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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月心

记忆

□张天扬

我的幼年和少年时代是在故
乡的老宅中度过的。

很多个月明夜里，我依然会忆
起老宅的月光来。仿佛我还站在
那洞开的窗前，感受扑面而来的清
风的凉意。屋里的灯暗灭了，从窗
口望出去不远处，一轮玉盘似的圆
月正从黑黢黢的小山后树梢旁悄
悄地升起来。如水月色把我身旁
家人们的脸庞染得晶亮，像是舞台
上的高光时刻。

老宅是一幢两层小楼，楼下依
次是厨房、吃饭间、小书房兼睡房，
还有祖母的房间。楼上另有两间
卧室，中间立着一道走起来吱吱呀
呀的木楼梯。院墙隔出来这方幽
静的小天地，背靠一条粼粼的小河
流水和大片的农家田地。

春天的时候推开窗，眼前就是
一幅由油菜花的金黄渲染出来的
实物画卷。小院里养了一架蜿蜒
的巨峰葡萄，夏日的葡萄叶投下片
片巴掌大的阴影，斑驳中盛放着红
白双色凤仙花，花瓣犹如天使的翅
膀，在隐隐吹来的茉莉花的芬芳中

轻轻颤动。我摘一朵洁白的茉莉
花夹到书页中，捻碎红色的凤仙花
瓣，把花汁涂抹在手指甲上。

老宅是安静且悠然的，但我对
它一直喜欢不起来，常常对着院墙
发呆，对别的同学那楼上楼下一起
写作业、一起玩耍的热闹和自由羡
慕无比。

据说父母酝酿建楼之后，他俩
曾经一起吃过大半年极简的饭
菜。由此省下来的工资和从家母
的奶奶（即我的阿太）那里借来的
大头，拼凑其他亲戚出的零散数
额，再用上家父乡下老家拆下来的
木头，这老宅才盖了起来。

因为要偿还借来的数目不菲
的钱，有很多年，家里都省吃俭
用。我把幼时总无可奈何地被穿
上老大老二穿旧的、有好多破洞洞
的衣裤归咎于这栋老宅。那时候
即便是一年中春节才有的一套新
衣服，家母也是尽量往大号里做。
小学四年级做的新棉袄罩衣，等到
了大学里我还可以拿它当单衣穿。

让我难堪的莫过于它没有正

常的卫浴设施。每个周末我都不
得不和家人抬着马桶去江边洗
涮。当我们抬着“香笼”招摇过市
的时候，很多次迎面撞见外地来旅
游的人们，臊得我恨不能钻到地洞
里去。

等后来我们终于搬离了老宅，
我为每周不必再完成此项任务而
欢欣雀跃的时候，也渐渐开始明
白，当初家父家母选择放弃设施更
加便利的公房，执意盖起老宅来
住，大多是因为祖母年事渐高，无
法再回乡下独居的缘故。祖父离
世已久，家父又是独子，需要承担
起照顾祖母的责任。房子不够一
家人挤着住，所以才拖家带口吃下
许多艰苦和劳累，买下这地盖起这
楼。老宅的居住条件不算很舒适，
但是却有足够的空间容得下我们
一家人。

