自此，你多
了一个要命的“讨债鬼”；而我，成为了你
最不能掌控的存在。

1990年，电视里各种昂贵的营养品、
保健品成为你最大工资去向。婴儿床上
那个各项生命指标都不正常的“小猫
咪”，是你最深的牵挂。第一次说爸爸
好，是在你一根棒棒糖的诱惑下，得到棒
棒糖后立马翻脸转身投入妈妈的怀抱。
犹记得当时，你一脸骄傲的表情跟邻居
伯伯炫耀：“我女儿，多聪明！”

1994年，9月1日，从医院大门出来，
我趴在你肩膀上哭得撕心裂肺，嚷嚷着
非得让你也去打上一针。大抵那个时候
是恨你的，特别是你那双强健有力的臂
膀。要不是它们，我就不需要每天上学
前都挨上一针，所以你的手臂上，最多
的，就是我的牙印。

如果说小学以后的我，是你最大的
骄傲，乖巧、懂事、还能干。那么中学以
后的我，是你恨不能一巴掌拍死的“讨债
鬼”。

2003 年，第一次被学校找上门。因
为贪玩，学习成绩直线下降，排名倒数。
当着全班那么多同学的面，你一脸尴尬，
一个劲儿给老师赔不是。送我回宿舍的
路上，原以为你会骂我，结果你只是轻轻
说了一句：“幸好来的不是你妈妈，要不
然你肯定要被打一顿。”

2005年，第一次离家出走，在同学家
住了两个晚上。回来时，全家人都到齐
了：外婆、舅舅、阿姨、姨夫……大家围坐
在圆桌边，大姨夫狠狠地数落了我一顿，
我暗暗翻着白眼。原以为你会骂我，结
果你只是轻轻说了一句：“外面那么大的
雨，刮着台风，真怕你被吹走了。回来就

好！”
2006年，第一次勤工俭学，花了一个

月的工资为你买了一件羽绒服，结果袖
子太短。当时你嘟囔着：“我又不需要，
钱还不如省着。”第二天妈妈告诉我，你
拿着我那件衣服嘚瑟了一晚上，还抱着
睡觉。至今，那件衣服还留在你的衣柜
里。

2008年，第一次和你吵架，嘴里恶狠
狠地说：“我和你不过是流着相同血液的
陌生人，我只欠你一半的血，现在还给
你！”吓得你半天没说话。后来，我开始
了与你长达 5 年的冷战，5 年时间里，未
曾和你说过一句话，更不曾叫过你一声

“爸爸”！
2013年冬季，和朋友在云南旅游，说

要给家里带礼物。妈妈说：“你爸说他什
么也不要，只求你能叫他一声爸爸。”我
一个人蹲在丽江的青石板路上失声痛
哭。生为你的女儿，骨子里有与你一样
执拗的血，这场长达5年的战役，以你的
妥协而告终。

2017年春，我上了报纸，整整一个版
面，那天晚上回到家，桌子上放着厚厚一
叠报纸，朝上的是有我的那面。我问他，
那你有没有和你的同事说。“有，我跟两
个、三个，哦，不是，是四个人说了。”你大
概是激动得，有些语无伦次。“桌子上怎
么有那么多报纸？”“我把厂里的报纸都
拿回来了。”你脸红了，像个害羞的孩
子。我看见的你眸子闪闪发光，就像夜
空里的星星。

都说，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情人，欠
了债，今生是来还债的；都说，女儿是爸
爸今世的小棉袄，暖暖的，贴心；都说，女
儿是爸爸这一辈子最大的牵挂。

爸爸，你陪我长大，我伴你到老。

亲情笔记

你陪我长大，我伴你到老 □子染

《小杂货店门口的植物》

地点：富春街
时间：2017年11月2日

这个秋天，我老觉得自己的心沉甸
甸的，但却不是那种压抑和低沉的感觉，
而是那种似乎连走路都沉稳的感觉，充
满着一种坚实的欣喜。我搞不清这种感
觉从何而来，直到有天深夜，我走向阳
台，从一个大纸箱里摸出个大砀山梨时，
我才恍然大悟。

我一直不爱吃水果，但这阵子一天一
个大梨，这真是被逼的，因为梨太多，不吃
就得坏。梨是三十年前的同学现居住在
砀山县的老李寄来的，砀山县号称“梨
都”，梨的品质全国闻名。在我们年轻的
时候，他放假从家里回来，总要带几个梨
给我。那时候物流没这么发达，砀山梨很
罕见。如今三十年过去了，我在楼下的水
果摊就能很方便地买到砀山梨，但他却还
是寄。这阵子他在微信里猛晒果园的照
片，那阳光照耀的嫩金色的硕果累累的果
园，那果农开心的笑容，那堆成小山般的
果实……我似乎都能闻到果园里那种芬
芳、甜美、清新、饱满的气息。我就在他晒
的图片下猛点赞，这就导致了他连招呼都
没打，一古脑的寄给我足有百把斤的砀山
梨。那就吃吧，而吃着吃着，那多汁、甜爽

的滋味总是让我的心飘向果园，飘向那一
派收获的喜悦，我就想，那坚实、诚实的拥
用感真的是很美丽。

这个秋天，我还去了趟东北，到了一
个叫桓仁的小县城。去的时候，我有点
漫不经心；去了后，却在心里大呼走运，
我真是在一个对的季节来到了一个对的
地方。在那个辽东山区的小县城，我一
下子走向了秋天的精华，触摸到了秋天
的绚丽的灵魂。在我印象中，秋天总是
灰朴朴、肃杀杀、冷嗖嗖的，人总是缩头
缩脑的，而在桓仁漫山遍野红得就像燃
烧的火似的枫叶中，这种感觉被一扫而
空。那种亮丽、那种空灵、那种纯粹，那
种洁爽……一波一波地震撼着我心灵。

在桓仁，我看到了地道的北国风光，
那风光还让我想到许多名字，屠格涅夫、
契诃夫、浦宁，普里什文、巴乌斯托夫斯
基、巴扎科夫……我在他们的笔下，都看
到过类似的北国的秋天的描写，他们优
美的文笔和诚挚的情感都给我留下深刻
的印象，但内容却很难记住，因为没有感
性的认识，而在这个秋天，我又想起了他
们，一切都变得明晰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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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秋天 □余毛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