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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五味

钱归钱钱归钱，，情归情情归情
乡村风情

龙山今年是小年龙山今年是小年
四月天，乡野里已满目春

色。星期天，我就想着，还是去
山村观笋、买笋吧！于是，我们
向龙山进发了。

到达目的地，首先吸引我们
的，就是卖笋的山民了。他们开
着载满笋的电瓶车，或是正在农
家乐门口忙着交易，或将车子停
路边，等待游人光临。带着泥土
气息的“黄芽头”笋，是老婆的最
爱，当然不能错过，我们立即上
前挑选，买上几棵。

一路走过，路边的几处竹
园里，似乎都没见到笋，我不禁
有些失望，问过几位卖笋老人，
证实龙山今年是小年。

竹笋小年，不等于没有
笋。有道是：“小年吃笋，大年
成竹。”原来，大年时，竹山竹
林，满山遍野，全是透出的笋。
这时，山民的原则就是成竹，让
其生长，蹿成“参天大竹”，而只
对那些长势不好的“退笋”动
锄。当然，还包括长错地方的、
长得过于密集的之类。第二
年，便是小年了。也许，地里的
肥力不够了吧，竹子也需要休
整了吧？总之，小年里透出的
笋极少。这时候，山民的策略
就是，见笋挖笋，一个也不留。
不留，是对土地肥力的保护，休
整一年，以期大年的再次来
临。大小年，就是蓬勃发力一
年，休养生息一年，以此往复。

有趣的是，龙山与竹海，相
距不远，却大小年相异，竹海大
年，龙山就是小年，竹海小年

时，龙山这里却是大年。卖笋
山民自豪地说，大家轮着来，老
天爷最公平了。

我们围着龙山的民宿集中
地转转。这几日，笋自然是主
题。农家乐民宿，几乎家家都
在制作笋干，这是名副其实的
地方特产，最受远方客人喜欢，
买几斤带回，是最合适的了。
路边的空地上，铁皮制成的大
炉子高大威武，那是用来煮笋
的，而煮好后切成薄片的笋片，
以及刚卤制完成的笋花生笋黄
豆，则被晾晒在了特制的比门
板还大的纱网架子上。架子一
个个地整齐排开，就具有了某
种阵势，空气里也飘荡起笋的
鲜香来。阳光高照，正是晒笋
好时光。卖笋的老人，坐在晒
笋干架子旁的老太，路边售卖
笋花生笋黄豆的大嫂，以及大
炉子，铺展开的架子，全成了游
人们拍摄的对象，它们代表着
独特的山乡风情，令人开心。

在弯弯的村道上行走时，
我们又买了几棵笋，是在一家
农家乐门口。那农家乐主人
说，笋他早上刚在竹林里挖
来。挑选时，老婆发现了一棵
小小的、长得弯弯的、如同一个
圆球的笋，老板说：这是“寿桃
笋”，送你们吧。其实，这是一
棵长弯蜷缩了的笋，却“成就”
了一个吉祥称号，回去放水仙
盆里，就成了别致的摆设。

龙山今年是小年。自然界
的法则，充满智慧。 （陶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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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上班，我都按固定的路线走。那天，我突发奇想，想改变一下，这次不给自己设定路线，只看

灯，根据红绿灯的情况随时调整路线！我是从城南往城北方向走的，一路向北，遇到直行红灯，我就右

转，从氿滨路右转到人民路，又转到荆溪路，结果到达单位时居然比平时早了差不多五分钟。

为这五分钟，我爱琢磨的毛病又犯了：人生是选定一条路一直坚持走下去好呢，还是根据不同

的境遇，不断修正自己的人生路线好呢？坚持与修正各有利弊吧！我想不出标准答案。我只知

道，上班选择不同的路线，沿途的风景不同，那么人生选择不同的路线，也许眼界境遇和格局就会

不同吧…… ——选自“魏莲”的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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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一辈子太较真，亲朋
送她东西，她总是要付给人家
钱，对方不收钱，她坚决不要，
她的口头禅就是“人情太贵，不
如钱便宜”“亲兄弟，明算账”。

