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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

美食

父亲

奔跑的荠菜团

□ 杨琳茵

雨后，天阴沉沉的，透着寒气。校园里，小路
两旁的柏树，在风中倔强地挺立。呈一字型排开
的二栋平房内，
莘莘学子正埋头苦读。
突然，耳边传来熟悉的呼唤，循声抬头，只见
父亲饱经沧桑的脸略显疲惫；身穿一件洗得发白
的藏青色中山装，衣服上的褶痕，格外显眼；青筋
凸起的双手，
捧着一个蘑菇形的印花搪瓷罐。
父亲会在校园里出现，这太出乎意料。要养
活一家八口，
他有太多的农活要干。
我带着父亲，来到校园一隅。父亲揭开了搪
瓷罐盖子，麦香就从挤挤挨挨叠在一起的馄饨中
蒸腾开来，荡漾在校园的天空。父亲取了个馄饨
让我品尝。馄饨放进嘴里，竟然是温热的！天气
寒凉，路途遥远，搪瓷罐又极易散热，我的味蕾还
能感受到馄饨的温热，这太不可思议！我忘了馄
饨是什么馅的，
也忘了滋味如何，
只有那温热的感
觉，
刻在了心里，
一直不曾忘怀。
我仿佛看见父亲一步一滑，沦陷在漫漫无尽
头的红泥路上。这种红泥，未收干前，格外粘脚，
“叭叽”
“叭叽”
，
步步紧跟。想要挣脱它，
就得觅一
石块，在上面使劲刮蹭，刮下几坨泥，才能换得片
刻轻松。若继续前行，它又会如影随形地缠着双
脚。父亲那军绿色的球鞋，
就这样染成了红色，
裤
脚上也沾满了星星点点的红泥。
寒风凛冽。几只鸟儿栖息在路边光秃秃的枝
干上，它们默然凝视着这位深一脚，浅一脚，努力
前行的男子。它们奇怪地发现，
他的外套，
扎成了
包裹状，
他用胳膊将包裹紧拥在胸前，
生怕有些许
闪失。到底是什么奇珍异宝，值得他如此小心翼
翼地呵护？事隔四十年，在同一学校读书的妹妹
回忆说，
那是牛肉馅的馄饨，
咬一口，
味极鲜，
嘴生
香。
爱子女，父亲总是竭尽所能，对他人，又何尝
不是如此？
那年春天，
邻居家来了一位亲戚，
一个文弱的
后生，面容清秀，皮肤白晰，遗憾的是精神上出了
点状况，
他竟跑到后山去轻生。父亲得知后，
旋即
冲向后山，
寻遍了角角落落，
才将
“自挂东南枝”
的
后生及时解救。父亲独自背着他，磕磕绊绊往山
下赶。山上长有太多的柴草，父亲的鞋跑丢了都
顾不上拣，
赤着脚奔走在崎岖的山路上。脚，
磕破
了，
血，
染红了脚丫。
回到家，父亲汗流如雨，腰累得弓成了虾米。
母亲心疼父亲，
怪他太拚命了。父亲回答说，
脚伤
会慢慢好的，
救人一定要分秒必争。
父亲一生命运多舛。
父亲很小的时候，
我的祖父就去世了。挨饿，
是父亲的家常便饭。有一次，父亲在院子里发现
一个小冬瓜。当时父亲年幼，
不知冬瓜为何物，
只
是觉得这长在藤上的瓜，
一定味美；
这冬瓜表面的
绒毛，吃了能温暖饥寒的肚子，可一口下去，父亲
就后悔了，
这世上竟然有那么难吃的瓜！
父亲十岁那年，日本鬼子侵占了父亲所在的
村子。一天午后，
随着一声枪响，
一只鸽子扑棱着
翅膀，跌落在父亲脚前。父亲见是日本鬼子打下
的鸽子，猫腰拣起就跑，子弹嗖嗖地从耳旁飞过。
父亲拐进一弄堂，躲进了一村民家中。日本鬼子
找到了祖母家，逼她交人，终因父亲没敢回家，侥
幸逃过一劫。
十七岁时，父亲参加了解放军，当过勤务兵，
也当过报务员，
还参加过解放温州洞头岛的战斗。
父亲复员后，进了杭州的某工厂当了工人。
其间生育了六个子女，
夭折了一个。
父亲在山边开垦荒地，种小麦，种蕃薯，种大
豆……贴补家用。
一天，一辆厂车把他及家人强行运回了老
家。父亲用开了二十年刨床的手，靠着在部队识
得的几个字，
拿起了笔，
一沓沓装有申诉材料的信
件，
寄往相关政府部门。受了那么大的冤屈，
我只
听他抱怨过一句:“做人怎么可以那么坏呢，完全
是无中生有！”父亲经过十年锲而不舍的努力，终
于拨开云雾见晴日，
重回单位办了退休手续。
时间如白驹过隙。一转眼，父亲便成了太爷
爷。团圆的日子，大家围坐在餐桌旁，由于挑食，
或怕得“三高”，常把肥肉，皮上带毛的肉，横存桌
面。
孙辈们如此，
父亲总是眼疾手快地接住，
往自
己嘴里送。儿女们如此，父亲会劝说：
“带毛的肉
吃下去，可以暖肚子。”女婿，儿媳妇如此，父亲当
作没看见。
父亲，也会偏心，他一偏心，便走进了儿媳妇
和女婿的心头。
父亲一生节俭，
但遇见有人需要帮助，
他不会
拒绝，
所以也难免上当。
那天，
父亲正在楼下散步，
耳边传来喊舅舅的
声音。父亲停下脚步，一中年男子拎着个空编织
袋赶上前。他对父亲说:“舅舅，我买东西还缺一
百元钱，
你能借给我吗？
”
父亲想，
这是哪里冒出来
的外甥呢！只是出门办事不易，不能让人说借点
钱都那么小气，于是，从兜里掏出一百元，还没等
父亲把钱递过去，那人抢了就跑，编织袋也不要
了。父亲把编织袋拿回家，
放在门背后，
母亲见门
后多了个编织袋，
就问怎么回事，
父亲把经过一五
一十地告诉了母亲，母亲揶揄道:“叫你舅舅，你就
给钱，
叫你老爸，
岂不是老底都兜出？
”
父亲只得讪
讪而笑。
像山那样厚重，坚忍，像老黄牛一样只知耕
耘，
不计回报的父亲，
还是驾鹤西去了。在儿女的
心目中，
慈善的父亲怎能走得那么猝不及防！
夜深人静，
黑黑的天空下，
惟有滑落的泪珠晶
莹。

