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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饮食人间

青青马齿苋青青马齿苋
第一次认识马齿苋，是童年

的一个夏天。我在墙根处看蚂
蚁来来回回，忽然看见那里长着
一棵草，藤蔓样的主茎，纤细如
蚯蚓，紫红有光泽，贴地延伸半
尺长，茎上很多条分枝血管样向
四周铺散，或平卧，或直立，或斜
倚，叶间开满黄色的小花。

我很喜欢这棵柔软朴素的
草，喊来母亲，询问草名。母亲
说是马齿苋，又告诉我，马齿苋
耐高温，耐旱，耐涝，人可以吃，
牲畜也可以吃，可以治病，乡里
人当它是宝贝。

母亲带我去菜园掐马齿
苋，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我。辣
椒、茄子、黄瓜、豆角等菜都是
一垄一垄的，排列整齐，再往地
面瞧，不见泥土，全都是马齿
苋，向阳生长，长势强，长成厚
厚一片，密密匝匝，挤挤挨挨，
热闹非凡。灼热的阳光下，辣
椒之流气息恹恹，马齿苋却叶
片舒展，气色水润。

母亲挑选了一些没有开花
的马齿苋，洗干净，切成小段，
新嫩的青辣椒炒熟后倒入马齿
苋一同翻炒，只是简单的加了
油跟盐，用竹筷一挑，有黏黏
的、滑滑的细丝，入口爽滑，慢
慢咀嚼马齿苋，绵软鲜嫩，酸辣
入味，马齿苋就此走进了我的
生活。

童年时候，打猪草是派给

我的活。野外空旷，马齿苋遍
地招摇，多得让人兴奋，我用小
锄头连根挖出，敲掉泥土，丢入
背篓，极短的时间，猪草装满背
篓，回到家，在池塘里洗干净，
露出白色的根，剁碎煮熟，猪又
该长膘了。

当年乡村环境落后，村里
很多人吃了不干净食物，时常
拉肚子，舍不得花钱买药，只好
顿顿吃马齿苋，一段时间后，病
奇迹般痊愈了。夏季酷热，痱
子瘙痒难忍，我们也会用晒干
的马齿苋泡澡，痱子很快就消
失了。被蚊子叮咬后，则把鲜
马齿苋捣烂，敷上。

马齿苋也颇得文人喜爱。杜
甫写诗：“苦苣针如刺，马齿叶亦
繁。青青佳蔬色，埋没在中园。”
汪曾祺在《故乡的食物》里写道：

“我们祖母每于夏天摘肥嫩的马
齿苋晾干，过年时做馅包包子。
她是吃长斋的，这种包子只有她
一个人吃。我有时从她的盘子
里拿一个，蘸了香油吃，挺香。
马齿苋有点淡淡的酸味。”

眼下又是夏天，我走过菜
市场，经常能看到老农卖马齿
苋，那一筐筐马齿苋绿叶红梗，
干净亮丽，素色容颜，记忆中的
味道便在内心深处愈加浓醇，
那是光阴的味道，那是生活的
烟火色，那是质朴的田园之趣，
也是一缕淡淡的乡愁。（谢 英）

闲情逸趣

土猫减肥了土猫减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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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下车方便，我搭公交车总喜欢找靠近车后门的座位。那天，我走到车后部，才发现后面已
坐满了人，我不由地嘀咕了一声：“怎么没座位了？”语音刚落，一位年轻人立刻站起来让座，我立刻
推辞：“不用，我可以坐到前面的空位去。”那年轻人一声不吭地走向车前部。

这时，又上来一位老太太，她拿着 5 元钞票，一个劲地问车上的人有没有零钱换。如今，很多人
搭车都是刷市民卡或者用手机付款，已很少有人带零钱了。一位中年妇女好不容易才从裤兜里找
到 1 元硬币，另一位男士也从公文包里摸出了几枚硬币来，两人帮老太太凑足了车费，老太太很感
动，想把5元钱递给他俩，两人谁也不肯收。

在这个阴雨潮湿的梅雨季，公交车上却演绎着那么多的暖心事！
——选自“书竹”的微信

公公
交交
车车
上上

纷繁世相

见一眼老薛，就忘不了他的
笑脸。老薛的胖脸圆圆的，大眼
炯炯的，嘴角弯弯的，对了，就像
微信表情里的那个笑脸。久了
又知道，老薛的笑脸，是天生的、
自然的、朴素的，像晨光，透着和
煦暖意。