一次，母亲同学家里有台
旧冰柜不用了，正好母亲开超
市，便提出要送给母亲，夏天可
以用来盛冰糕。母亲却说，我们
家有冰柜了，不需要了。但可以
陪她一起去旧货市场卖了。那
天，母亲和同学拉着冰柜去了旧
货市场，问了几家都只出 200
元，母亲问同学卖不卖。同学
说，反正没地方搁，200元就200
元。母亲当场掏出200元递给
了同学，说冰柜她买了。

其实我们家真需要一台冰
柜，买台新的太贵，买二手的又
怕被坑，同学这台旧冰柜我们
知根知底的，质量没问题，价格
还不贵。我戏谑母亲，最关键
是还不欠人情。母亲说：“咋不
欠人情呀，至少人家价值200元
的东西本打算免费赠送的，这
份情义得记着。”母亲就是这样
的人，钱是钱，情是情。一手交
钱，一手人情，这个人情却完全
掌握在自己手里，有能力多还，

没能力少还，哪怕只有一句感
激的话，对方也知足满意。

母亲这种处世法则也影响
了我，我刚参加工作时，公司供
销科老张的父母开了家油坊，
同事们都找他买花生油，买十
斤他会免费送一斤香油，他们
都乐呵呵笑纳。但我每次都不
要香油，说我们家人不爱吃。
后来，我听同事说，这老张贪得
无厌，老让同事给他开“绿灯”，
帮他办一些违反单位规章制度
的事儿。但老张从未“难为”过
我，因为他知道我这人太过认
真了，问也白问。

后来，老张东窗事发，被领
导炒了鱿鱼，不久他自己开出
租出了车祸。我听说后去医院
看望他，因为我还记得他想要
免费送我的那瓶香油，虽然我
没要，但他这份情义我收下
了。出院后的老张，每次开车
在路上遇到我了，都要按一下
喇叭，从车窗里探出头来，问用
不用捎我一程。

人世间的情义就这样简
单，钱归钱，情归情，才能在交
往中占主动，看似淡如水，实则
暖情长久。 （马海霞）

饮食人间

12周岁那一年，父亲终于答
应给我买一个生日蛋糕。他说：

“今年是你本命年，就买一个吧。
下次你再到本命年，我再给你买。”

其实更大原因，是因为那一
年，我被同学邀请参加了好几次
生日聚会。尽管家里一直贫穷，
但父母或许觉得我吃了别人的，
的确该回请一下。

那天父亲骑着自行车带我
去街上，花10.5元买了个蛋糕。
买蛋糕的那座大楼，当年叫做

“张渚粮管所”。以前，每个月，
家家户户的米面油粮，都得拿着

“购粮证”到这里定额购买。我
12周岁时，改革开放已十多年，
风气渐新，北面第一间门面，被
用来零售蛋糕、面包之类。

10.5元，在那个年代是笔大
钱。绝不是因为蛋糕大，或者好
吃。现在我想，是因为带有那个
年代特征的价格。因为今天看，
那个蛋糕，实在是不堪入目，造
型很是简单——鸡蛋糕上铺一
层“白色物”，再点缀两朵花。就
这样。

我为什么说是“白色物”
呢？因为那个当时被我们称为

“奶油”的东西，吃起来如同嚼锅
巴，切开时碎成一块一块的，尖
角硬得能戳人。我至今不知道

那是什么，或许是代可可脂，或
许是因为放久了固化了——因
为我每次走过那店，都看见当门
的玻璃橱窗里放着三四个成品
蛋糕在卖。有时，我能连续两三
天看到同一个蛋糕，它一直没卖
出去却还在卖。那时没有“预
订”一说，父亲带我去买蛋糕时，
营业员直接从柜子里拿了一个
给我。我们这些孩子，每次经过
这间门面，总会盯着柜子里的蛋
糕多看几眼，咽一下口水。真有
同学过生日请客，这硬硬的蛋糕
也总是一扫而光。

到我第二个本命年时，我已
工作，我早忘了父亲当年的约
定。到我第三个本命年时，儿子
已读小学，那一年，我在镇郊农
家乐邀了几个当年小学的好友，
聚了一桌，算是我第二次过生
日。那天的蛋糕，除了我自己订
了一个，来赴宴的同学中有两位
又各带了一个，于是花式蛋糕放
了几乎整整一桌面，煞是好看。
现在人都少吃甜，蛋糕无非一个
意思，绝大多数只能打包带回。

