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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辣百家

过期的饮料过期的饮料
同学来访，将礼品放置客

厅一角，匆匆交谈几句便因事
离开了。走后我翻看礼品，一
箱水果、一桶花生油、一箱鸡
蛋，还有几瓶饮料。

晚上老妈和侄女来串门
儿，我忙将水果和饮料取出，让
她俩品尝。

侄女接过饮料，习惯性地
先看生产日期，看完惊叫道，都
过期3个月了。

我脸色突变，这同学多年
没有来往了，以前她窘迫时我
慷慨相助，这几年日子过好了，
瞧不起穷朋友了，拿过期饮料
糊弄我，真是太过分了。

老妈说，她肯定没留意生
产日期。我才不信呢，同学可
是个讲究人，为了买更新鲜的
蔬菜，她放着家附近的菜场不
买，非要开车跑好几里地去批
发市场买，说那边的更新鲜。

所以，她看错生产日期这
事可能性小到为零。那晚，我
的气愤如滔滔江水，喷涌而出，
一副要和同学绝交的节奏，而
且我断定那些水果和油、蛋，也

是她家吃不了才送我的。
老妈还是坚持自己观点：

饮料或许是他人送同学的，她
百分之百不是故意的。

老妈临走时，我出门送她，
顺便提着那几瓶饮料，打算下
楼时扔进垃圾箱内。老妈一把
夺过饮料，笑盈盈地说：“饮料
瓶子真好看呀，可以养花，可以
做成笔筒，裁剪一下还可以放
家里当工艺品。”

老妈回家后不久，打来电
话说，那饮料瓶里装的不是饮
料，是香油。幸亏她仔细，倒前
用鼻子闻了一下，一股香油味
儿。这肯定是同学用饮料瓶装
的自己去油坊里加工的香油，
走时匆忙忘记告诉我了。

幸亏被老妈拿走了，若是被
我直接扔进垃圾箱，损失几瓶香
油事小，关键误会了朋友，从此
失去友情，这损失可就大了。

看来，是我看问题太偏激，
做人要像老妈那样，怀揣着美
好心态待人处事，心里便能滋
生出美和宽容，避免不必要的
误会。 （马海霞）

摸 蛳 螺摸 蛳 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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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情逸趣

母亲身材矮小，只有一米五
四，我刚上初中就比她高出半个
头了。有一次，我说：“妈，你怎
么长这么矮？”母亲叹口气说：

“我小时候吃不饱，饿的！”我故
意站到母亲身边，用手比划着和
她比高，她嗔道：“臭丫头，嫌你
妈矮了？”

后来，母亲买了一双高跟皮
鞋。穿上高跟鞋，母亲看上去高
了不少，她的身材比例本来不
错，穿上高跟鞋也显得亭亭玉立
的。我靠在她的肩膀上撒娇：

“妈，这样好看多了！”
平日里，母亲还是习惯穿平

底鞋。只有到学校看我时，她才
会换上高跟鞋，打扮得利利索
索。每次母亲到学校看我，都会
惹来同学们的夸奖，说她很年
轻，看上去不像农村人。我听了
很开心，把同学的话转述给母
亲，她也乐开了花。

我上了师范，离家几百里
地，母亲还是会到学校看我。那
次，母亲来看我，脚上仍旧是穿
的那双高跟鞋，衣服也是新买
的，看得出来，是精心打扮过。
室友们在享受过母亲带来的美
味之后，都大赞母亲年轻、洋
气。我和母亲美滋滋地听着。

我放假回家，才听父亲说，
那次母亲来看我，因为穿着高跟
鞋，把脚磨破了。母亲因为脚伤
好几天没下地，父亲一个劲抱怨
她“臭美”，爱虚荣。我也怪她：

“妈，你这是何苦呢？”
母亲依旧舍不了她的高跟

鞋，凡是正式场合，不管鞋子穿
着多么不舒服，她都会穿上。母

亲带刚毕业的我去新单位时、我
男朋友第一次来家里时、她来城
里看我时，一定要穿上高跟鞋。
尤其是我结婚时，母亲买了一双
跟更高一点的鞋子。我的婚礼
上，她蹬着高跟鞋，神采奕奕。

这么多年里，我一直以为，
母亲就是太爱美，所以才不停地
用一双高跟鞋掩饰身高缺陷。
直到母亲老了，穿不动高跟鞋
了，她才说了实话：“这辈子最不
舒服的事就是穿高跟鞋！”我说：