用“晨光”打比喻，是因为老
薛的大名就叫晨光。面对清晨
那一缕熹微的霞光，谁都愿意张
开双臂拥抱冉冉升起的、渐渐蒸
腾的蓬勃生机，任心潮涌动激情
与希望。别看老薛笑眯眯的，却
特别不安分。

“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
熹微”，那是陶渊明辞官归隐后
的生活情趣和内心感受。老薛
也有辞官的经历。老薛还是小
薛时，乡镇企业刚刚起步，他是
管理乡镇企业的干部，捧着很吃
香的铁饭碗。可是没干几年，小
薛居然把辞职报告往桌子上一
拍，揣着两把紫砂壶去了海南。

路走得有点急，小薛跌倒
了。那时人们还少有闲情逸致
坐下来用紫砂茶壶品茗，更无力
从干瘪的腰包里抠出钱来，买一
把昂贵的紫砂壶做收藏。壶换
不来钱，小薛打工40天，才挣足
回家的路费。深夜回到家门口，
小薛摸了摸口袋，口袋角落里躺
着仅剩的2块钱，好在那只紧裹
在怀的包里，带出去的两把紫砂
壶已经安然入睡。

小薛变成老薛时，终于有了
自己的陶瓷厂。令人惊讶的是，
富足的老薛又不安分了，他要搞
废弃矿山复绿。废弃的矿山，寸

草不生的山坡上，裸露的碎石在
风霜雨雪的侵蚀下已经风化，呆
板地泛起或苍白或灰黑的色
泽。那座叫黄泥岭的山峦，蕴藏
丰富多彩，曾经承载了许多陶都
人的致富梦想。老薛要圆新的
梦想，几年里投入几千万，种上
了1800棵杨梅，300棵樱桃，300
棵枇杷，还有桃李园、葡萄园。
葱茏林木间隐约可见修竹庭院，
那些用陶瓷的坛坛罐罐垒砌的
花坛和矮墙，与精舍木架上的陶
瓷制品一样，都能解读陶瓷文化
的脉络。

300亩的荒废山岭，眼看着
一天天妩媚动人起来，可老薛还
是不安分，去年他又瞄上了周遭
山坡上废弃的两百亩茶园。今
年春末，老薛就呼朋唤友去品茶
了。老薛的茶可不是白喝的，他
给我们这些头顶“作家”光环的
人下了任务，帮他的茶叶取个好
名字。

为老薛的茶叶取名字其实
不难。如果说笑眯眯又不安分
的老薛，有活泼俏皮的味道，那
他的茶叶可以叫朝露。想那芦
荻叶上、树竹叶上、庄稼叶上的
露水，曾滚落我们的头发、脸颊、
脖子、胸脯、后背，凉丝丝地捉迷
藏；炎热的夏日，清晨起来寻觅，
露水狡黠地躲到高挂的蜘蛛网
上了，忽闪着晶亮亮的眼珠子与
你对望，若无其事在晨风中荡秋
千，玩累了，就攀着丝丝缕缕的
晨光，回家睡觉去了。

如此看来，朝露不就是晨光
家的么？ （陆一新）

街口包子铺胖老板家养了
一只土猫，体型肥硕，性格温
和，总眯起眼睛看人，很友好的
样子，是猫界暖男。我们这里
养猫的少，饭店又多，总有人喜
欢用老鼠药对付老鼠，放养的
猫也跟着难逃此劫，所以猫主
人卖包子时，就把猫拴在树上，
也是无奈之举。

这只土猫颇有些智商，它
从不将绳子绕在树上，让自己
处于绳子越绕越短的窘境，又
或许是我多想了，它是只懒猫，
压根不想运动。我每次去看
它，它总在睡觉。我轻声呼唤
土猫“花花”，并露出老母亲般
的微笑，它才微睁开眼，慢慢向
我走来，并顺势在我脚边躺下

“碰瓷”，我意会，掏出早准备好
的“猫粮”（饼干之类的零食）丢
给它，它吃完后在我脚上蹭来
蹭去卖萌，以示友好和感谢。

街上就一只土猫，街坊四
邻也喜欢，有好吃的也常给土
猫送一口。附近有所中学，学
生们大多爱猫，经常给猫投
喂。吃百家饭的土猫养得又萌
又胖，养尊处优起来，觉得整条
街都是它的王国，虽然白天拴
在外面，不时有行人和车辆经
过，它也能四仰八叉，天当被地
当床，饱卧树旁，睡得逍遥自
在。