今年，儿子生日，我带着儿子
去订生日蛋糕时，我告诉他，他出
生至今，每个生日一个蛋糕，从未
缺失。我也把我的第一个蛋糕的
故事告诉了他。 （姚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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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井人物

““鸡扒命鸡扒命””的的““班老大班老大””
那天，途经当年上高中时的

“班老大”刘国大门口，他叫住
我，从家中拎了一包莴苣塞到我
手中，让我拿回家去尝尝他亲手
种的绿色蔬菜。我笑着跟他说：

“你快奔七啦，别太辛劳了！”
他回应道：我是闲不住的

“鸡扒命”，平时种种自留地活
动活动筋骨，就当锻炼身体啦！

上世纪70年代初，我们在
万石中学上学，他年长我们 3
岁，是班级中年龄最大的，个子
大，力气也大，同学们戏称他为

“班老大”。到了上劳动课，他
就带着大家开垦教室前面的边
隙地，播种菠菜、苋菜，供蒸饭
的同学食用。我们年龄小的同
学，对种菜不太在行，“班老大”
在家就是种菜的好把式，这时
他便大显神威。

我拎着他送我的一包莴苣，
边走边回想起了去年那次同学
聚会。开席时，“班老大”还没
到，我正准备打电话问他时，他
却急匆匆地跑进了包厢。

眼尖的陆梧初同学发现

“班老大”手指上包着白纱布，
急忙问怎么回事。“班老大”告
诉我们，他清除杂草时割破了
手指，去医院包扎、打破伤风
针，耽误了时间。大家劝他别
太辛苦。他却笑着说，不劳动
心里就憋得慌。

陆梧初同学听后，跟我们分
享了一件事——上世纪70年代
中期，他从辽宁海城服兵役回家
探亲，到“班老大”家做客，那时
生活艰苦，上不起饭馆，“班老
大”就从自留地上弄了点菜，隔
夜到水田里捉到了几条黄鳝，
杀了一只老母鸡，热情招待了
自己。他又告诉我们，乘改革
开放的东风，“班老大”先是进
乡镇企业当工人，后来又做起
石材生意，像只公鸡一样，不断
地“扒”，在万石集镇上和宜兴城
里都买了商品房。我们顿时感
叹：你这个“班老大”，真是“扒”
出了一片新天地啊！

“班老大”则表示，他还要
再“扒”下去，让日子过得更美
满。 （卢俭幸）

打打 老老 鼠鼠

纷繁世相

今年是鼠年，在十二生肖
中，鼠居首位，据说是因为鼠有
天开之功和惠民之举。但在我
看来，门齿终生在长的耗子一
年不知糟蹋了多少粮食，让它
担纲“四害之首”才名副其
实！多年来，它也一直胆敢侵
扰寒舍。

上世纪70年代，我住在集
“吃喝拉撒读睡”多功能于一体
的陋室时，每当夜深人静，老鼠
就不时现身，它们或为寻觅到食
物而惊喜，或相互嬉戏而追逐，
或用利齿啃食拼命撕咬……弄
得全家不得安宁，两个幼儿吓
得蒙头睡觉。学猫叫，它毫不
在意；敲竹棒，驱散无效。我买
来鼠夹，用熏制的肉皮当诱饵，
这肉皮既香又韧，老鼠爱吃，且
不易拉断。我又将家中食材

“坚壁清野”，一切安排妥当后，
把鼠夹放在老鼠经常出没处。
关灯休息，未过许久，我就猛然
听到“啪”的一响和“吱吱”叫的
呻吟……我连忙开灯，一看鼠
夹翻了个底朝天，牢牢夹住一
只块头不小的老鼠！首战告
捷，我立即清理鼠夹继续严阵

以待，这一夜居然好事成双！
但与老鼠的战争，注定是一场
持久战，好在时有斩获，最令人
难忘的一幕是同时夹住两只老
鼠。我也因此荣获孩子们授予
的“打鼠专家”的称号呐！