因为知晓了父母的这片明月
之心，老宅在我眼中慢慢演化成一
个道是无情却有情的存在。在无
数次梦回故乡的场景里，它都是我
梦境中唯一的家。

煮南瓜，煨南瓜

饮食

□风丫

午后，是煮南瓜的时候。夏南
瓜大都是扁平的，像石磨一样憨厚
敦实。相比之下，秋天的南瓜长得
更为讨巧。我家的堂屋里，到了七
八月份，堆满了大大小小的南瓜，金
黄的，青绿的，黄中带绿的。大的像
脚盆，小的如汤婆子。到了八月末，
堂前堆不下了，就在楼梯上一级一
级地往上码。左右两边各一个，十
八九级台阶，站在楼下往上看，确实
非常壮观。挑南瓜也是个技术活，
夏南瓜不比秋南瓜粉，粉这个字，在
北方应该叫面。我祖母跟我说，挑
夏南瓜得挑长着麻子的，就是脸上
坑坑洼洼的，凹凸不平，就越粉。我
不管三七二十一，抓住一个南瓜就
开始剖。把南瓜剖开的时候，会发
出呱啦一声，这声音，很有韵味。很
像夏天水田里发出的青蛙的叫声，
只一声，就是一个夏天。对我来说
南瓜粉不粉，并不重要。我在乎的
是它有多少瓜子。剖开瓜后，拿一
把铜勺，把瓜肠连带着瓜子一起刮
下来，夏南瓜水分比较多，往往煮了
一锅南瓜，等瓜熟的时候，掀开锅盖
一看，只剩下了小半锅。不知道的，
还以为中途被人偷走了。

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将南瓜
收入菜部，并有这样的记载：“其肉
厚色黄，不可生食，惟去皮、瓤，味如
山药。同猪肉煮食更良，亦可蜜
煎。”可见煮食应是南瓜最早也是最
基本的食用方式。我们把切好的瓜
一块一块地码在锅的边缘，最重要
的，是把有瓜蒂的那块瓜切得四四
方方的，贴着锅边仔仔细细地码好
了。撒上糖精，就开始煮瓜。瓜熟
了，掀开锅盖，趁着腾腾的热气，装
一海碗，放到碗橱里。其他的，一碗
一碗地装了。然后，一手托着瓜蒂，
一手一碗冒着热气的南瓜，前面阿
婆家，左边三婶家，里弄的五爷爷，
一家一碗，锅底只留下了一点南瓜
汤。

清人高士奇《北墅抱瓮录》说，
南瓜愈老愈佳，适宜用苏轼煮黄州
猪肉的方法，“少水缓火，蒸令极熟，
味甘腻，且极香”，意思是用小火将
老南瓜蒸得烂熟，味道极其香美，这
不单是为了果腹，更多的是一种生
活享受，较早地诠释了南瓜烹饪文
化。高士奇在这里说的是蒸南瓜，
但蒸南瓜不比煮南瓜。煮南瓜的精
妙之处在于起锅的那一刻，瓜皮吃
紧了铁锅的边缘，非得用铲子用力
地铲下来，放到碗里一看，有丝丝缕
缕的糖浆像金线似地牵着，挂着。
琥珀色的，充满了诱惑。瓜皮上有
了焦屑，略微发黑，却让瓜皮有了韧
劲。在那样的午后，两三点钟光景，
别人吃了瓜瓤，我却在瞌睡懵懂中
吃他们吃剩的瓜皮，被家里人当作
笑料谈论了好几年。我也乐得被他
们嘲笑——竟有人把这么好吃的瓜
皮给丢弃。现在想想，那时的我，很
有世人皆睡我独醒的感觉。

我突然想起一本书，是陶方宣
写的。我不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
人，听名字应该是男的。我感到疑
惑的是，他写的这本书叫《张爱玲美
食》。我一直以为像张爱玲这样的
作家的作品，读者相对比较小众；从
性别上来说，男性读者会更少一
些。却不料这本书大大颠覆了我的
认知。他竟还从这样一个特殊的视
角——美食，研究张爱玲的生平。