去年初，胖老板将包子铺
搬到了小镇上，早出晚归。土
猫白天还是拴在大门口，胖老
板是放心的，因为有人替他投
喂土猫，不必担心土猫饿着。

今年因为疫情，我几个月
没去看土猫，心中一直挂念，工
厂复工后，我上班时特意绕路
去看了土猫。哎呀，换岗了，胖
土猫不见踪影，一只猫少年站
在树旁，英姿勃勃，器宇轩昂，
见我靠近，并未有跑过来碰瓷
的念想，而是原地不动，瞪着圆
眼睛注视我。猫有虎相，不
错。我不禁赞叹。旁边老太也
凑过来围观：“这猫瘦了不少，
因为疫情大家都未出门，学生
也推迟开学，投喂它的少了，只
有主人在喂。”

减肥等于整容这话也适用
于猫界。土猫减肥后，又帅又
年轻，而且懒癌也治愈了。我
包里装着猫粮，但没敢投喂。
减肥如不能自律，“他律”便显
得尤为重要。

罢了罢了，我忍住投喂，驻
足观看了土猫一阵子，它始终
原地不动。我自觉无趣，转身
要走时，土猫突然冲我“喵”了
几嗓子，它认出我了，或许这几
个月土猫也牵挂着我，这喵声
里没有贪念，只有单纯的美好
和问候。 （马海霞）

空空荡荡的电饭煲空空荡荡的电饭煲
麻辣百家

浦兄人生也算坎坷，20世
纪 70年代高中毕业后，遇“文
革”，未有机会进高等学府深
造，只能学做油条、麻糕、馒头
和小炒等营生。学成并积累了
一些资本后，他和家人办起了
糕点作坊，凭着一双巧手和一
片诚心，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之后，他又开起了小饭店，生意
也很是红火。

随着年龄上升，他却渐渐
觉得有苦难言。原来，女儿、女
婿、他、夫人四人在饭店里忙
活，一直分工明确，各司其职，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女儿对本
职工作就开始松懈起来了，似
乎觉得父母在做，即便自己偷
偷懒，凡事也能一样。他告诉
我，他一定要找个机会，教育一
下女儿，但要不伤和气，为此他
是伤透了脑筋。

机会终于来了。那天早上
6点钟起床后，他像往常一样，
开始了一天紧张而繁忙的准备
工作。等他把自己的活计准
备妥当，看了一下时间，已是
上午10点10分。趁客人还没
到，他想小憩一下，便泡一杯
茶，看着茶叶渐渐地舒展开来，

正欲品尝，眼睛扫过，却发现一
个问题——店里的电饭煲怎么
红灯没亮？女儿总是在早上10
点左右淘米煮饭的。他去看了
下电饭煲，里面空空荡荡。他
一转头，看到女儿正拿着手机，
跷着二郎腿，津津有味地玩着
游戏。他不声不响地回到原
位，坐下来继续优哉游哉地喝
着茶，只当没事一样。

半个小时后，客人来了。
店里开始忙碌起来。没多久，
就有客人喊：“老板娘打饭啦！”
女儿急忙去打饭。揭开锅的那
一瞬间，整个人都愣在了那
里！浦兄若无其事地走过去，
对女儿说：“你快打饭啊，怎么
啦？”其实，他心里很是得意，想
着：哼哼，让你“渎职”，这下该
长长记性了吧！教训女儿归教
训女儿，解围也是必须的。他
随即出门借了一锅饭，解了燃
眉之急。

这次教训后，女儿勤快了
许多，做事也没以前拖拉了，
责任心也强了。人啊，看来不
碰碰壁，撞撞南墙就永远也长
不大。

（黄建明）

老爸今年八十有二，妥妥
的一位老者，但他从来都是精
气神十足地过着每一天。

妈妈离世后，老爸坚持一
个人生活，我离他最近，每晚都
会回家看看他。

有一天晚上，我刚到家，老
爸就拿起手机对我说，“快，教
我怎么把视频转给你们。你们
几个，不是颈椎不好，就是胆固
醇高，我在手机里看到许多这
方面的内容，我要分享到家庭
群里，你们都得点开看看。”多
年前，老爸就用上了智能手机，
不但学会了在手机上看新闻，
查养生知识，更学会了搜索军
事题材的电影。当过兵的老爸
兴奋地说，用手机看电影太过
瘾了，哪像看电视，总是插播广
告。

