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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怀

肖像

饼是故乡甜

乡村英语老师

□宋扬
今秋多雨，湿漉漉的桂花还没
来得及飘散香气，已米粒般落了一
地。去年中秋节那天，也是稀里哗
啦一场雨。料想，今年的月，怕是
看不见了。桂香又无处闻，心头便
思念起儿时的明月来。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
能赋予月如此文雅称呼的诗人必
是富贵子弟。于农村孩子而言，
“小时不识明月美，只盼中秋月饼
甜”才是我们内心对中秋节的真实
期待。
中 秋 节 这 天 ，除 了 割 肉 打 牙
祭，母亲照例要买回四块月饼。月
饼只有两种——锅盔和麻饼。锅
盔外面是干干的面皮，被烘烤到一
掰就脆裂，里面刷一层薄薄的红糖
汁。锅盔裂缝处偶有红糖渗出一
点点，甜甜的香气就随着赶集归来
的母亲氤氲了山间小路。麻饼更
精致一些，单是把麻饼周身的芝麻
粒一颗一颗抠下来，已能让满嘴持
续生香。掰开麻饼，炒焦的花生仁
与泛着光泽的糖浆簇拥在一起，诱
人垂涎。
中秋节的晚上，我们一家四口
围着小方桌坐下。晚饭真丰盛

啊！一大碗莲花白炒肉摆在四方
桌中央，咸的；四块月饼分别放在
我们面前，甜的。我和妹妹早已迫
不及待地消灭了属于自己的那
块。我们眼巴巴盯着父亲和母亲
面前的月饼，父亲和母亲就一人掰
下一小块，把剩下的一大半放到我
们碗里……
远在城市当工人的大伯偶尔
带回盘子一样大的月饼，切开来，
送给我们四块。大伯和父亲分家
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两家打牙
祭时，都端一小碗肉给对方。
吃完肉，吃完月饼，我们一大
家子在院子里晒月亮。大伯从堂
屋扯出一条高条凳，他问我们几兄
弟，你们谁能脚不沾地，从凳子底
下钻过去？我们这些平日里爬树
遛山的“猴子”立即跃跃欲试。这
看似简单的动作，却是对柔韧性和
手臂腰腹力量的大考验。一次一
次的失败后，我们终于成功啦！父
亲很炫耀地展示他当兵时的操练
科目之“金鸡独立”——一腿平举，
一腿站立，站立之腿缓缓蹲下，平
举之腿始终保持水平状态。父亲
驾轻就熟，我们却东倒西歪侧翻在

□厉勇
地……
我们也赏月，大伯和父亲都不
是文化人，
“呼作白玉盘”的诗句是
断然没有教过我们的，
“天狗吃
月”、
“ 吴刚伐桂”的典故倒是有头
无尾地讲了一些，支离破碎的，记
忆终没有吃月饼、钻高凳和玩“金
鸡独立”那般深刻。
在我们的欢声笑语中，中天的
月已不知不觉躲进了老桉树的繁
叶间，躲到了草房子的后头，落入
了河对岸黑柏林的山尖……
往事依依，物是人非。退休后
回到老家生活的大伯上山砍柴，不
小心坠落山崖，从此与我们阴阳两
隔。和我一起进了城的父亲也苍
老到再不能展示他的“金鸡独立”
了。
偶有几次，深夜下班的路上，
我在城市高楼的缝隙寻找躲闪的
月亮。城市的灯火太绚烂，在它们
面前，月亮的清辉有一种淡到绝望
的孤寂。
月是故乡明，饼是故乡甜。我
的故乡，你在明月淡淡的清辉里，
可还是当年的模样？