冰箱的冷冻格里贮存着好几团冻成冰坨子
的荠菜。这些荠菜是我久居乡野的岳父母一朵
一朵在附近的果园里挑来的。最早的荠菜挑于
11 月，最晚的挑在春节之前。对于懂得荠菜的
人来说，那时正是荠菜最为鲜嫩的时段，那种鲜
嫩，打个比方，是可以和山中茶园里最早冒出枝
条的新芽相提并论的。
荠菜是舌尖上的美味，从古到今，深受人们
喜爱。诗经中的荠菜已是美蔬的标杆。
“ 谁谓荼
苦，其甘如荠”，卑微的荠菜在唐代已成宫廷雅
食。宋代文豪、美食家苏东坡夸赞荠菜是“天然
之珍”，
“ 虽不甘于五味，而有味外之美”。范仲
淹作《荠赋》则嚼出了宫商角征。妙哉！吃荠菜
还能吃出音乐的味道。
荠菜有很多吃法。古籍记录，荠菜加米粉
同煮为荠米糊，久食可延年益寿；荠菜粥，清肝
明目；荠菜凉拌，可配白粥或做下酒小菜；嫩荠
菜可下火锅吃，是一口解腻消食的清鲜；和鲜肉
冬笋末同拌可做春卷。平常，这种外脆里嫩的
春卷放不到正式开席，就被贪嘴的小孩子一根