为了方便联系，我们给老
爸注册了微信账号，每逢有个
大事小情，老爸总爱在家庭微
信群里吆喝几句。那晚，学会
了分享消息后，老爸三天两头
在群里发送养生知识的链接，
有一天居然还发了如何防止网
上受骗。小妹在私底下捂嘴
笑：老爸自己不被骗就万事大
吉了，还担心我们。

老爸年轻时就爱出差，退
休后，但凡有孩子外出旅行，他
都要跟上。去年，我和老公准

备在国庆节期间去澳洲看孩
子。临行前，我去给老爸交待
一些家里的事宜。他生气地
问：“为什么不带上我？”我哭笑
不得：“老爸哎，那可是万里之
遥，得坐近十个小时的飞机，你
有‘三高’，身体怎么受得了
啊？”连哄带吓，老爸这才展开
了眉头。

老爸爱时尚也是出了名
的。前不久，家庭聚餐，我们姐
几个纷纷叫嚷，一到换季就缺少
衣服穿。结果，老爸从抽屉里拿
出一张卡片，对我们说：“这是我
在商场的会员卡，你们拿去买，
能打八折，还有积分呢。”我老
爸看中的衣服，同一个款式会
买上几个色系，说是天天有新
的换。尤其到换季打折时，他
买衣服的热情比小姑娘还高。
我有一次陪他在步行街办事，
一家服装店门口的促销员看到
他，立马眼睛发光：“老人家，店
里来新款了，来试试吗？”

这几日，老爸的堂兄生病
了，他想去看看，但是，几个孩
子都挤不出时间，老爸只好打
车自行前往。那天，老爸失落
地说：“如果再年轻一二十岁，
我肯定会去考驾照，省得事事
麻烦你们！”还别说，如果时间
倒流，我那不服老的爸爸真的
会去考驾照！ （周 芳）

金色夕阳

老老 爸爸 不不 老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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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这一辈子，从课桌到办公
桌、电脑桌，好像总是离不开桌
子。

上学时，是课桌一路陪伴着
我。在小学里，我个子矮，总是坐
在第一排。有几年，我还是和女
同学坐在一条板凳上。与同桌的
她还在桌子中间画了一条线，两
人互不侵犯，谁也不能越过这“三
八线”。其实，两人还是有许多
交流的，比如相互之间借用一下
橡皮、尺子，说个悄悄话、问个题
目……课桌前，老师们谆谆教导、
诲人不倦，使我学到了文化，增加
了知识，也学会了做人的道理。

学校毕业后，我回到田间耕
种。家里是没有课桌的，干完农
活要是看书，唯一可用的，是吃
饭时用的八仙桌。

后来，我到了部队，训练场
没有桌子，宿舍里也只有一张马
扎，要看书、写笔记就得在床铺
上。被提拔为军官后，我有了一
张办公桌。在这样的办公桌前，
我面对的是战士们的政治学习
材料、军事训练资料等，它不像
学校里那么活泼单纯，有的只是
严肃和认真。在部队营房的办
公桌前，我工作了12年。

转业到地方工作，我成为乡
镇里的一名办事员，我又有了一

个人的办公室、办公桌。坐到了
办公桌前，我面对的是普通群
众、老百姓的家长里短，企业主
主张权利的诉求，还有我自学用
的法律书籍等。这张办公桌，陪
伴了我25年，直到我光荣退休。

除了在办公室，我在家里也
喜欢坐在桌边，不过那不叫办公
桌，叫写字台。我拥有的第一张
写字台，是摆放在婚房里，混杂
在当时“36只脚”之中的。写字
台是请木匠用杂木和水曲柳三
夹板打造的，两边各有4个抽屉，
上面压一块5毫米厚的玻璃，这
在当时颇有些奢侈。但在这张
台子前，我完成了法律大专的自
学。上世纪90年代初，我又在这
张台子前，完成了全国律师资格
考试前一个月的突击复习，也写
就了数百万字的稿件。

退休后，我从办公桌前移到
了电脑桌前，开始了另外一种生
活状态。

每天早餐后，我来到书房，
打开电脑，浏览一遍时政新闻，
看看历史故事，收藏一些经典话
语。有时候，我也动动键盘，把
自己生活、工作中的点滴经历、
感受抒发出来。虽然退休了，我
觉得精神生活还是蛮富足的。

（蒋培新）

有有 桌桌 相相 伴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