闲话

撑到地久天长

我进入初中才开始学习英语，
尹老师是我的第一位英语老师。
光从外表上看，尹老师是一个
身体有缺陷的人。他走路时一瘸一
拐，身材瘦小，而且身子很单薄——
也许比一块豆腐干厚不了多少。看
起来很斯文，但经常为小事情和学
校里的老师，甚至学生吵架，一旦吵
起来，
便不肯善罢甘休。
他在我们那所农村中学也算是
风云人物，会两门外语——英语和
法语。而且从他课堂上给我们讲的
题外话中，我们知道了他的很多和
老外打交道的“光辉经历”以及一些
趣闻佚事。他骄傲地对我们说：
“就
算在整个县城，恐怕也找不出第二
个像我这样精通两门外语的人了。
”
尹老师经常在课堂上灌输他的
一些“经典思想”。比如他常说你们
学的就是“聋子英语”、
“哑巴英语”，
也就是不会听不会说的英语。他说
这话，其实也有一份无奈。但他还
是试图用自己微不足道的力量努力
改变这种状况。
他只是个乡村教师，放学后，组
织他教的班里对英语感兴趣的成绩
好的学生，到他的房间去看英语教
学片。一个很狭小的房间，挤满了
我们这些学生。尹老师边看边给我
们解释。
不仅如此，有段时间他搞过一
个英语角的活动。利用双休日的时
间，一些学生和他一起去杭州的六
公园（那里有很多老外和中国人练
口语）练习口语。
尹老师做这些完全是义务为我

们服务，没有工资也没有任何回报，
凭心而论（尹老师最喜欢用的词）他
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老师。
只是尹老师上课，经常跑野马，
一跑起来便刹不住。他课堂上的题
外话太多，有时两节课就单单在讲
题外话。值得庆幸的是，在他的题
外话中，还包含了很多学习方法。
比如他经常给我们讲有意记忆和无
意记忆，告诫我们记单词不要死记
硬背，因为有很多单词可以根据发
音来记，然后他会举个例子。他经
常说读书要细水长流……
有一件事情还不得不提。初一
第一学期结束，尹老师报了几个同
学的名字，这其中包括我。他说，他
要送我们每个人一张照片，因为我
们都考了 90 分以上（满分 100）。这
张照片是他在香港回归那天，在香
港游玩时，和英国一对爷孙一起照
的。从尹老师手里接过那张照片，
我看到上面是尹老师和一对爷孙灿
烂的笑容。照片上还有尹老师刻的
两行字“中英三代凡人，同庆香港回
归”，这是一张有纪念意义的照片，
我一直珍藏着。我想尹老师是用他
独特的方式鼓励我们学好英语。
真的很庆幸，我的英语在尹老
师教的时候就打下很好的基础。我
对英语学习有着浓厚的兴趣，学习
成绩也一直不错，从来不会像别人
那样把英语学习当成负担。
一个英语启蒙老师，能做到尹
老师这份上，也算是学生的幸运了
吧。

□阿紫
父亲和母亲常常聊不到一块
儿，
通常说不了几句就会互怼，
继而
一同保持沉默。我妻子曾说，他俩
如果是在如今这个年代结婚，过不
了两年就会离。
几年前，
有一次母亲大便失禁，
我们去探望时，家里臭气熏天。已
经两天了，
父亲都没帮她擦拭，
更没
有换衣裤。我妻子硬着头皮、忍着
恶心，帮母亲擦干净身子，换好衣
裤、床单、被套……回家路上，妻子
说母亲这辈子真可怜，嫁了这么个
不负责任的丈夫。
之后没多久，
父亲确诊结肠癌，
手术切除了所有肠道以及胆囊，靠
人造
“造口”
排便。粪水几乎天天溢
出，
母亲每天都在帮他清洗，
从无怨
言。我妻子由此更觉得母亲冤，完
全是单方面付出。
我劝妻子再观察观察，不要草
率下结论。老戏骨们拍戏，为了揣
摩角色特点，
都会写
“人物小传”
，
我
私下也给父母写过“小传”。母亲
16 岁离开老家农村到上海打工，当
过保姆、做过纱厂挡车工……她一