例如，其中的《煨南瓜》，真让我

有些动容。诚然，张爱玲对吃食是
很有见地的，我觉得她更像袁枚，以
一个吃货的身份对吃食进行评价。
她在小说《牛》中这样写：“鸡还没有
叫，禄兴娘子就起身把灶上点了火，
禄兴跟着也起了身，吃了一顿热气
蓬蓬的煨南瓜，把红布缚了两只鸡
的脚，倒提在手里，兴兴头头向蒋家
走去。”而陶方宣，这样评价：张爱
玲的口味，和《红楼梦》中的贾母一
样，喜欢一切软糥甜烂之物，煨南瓜
正属此例。我想，煨和煮最大的区
别应该是最后有没有汤汁。我理解
的煨，是直接与火或灰接触的。我
小时，煨番薯，煨年糕，是一种大型
活动。耗时长，动静大。细小的，如
煨番薯干，黄豆等，是可以悄悄地进
行的。灶下，饭桌下，甚至上课的时
候。我仔细地读了文中的话，结合
陶方宣的想法，觉得他们所说的煨
南瓜，就是把南瓜放到砂锅里，慢慢
焖，叫蜜汁南瓜煲。做法其实很简
单，把南瓜像切蛋糕似的切开，加入
一勺蚝油腌制二十分钟。在砂锅里
放入一个切成大块的洋葱垫底，再
放入一些蒜瓣，然后把切好的南瓜
往砂锅里摆成花瓣状，沿砂锅边缘
浇上一勺色拉油，开中火烧。十几
分钟后，洋葱和南瓜自带的水份基
本焖干了，再沿锅边淋点色拉油，再
南瓜上淋些蜂蜜，开小火继续焖。
直到微微飘来焦香，开盖，最后撒点
葱花，淋点热油。砂锅底部滋滋地
冒着泡，空气里满是南瓜敦厚朴实
的香味，还有蜂蜜的甜香和蒜瓣洋
葱略显厚重的味道，会让饥饿的人
感觉更饥饿。对于想过嘴瘾的人来
说，其实是一种折磨——烫，很烫，
颇有热豆腐的感觉。这时南瓜早已
烂熟，瓜皮已脱落，夹起一块南瓜，
险伶伶地送到嘴边，真担心掉落了，
又担心送到嘴里烫着了。只有味觉
是享受的。味觉在食物将到未到的
时候，充分展现了预判的能力。预
判时候的想象，其实比现实更为美
好。

留下来的南瓜汤还能派个好用
处。把几块瓜瓤剔到盆中，放入一
些面粉，加点白糖，拌匀了，用力地
按压，一遍又一遍，直到手揉酸了。
最近，我看到有人用料理机和面，快
又省力，而且还很均匀。让一项漫
长又费力的劳作变得这样省事，不
知道是好还是坏。和完面后就可以
上锅蒸，出笼了就是一个个黄灿灿
的南瓜馒头，像是变魔术一般。记
得袁枚《随园食单·点心单》里的金
团：“杭州金团，凿木为桃、杏，元宝
之状，和粉搦成，入木印中便成，其
馅不拘荤素。”有人说袁枚的食谱大
多属于编写和采集，我觉得这个点
心单应该不是，当时，他就在杭州，
所谓看得多了，自然也会做了。至
于馅料，南瓜饼一般不做咸料，以豆
沙枣泥居多，更没听说过南瓜饼有
萦馅一说。南瓜饼却有煎炸的，但
那是糯米粉做的。做法和南瓜馒头
如出一辙，但馒头会发酵，个子会长
大。南瓜饼上笼蒸熟了，不改身材
模样，却变得有光泽，亮亮的，仿佛
经了喜事的沐浴。

南瓜汤据说是一味好药，能降
血糖。也有人说，吃多了，容易坏肠
胃。我却觉得，好好的食物，一旦与
药联系在一起，总少了点吃的快
乐。我愿意为吃而吃，吃得快乐，快
乐地吃，无他。

那帮“外地佬”

边缘

□汪善浩

我家后面东北方向相距十多
米的位置，矗立着一幢七字型的四
层高楼，墙面用白色长条墙砖铺贴，
经过岁月的洗礼，有褪色的或破损
脱落的，远远看去，有些斑斑驳
驳。

这几年富阳部分城区及灵桥
镇周边一带村庄都已拆迁，大批民
工便涌入到礼源来了。这幢四层楼
房是我堂姐家的，堂姐一家长期居
住于城区，这幢楼房已空置20多个
年头，这几年把四层楼的所有房间
都租了出去。