接一根抢着吃完了。此外还有荠菜饺子、荠菜
馄饨，都是吃了以后让味蕾默默惦记的销魂滋
味。
让人齿颊留香的荠菜，看上去很柔弱，但其
实是一种生命力特别强的野菜，不惧严寒，不择
地壤。在野菜界，应该说它是当之无愧的春之
信使。这信使早已抵达了上帝创造的乡村。田
间地头常见，塘坎溪岸习见，房前屋后多见。这
信使也早已悄悄抵达了人类所创造的都市，东
一棵，西一棵，虽然零零落落，也许无人理睬，甚
至命运堪忧，但总带着信使固有的笑颜。比如
有一天，我沿着黄昏的运河散步，在游步道的石
板夹缝里发现了一棵长得有些委屈的荠菜，而
它的同伴，早已随岁岁年年的春风走到了千里
之外。
从冰冻格移到冷鲜格中慢慢解冻的“荠菜
团”，它的下半球还包裹在凛冬的冰晶中，上半
球，已是一派鲜绿的江南春色！
人间三月，河流解冻，草木萌芽。伴随着命
令闪电拉开春之序幕的雷霆，一只足够结实的

□许志华
荠菜团，裹着磅礴的诗意，表面粘满鸟语花香，
从荒寒的大地深处轰隆隆地滚来。
一只满载春消息的荠菜团，像美好的春天
本身，带着祝福的光晕，滚过每一个在日常中消
逝的美好瞬间。滚过大雪纷飞的十二月，滚过
一家人围坐吃春卷的立春，滚过雨水，滚过惊
蛰，滚过繁华似锦的春三四月。在古老的华夏
大地上滚动着。一个开挂的荠菜团，一场沿袭
最美的节气路线你追我赶的马拉松。
它是要跑到饺子中去的，它也是要滚到春
卷里去的，它还是要跑到团子里去的。它是奔
着舌尖去的，它也是奔着春光去的，它还是奔着
人类最深最浓的感情去的。它是奔着一首诗去
的，它是奔着故土家园去的。
一只只从时间和历史深处滚来的荠菜团，
国家地图上大大小小密密麻麻的小点。一只滚
动的荠菜团，代表一颗向爱向美滚动的心灵。
一只决心带着旧时光一起奔跑的荠菜团，它就
是一种翠绿的乡愁。一只跟着感觉滚动的荠菜
团的爱情，它是奔赴和等待的距离。

春天的消息
陈耀/图 地衣/诗

小鸟通红的脚趾攥紧
这一根根春天的电话线
仿佛有一个远方的消息正从
它们紧贴的胸腹通过
仿佛它们不需要用耳朵聆听
它们只需凭借疾驰的电流
凭借灼烫到微妙的震颤
去接收一句陌生的问候
而在拥挤的乐句里肯定会有
一个被孤立出来的音符
如同在集体的轰鸣中
砍削出一支安静的尖喙
一个瑟瑟发抖的春天

闲话

春天这个美嫁娘
春天给我们以一种愉快的矛盾之感，
一方面，
理性告诉我们，春天是庞大的、是无孔不入的，它
是以铺天盖地的方式来临的；
但另一方面，
我们又
固执地认为，
春天是娇羞的、
苗条的、
花枝招展的，
就像一位待字闺中的美丽姑娘，不安而又渴望着
开始新的生活。产生这样的一种想法的时候，我
正站在自家高高的 31 层的露台上，望着楼下一条
长方形的江滩。春天的来临总要有一种载体，不
能太大而无当，就像新娘出嫁总要坐个轿乘个车
一样，那么春天这位新娘应该以什么样的一种方
式出嫁呢？
一群鸟从眼皮底下不紧不慢地翩翩飞过，顿
时沉寂不动的江滩突然变得灵动非凡起来，那一
刻，
我忽然感到大地有一种奔腾之势，
我脑海里灵
光一现，
如果我们把握不住之广泛而浩大的春天，
那么何不将春天浓缩并请到这片江滩上来呢？就
让这片江滩作为这位新娘的车厢好了。而车必须