生吃苦耐劳；父亲在长辈们看来从
小“好吃懒做”，都是爷爷惯的。爷
爷是一家大型印染厂头号技术骨
干，解放前和解放后，工资都很高，
父亲在 20 岁之前，没吃过什么苦。
后来一直端着铁饭碗，因而一生都
怕脏怕累，这并不代表他对母亲没
感情。
果然，我妻子后来渐渐给父亲
平了反。有一回父亲卧床不起，母
亲给他喂药。父亲数了数药片，说
不对啊，怎么这么多？母亲说傍晚
还要吃一次，太麻烦，她合并成一
次，
让父亲吃了可以安心睡觉。
父亲当然没有一次都吞下，那
种药副作用很大，加量吃容易引起
肾衰竭。
“你妈这人，做事毛毛糙糙，喜
欢胡来。唉……”
父亲叹了口气，
并
没有怪罪母亲。
前些天母亲左眼视网膜出了
点问题，视力降到了 0.02，几乎失
明。去医院打激光后，
效果很好，
当
即恢复到了 0.5。出了医院，
母亲感
觉太阳光格外刺眼。这时父亲不慌

不忙掏出早已准备好的墨镜……我
们都没有想到这个细节，父亲却做
了充分准备。
“我现在一身的病，活着很累，
但又死不得。不然你爸谁来照顾？
你们还没有退休……”母亲近来常
对我说。
“你妈傻乎乎的。在她眼里，
‘瘌痢头儿子——自家的好’，家里
个个都是好孩子。我活着能镇得
住，
尚能风平浪静。我如果死了，
你
二哥和大侄子怕是会闹翻天，你妈
恐怕房产证都保不住。这么大年
纪，假如居无定所，她能承受得住？
怎么我都得挺住，
等把她送
‘走’
了，
我才能安心上路。”前些天，父亲推
心置腹地对我说。
回家后我告诉妻子，她很受感
动。这老两口，
两个重症病人，
都想
着“掩护”对方先走，之后自己才能
死得瞑目。想想我们自己，未必有
这么深的交情。
父母亲今年都已经过了 85 岁，
希望他们都能为对方撑着，一起活
过 90 岁，
努力争取撑到 100 岁……

记忆

印象中的王介南老师

名家

吃瓜
□王祥夫
香瓜是夏天的水果，香瓜一下
来，正是夏天刚刚开始，香瓜一收
场，
夏天也就过去了。
香瓜据说是不能把它放在“水
果”里的，但人们像是习惯了，总是
把它放在水果里边。在这里要说一
句的是，民间的水果这种说法应该
是相对干果而言，所以这么一说，香
瓜是可以放在水果里边的。香瓜很
少见有人把它干制成果脯、果干样
的东西，但腌香瓜却实在是一样味
道很不错的酱菜，好像是著名的保
定酱菜里边就有酱香瓜，保定的酱
菜是向来很有名的，用小篓子装的
那种，我个人认为保定的酱菜要比
北京六必居的酱菜要好，六必居的
酱菜太咸。倒是北京韭菜园的酱黄
瓜实在是一样美味，以之下一碗白
米饭，可真是比吃肉都香，或者是早
晚喝粥，韭菜园的酱黄瓜可以说是
最好。我的朋友静泉兄不但是酒喝
的好，也会腌香瓜，他把他腌的香瓜
送我几枚，下饭实在是好。说到香
瓜，内蒙的巴盟香瓜是我们那一带
能吃到的最好的香瓜，甜是肯定的，
而其香却更不能让人忽视，家里买

几个巴盟香瓜放在那里，那香味会
一会儿一会儿的飘到你的鼻子里边
来。其香气不比每年春节前后的佛
手和木瓜还有香橼逊色。只是夏季
的香瓜不宜久放，也只能闻一两天，
如果不吃，是很快就会坏掉的。夏
天的水果里，香瓜的香气实在是让
人喜欢，如果它是冬季的水果（这里
又在说水果了，因为它们不是干果，
所以就只能把它叫水果），比如它上
市的时间如果正好是年前年后，那
我想人们对佛手和木瓜和香橼的喜
欢会大打折扣。
因为今天的案头正好放着两个
皮色发白的巴盟香瓜，香气是一阵
一阵地飘过来，所以不免要记一下
香瓜。香瓜虽可以做酱菜，但一旦
把它做成了酱菜，其香气是一点点
都让人闻不到了，只是格外的脆嫩
好吃而已。也只是酱菜了。
案头的这两个香瓜，计划明天
就要把它吃掉，此刻闻着它，觉得自
己像是还在夏天里，其实立秋已经
有半个多月了，虽然此刻还在不停
地搧着扇子。