租客们男女老少总共加起来
约摸有三十来号人，河南的，安徽
的，云贵地区的，他们来自全国各
地。大部分是夫妻俩人带着孩子
的，平时听他们讲话基本都是用各
自的家乡方言。虽然近在咫尺，我
们迎面往来却从不搭讪，也不交流，
仿佛是生活在二个世界里。

这些“外地佬”在这里刚租下来
的那段时间里，确实给我够喝一壶
的，每天天未放亮，他们开始大呼小
叫。一会是女的拉长嗓门在喊着谁
的名字，一会又是男高音跟着吼叫，
估摸着是孩子赖床吧，父母在轮番
催促着孩子起床。喧哗的嚷嚷声每
天会把正在酣睡中的我吵醒。

我迷糊到天大亮起床，吃罢早
餐出去遛达经过他们那里时，整幢
楼已冷冷清清，大人们早已奔赴各

自的工作岗位，小孩们出去上学。
午饭后，我按时午睡。“……路

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
风风火火闯九州啊，嘿嘿，嘿嘿呦嘿
嘿……。”一阵声嘶力竭的吼声，从
空中迫击炮似的猛轰过来。把刘欢
的“好汉歌”唱得五音不全，不堪入
耳。声音远超正常音量，足有125
分贝，把我冲击得心神不宁，无法入
睡……晚上我们一家吃完晚饭，正
坐沙发上看电视，他们才开始陆陆
续续回来。不一会，“叮叮当当”，

“咚咚咚咚”，锅碗瓢盆，砧板刀具，
各种杂乱的击碰声、敲打声混合一
起，不绝于耳。这场热闹的晚宴交
响曲不奏个半来个小时，决不会罢
休。我是个特别喜静的人，无奈之
下，只有避开喧闹声去荡马路。离
家没走几步，抬头望去，四层楼正面
的窗户几乎都敞开着，灯火通明。
女人们站窗边煤气灶具旁，挥舞着
锅铲“噼里啪啦”在炒菜做饭。一群
小孩阳台上追逐着，叫嚷着。透过
围墙铁栅栏，看到狭小庭院里，几个
壮汉有光着膀子四仰八叉躺在桌椅
上唱大曲的，有端着脸盆在水龙头
前边擦身边哼小调的，也有一手拎
个酒瓶，另一手在空中比划着吹牛
皮的。

他们天天早出晚归，天天乐哈
着，天天疯癫着……

不由得心里一楞，仿佛触景生

情，曾似相识，却又一时无法想起。
我拼命调动大脑里所有的记忆神经
细胞，捕捉所贮存的每一处信息和
蛛丝马迹。那不是十多年前我在安
庆做生意，与临时雇用的工人们一
块干活，一起吃饭，一同侃大山的情
景吗？整整四年时间我不也是这种
场景过来的吗？那时候的我不也是
外地人眼里的“外地佬”吗？似乎有
点惺惺相惜，刹那间心头酸涩，眼睑
潮润。可不是吗，现在的农民工遍
布了全国每个城市，渗透了每个角
落。这群在当地人眼里的“外地
佬”，衣着简朴，皮肤黝黑，干着最累
最脏的活，吃着最简单的饭菜。他
们用勤劳的双手粉刷着不属于他们
的城市，他们用辛勤的汗水建设着
不属于他们的乡村。而人们总是在
赞美城市的繁华，总是在赞美乡村
的美丽，却从未去赞美过这群衣着
随意，南腔北调的“外地佬”……

之后的日子里，每天依然会与
这帮“外地佬”擦肩而过，我不由自
主地先向他们点头微笑，他们也同
样友好地致我以点头微笑。每天清
晨仍然会传来大呼小叫声，却再也
感觉不到以往的那种刺耳；每晚的
锅碗瓢盆交响曲仍会不绝于耳，似
乎也没有了往日烦躁的感受，甚至
觉得有点悦耳动听。