随着时代的进步，我家的
住房几经搬迁后，“多功能的
陋室，鼠患丛生”的历史已渐
淡忘……然而去年一个晚上我
的记忆被唤醒了：一只硕鼠竟
从洗衣机旁的地漏顶盖中爬出
窜至客厅。

那次老鼠只是匆匆一现身
就消失了。没料到，今年家里
竟然再次发生鼠患。这次，我
是新仇旧恨一起报。粘鼠板先
是粘住一只旗开得胜，第二夜
又逮住两个再造辉煌。在确认
来犯均已束手就擒后，我又对
居室进行了全方位的排查，以
消灭其一切可乘之机。

不过，这样就可为我的打
鼠经历画上一个尚属圆满的句
号吗？

不，打鼠远未有穷期，人们
还得时刻准备着。

（朱恩九）

蛋蛋 糕糕

因新冠肺炎疫情，学校延迟
开学，儿子便宅家上起了网课。

他有点后悔这学期选课太
多。因为上网课意味着他要加
入更多的群，下载更多的APP，
还有安装更多浏览器，注册更多
平台。在网课开始前两周的压
力测试中，他便忧心忡忡。

“还是学校好，背着书包去
教室就行，哪要操这么多心！”儿
子开始怀念在学校上课的简单。

我安慰他：“学生在找老师，
老师也在找学生，在开课之前，
你们双方一定能接上头的。”

果真，儿子通过各种渠道，
用各种数字暗号陆陆续续和任
课老师们接上了头。每找到一
个老师加入一个群，儿子便欢呼
一声。这种兜兜转转找到“组
织”的喜悦体验，恐怕也只有网
课才能体验得到。

万事俱备，接下来，便进入
了正式的网课时间。

看群，签到。上平台下载视
频，播放视频。切换平台，直播
互动。做作业，交作业。这差不
多是每日网课的常规基本动
作。两周网课下来，儿子从最初
的新奇到后来的疲倦：“累，眼睛
累，颈椎累，腰累，心更累。”

儿子自称是只网络菜鸟，尚
在学飞阶段。网课给这只菜鸟
带来的囧事常常令他哭笑不得：
认真做好的作业却无数次提交
失败；直播的时候跑到“教室”却
发现空无一人；蜗牛爬行一般的
网速让他的高等代数随堂测验
得了零分，因为测验结束的时候
他的题目还在“下凡”的路上；编
程需要下载的浏览器被电脑中
的杀毒软件当成病毒拦截，导致

他千万次地下载、千万次地问。
还有更令儿子抓狂的武术

课。
教练打的是长拳，一招一式

既专业又好看。第一节课儿子也
是好奇的，满怀期待的，可随着招
式增多和复杂，群里吐槽的小伙
伴便多了：“我眼花缭乱了。”“新
的没学会，旧的又忘了。”“腾空没
腾起来，险些把脚崴了。”“我的动
作就是连贯不起来。”……

小伙伴们遇到的困难，儿子
都一一遇到了。他上武术课的
时候我在午休，一觉醒来，武术
课已接近尾声，可儿子还没学
会，交作业却迫在眉睫。他只好
偷下一节课的时间来补练武术
交作业。冲着武术课好玩而去
选修的儿子，现在却怕极了武术
课。我跟他说拳不离手，多练自
然就记住了，他却提不起半点兴
致：“妈，饶了我吧，这视频我看
得都快要吐了。”

网课真一无是处吗？否也！
有了随堂小测的那个零分，

儿子终于学会了课前准备，提前
下载好第二天的课件。书桌整理
得干净了，因为每周都要发两次
视频作业，他怕乱糟糟的书桌上
不好看。作业本上的字写得更认
真了，他还反思自己以前对作业
的敷衍。面对网课中出现的各种
小故障，他也能镇定自若自我排
除。这不都是网课的利好吗？

可儿子依然热切盼着宅家网
课的日子早点结束。他说，校园
里有同学，有老师，有他心爱的足
球场，那里的生活更多姿多彩。

而我却显然没他那么热
切。趁着网课的机会，咱娘俩多
呆呆！ （朱雪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