□陆全林
1998 年，在夏家鼐老师的引荐
下，我认识了王介南、蔡乐群、羊晓
君、陈礼君、柯士成等富阳书画界
大咖们。在这以后，我和王介南老
师交往最多，印象最深刻，收益颇
多。
在一般人眼里，60 岁已经到退
休的年龄，该是享清福的时候了，
更何况王老师的家庭条件也很不
错，自己享受离休待遇，妻子也是
退休老师，儿子、媳妇是机关公务
员，整个家庭幸福满满的。但是王
老师离休以后好像是开始了人生
的又一个新起点。1984 年离休以
后，先是专注于书法练习和研究。
1985 年获得首届中央电视台书法
大赛三等奖，1988 年获得国际和全
国两项大赛一等奖，1989 年—1992
年搞笔具革新，连续申请并获得国
家专利，1994 年在新加坡举办硬笔
书法展，1996 年中央电视台专题报
道了王老师的笔具革新事迹。
1996 年以后王老师又开始探索宇
宙的奥秘——对《洛书》的研究。
他 先 后 出 版 了《洛 书 ∙ 终 极 理 论
——一个单独的公式》
《洛书∙宇宙
模式图论》等一批著作及大量的论

文，获得了国内许多顶尖专家的高
度评价。扪心自问，如果王老师没
有那种爱国情怀、没有博大精深的
知识、没有一门心思搞研究的钉子
精神，不可能作出如此卓越成就
的。
最使我难以忘记的是王老师
对我的谆谆教诲和兢兢业业的工
作态度。第二次见面，王老师就拉
着我的手，来到了他的书房，首先
拿出为我量身定写的一幅对联“论
古 不 外 才 识 学 ，博 物 能 通 天 地
人”。他对我说，这是民国书法家
于右任老先生写在南京夫子庙江
南贡院旧址的一副楹联，我们作为
教师应该懂得：评论古今离不开才
情和学识修养，博览万物能通晓自
然和社会规律。所以一个人不管
年龄有多大，都要终身学习。接下
来王老师拿出他研究的学术专著
《洛书∙宇宙模式图论》。他向我娓
娓道来，为什么要探索宇宙奥秘，
他已经研究到什么程度，以及和出
版社商榷出版事宜等等。我是云
里雾里，几乎一窍不通，但是王老
师还是津津有味给我讲了一个多
小时，俨然是老师在给学生讲课的

动人场景。特别使我惊讶的是，王
老师那么厚的一本专著，全部是钢
笔誊写的，每一个字刚劲有力、结
构匀称、线条协调，几乎就是一幅
无可挑剔的艺术作品。
第三次见面，是王老师带一批
书法家到江丰中学送文化下乡，那
个时候王老师已经是耄耋老人了，
可是王老师一到学校就投入到紧
张的书法创作之中去，我多次劝他
中途好好休息一下，王老师却说，
送一次文化下乡不容易，我自己累
一点不要紧，
尽量多写几幅吧。
后来还有一次，他把《王介南
书法集》请夏家鼐老师转交给我，
当我拿到书法集的时候激动得快
要流下眼泪，想不到王老师还记得
我这个无名小卒，更何况只印了
1000 册啊。现在我有空就会欣赏
书法集 6000 个字的一笔一划。
前年我也进入到退休行列，虽
然有“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
想法，但是王老师一直是我的榜
样，特别是他那种终身学习、乐于
奉献的精神更是我余生所要去践
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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