有两只轮子，那么第一只轮子是什么呢？我的目
光落到江滩上渐次开放的油菜花上。一星期前，
我就在江滩上农民种的菜地里找到了几星鲜嫩的
油菜花，
我拍了照片放在朋友圈里炫耀，
挖苦朋友
们都是些慢半拍的人，总是在我找到春天里最早
的油菜花后，
他们才迟钝地发现油菜花真的开了，
然后个个都拍，导致朋友圈黄灿灿的一片。那么
就让这江滩上正在蔓延的油菜花做第一个轮子
吧，它是只无声而绚丽的色彩之轮。那么第二只
轮子是什么呢？我一时想不出。
深夜的时候，
我又站到露台上，
忽然听到了点
点滴滴的蛙鸣。我在江边住了近二十年，我知道
蛙鸣的过程，
先是三两只，
试探性的，
怯生生的，
不
那么理直气壮地鸣叫；
然后胆子大了些，
开始叫得
响亮了；
这先行鸣叫的几只又鼓动了其他的青蛙，
它们也开始鸣叫起来；
然后，
终于演变成澎湃如潮
的蛙鸣。辛弃疾的
“稻花香里说丰年，
听取蛙声一

□ 余毛毛

片”，我觉得与我楼下江滩的蛙声相比，气势都弱
了。那么何不把这江滩上的蛙鸣声作为第二只轮
子呢？它是有声的、
沸腾的，
它的热情一点都不比
黄灿灿的油菜花差。
春天已在行进，
春天正在行进，
但我还是感到
有点不足，
想找点仪式感，
就像新娘出门要放挂炮
竹一样，但什么样的仪式能配得上春天这位美嫁
娘呢？我摇摇头，
上床睡觉。而睡到半夜时，
只听
到轰的一声巨响，惊得我差点从床上跳起来，额，
原来是打雷了。我微笑起来，
我从床上一跃而起，
是的，
只有利落、
脆爽的春雷的轰响才配得上春天
新娘的出嫁。时光之马正躁动不安地踏着马蹄，
那么这就一辆马车了，正等待着我这位马车夫跃
上赶车位，抖动缰绳，大声吆喝。那么就前进吧，
让我们带着春天这位美得无与伦比的新嫁娘，驶
向幸福，
驶向希望，
驶向爱与美的甜蜜生活。

论调

安贫乐道
□苏丰雷
人因为贫穷而躲进一隅，正如乞丐一心为了
吃饱饭而冷藏了其他欲望。对于写作者这未尝没
有好处。这并不是自觉，而是一种被迫，扪心自
问，当下谁又能强力抵制外界的诸般不良诱惑
呢？然而，
清贫却帮助了写作者，
叫他面对诱惑而
痛苦地闭上了眼睛。对于他，
那诱惑是过盛的、
奢
靡的，
他无法去品尝，
他的现状叫他无法贪婪。他
面对种种切切的诱惑，而他没有条件索取任何一
丝一毫，而只能叹息地闭上了眼睛。诱惑便如此
与他无缘了。而他也避免了在浅尝与贪婪之间因
掌握不好火候而带来的危险，世人谁面对诱惑又

能把握好呢？
贫穷与孤寂成了一对兄弟，情同手足的难兄
难弟。贫穷者掌握了大量孤寂来玩味孤寂，这大
概也形似富足者拥有大量无聊时间而玩味无聊一
样，
只是后者选择的菜单更多而已，
这也使其将无
聊时间化作高贵的精神漫游的难度加大。清贫者
大约都会逐渐掌握一门艺术。有人学会甚至精通
了一种或数种乐器，有人出类拔萃地掌握了一门
手艺，
有人擅长发明各种新奇的玩意儿，
有人甚至
开创了一些新的艺术门类，等等。这都是由于孤
独才养成的一种习惯，而习惯也是艺术创作的必

要条件。只有习惯性地动手练习，习惯性地思考
琢磨，
才会不断创造出艺术的合格品，
其艺术才能
不断地提高，
才会持续地从艺术本身获得幸福。
人类财富拥有的状况中，贫穷给人的孤寂是
最实用的，
它意味着你必须超越孤寂。由于清贫，
这种更多是精神上的超越便本质上给了人幸福
感。这比物质给人的幸福感稳固、可靠。这就是
人不该贪婪地追求物质，而应该安贫乐道的原因
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