寂寞很近，而你很远

一千零一爱

□娜娜

夜已深，窗外漆黑。今夜没有
月光，只有我的孤灯一盏。

透过窗户，透过我的灯光，还是
能依稀看到院子东边的紫竹，竹叶
在夜色中凝固的形状让我想起了小
时候国画课上画的竹叶，呆呆的张
开着，不知所措。虽然我看不到挨
着的另一棵树，但我知道，那是我最
喜欢的合欢花，即便在深夜，她也在
绽放着美丽。

院子里的合欢花是一棵很大
的树，她的花朵在很高的地方，我从
未能够摘到。对我来说，最好的模
式就是对着她柔软得像羽毛般在风
中摇曳的花朵出神。可惜，现在不
是白天，我只能想象她粉红色花丝
像绒毛般在羽状绿叶中温柔沉醉轻
吐芬芳的样子。

熄灭了灯，期望入睡。
只是，对着一片漆黑，我却睁大

着眼睛，毫无睡意。依稀能听到远
处马路上传来的汽车喇叭声。不知
是哪个夜归人，火急火燎要回家，是
谁挡了他的路？让喇叭这样刺耳。

又依稀听到近处行人的脚步
声，偶尔有年轻人窃窃私语，也许是
在发微信语音？偶尔有像是几个朋

友一起走过的交谈声，不知所云，却
异常开心。

手机叮咚，我看到朋友发过来
的链接，让我进入“李健视频号音乐
会”的直播回放。我点开，音乐流淌
在夜色中。恰巧歌词温柔无比。无
端让我想起想要忘记的你。

你这个人，我闭着眼睛也能圈
画出来，你的眉毛、眼睛，你怕我突
然在你耳边说话，我就故意放大声
音在你耳边说话，好让你永远记得
那是我。你的头发短短的，我最喜
欢摸你的头发，刺刺的，你每次抹了
发胶搞了发型，都被我摸得稀乱，但
你并不知道。我说没有发胶更自然
帅气，摸起来也舒服一点，你总是憋
嘴看我一眼，不置可否。

你说我是一个无肉不欢的肉
宝宝。吃饭的时候，总是给我碗里
夹了一堆肉，看看这一堆肉，牛肉在
下面，蟹肉在中间，2个大虾歪歪斜
斜在最上面，我看看你，欲言又止，
你说，不必虚伪，我知道你爱吃肉。

吃饭之前我吻过你，吃完饭后，
你拿纸巾擦嘴，纸巾上有红色口红
痕迹，你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我怎
么了？我说这是我的口红，你别演

戏了。你一本正经地问过，口红有
没有毒？我说有的，你吃了口红，你
会死掉。你说哼！骗子。

你从身后抱着我，远眺江水悠
悠，有渔船往来，一盏小灯在船上摇
曳，灯光细细碎碎倒影在江中，我说

“江枫渔火对愁眠”。如今，真是一
语成谶。

我看了无数遍你的微信朋友
圈，点开又关上，虽然我并不否则你
本人的睿智和坚毅，但我依然认为
你朋友圈发的内容很弱智。我又看
了无数次你的抖音视频，认定你依
旧臭美得不行，日日“招蜂引蝶”，秀
出自己的肌肉和帅气的脸，简直不
像话，不要脸。

窗外已经没有了各种声音。
我猜现在连小区的房子在寂寂的夜
幕下也已经睡着了，黑黑的夜色一
点也不撩人。

总是想要忘记你，总是在深夜
想起你。想你的时候夜那样长，寂
寞那样近，你那样远。

你还在这个城市，只是我们恍
如隔世。

窗外下起了淅淅沥沥的雨，在
梦里雨水淋湿了整个城市。

秋雨敲窗 蒋念文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