“那你还穿？”
接下来，母亲却给我讲起邻

居小琴的往事。初中时，小琴的
母亲去学校看小琴，因为忙，没
顾上梳头，就蓬乱着头发去了学
校。结果，小琴遭到了同学们的
嘲笑，调皮的男生给小琴的母亲
起外号，叫她“鸡窝头”，意思是
她的头发乱蓬蓬像鸡窝。小琴
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回到家就
大哭起来，抱怨她母亲给她“丢
死人了”。

母亲听说了小琴的事，就暗
暗下决心，千万不能给孩子“丢
人”。所以，只要是和我有关的
场合，母亲总是打扮得利索干
净，还用高跟鞋弥补自己的身高
不足。原来，母亲爱穿高跟鞋，
既不是“臭美”，也不是虚荣，唯
一的理由是，不给孩子“丢人”。

我想告诉母亲，她给了我最
伟大的爱。虽然母亲身材矮小，
但我以她为荣，她在我心中是最
高大的！如今，我给母亲买最
好、最舒适的平底布鞋，买了一
双又一双，为的是，回报她深深
的爱。 （马亚伟）

又是一年盛夏。
记忆中，每到夏季，生产小

队的青壮少年男子，经常放弃
午休，赤身裸体地跳入池塘摸
蛳螺。蛳螺，无论是吃酒、吃
饭，绝对是最佳的佐餐美味。
特别是三伏暑天，蛳螺更是别
有一番滋味。

上世纪 70 年代的一天午
饭后，队里十几个青壮小伙伴，
去火石岗窑头塘摸蛳螺。山里
的池塘，大多是人工开挖用来
种田抗旱。为什么这条山岗上
会有池塘呢？据说，在很早很
早以前，有窑匠在这挖土制作
砖瓦坯，烧成形后供应龙池山
周边乡村有钱人家和山上寺院
砌房造屋用。久而久之，这里
就形成了一个约有 3 亩多面
积，深度2米多的池塘。故而，
当地人都叫它窑头塘。山里池
塘无水源，主要靠老天爷降雨
才能满塘。

那年，由于很长一段时间
未下雨，窑头塘里的水，池中心
也只有1米多深，这正是摸蛳螺
的好时机。这班摸螺队，个个
左手拿只搪瓷洗脸盆，蹲在水

里一门心思地用右手摸蛳螺，
通常一次能摸到两三个，运气
好也能有五六个。与此同时，
他们还海阔天空地谈论着山坳
里的口头新闻。

正当尽兴时，王二哥似乎
摸到一个人头。惊吓之下，他
急忙抓住托出水面，一看，原来
是本队王大叔11岁的二儿子。
原来这孩子，看到大人们来窑
头塘摸蛳螺，也就悄悄地跟着
来了。下塘后他只是在水浅处
摸啊摸。可池塘是浴锅底状，
他脚一滑就沉下水了。这当口
上，头部正巧碰着了王二哥的
手。真是不幸中的万幸，没出
人命。一场虚惊后，大家继续
摸，直到下午上工时，他们才上
岸套上短裤，赤着上身欢天喜
地地满载而归了。

那时候，我们有一班小伙
伴，在每年夏天也经常摸蛳螺，
不过常去的是村东的涧沟。说
是摸实际上是拾，因为涧水清
澈可鉴。想到这，我仿佛又听
到了母亲的叮嘱——“那种尖
尖的长屁股佬，不要拾家来，不
能吃。” （窗口方寸）

进群和退群进群和退群
纷繁世相

《战国策》里说：“物以类
聚，人以群分。”现代社会因为
有了手机，“人以群分”便更为
具象了。一个人一部手机，参
加了多少个微信群，有时候连
自己也不知道。

建微信群，一般都是同学、
战友、同事、朋友、家人之间，可
是现在有些人动不动就建群。
一起下楼遛狗，想要分享自家
狗狗的可爱日常，建个群；聚个
餐、参加个活动，拍了照，想要
共享照片，建个群；买东西拼个
团、上班拼个车，建个群；甚至
在补习班外等孩子下课的家长
们，聊着聊着也能建个群……
主动的、被动的，有目的的、没
目的的，莫名其妙手机里多了
许多微信群聊，也多了一些名
字都不知道的微信好友。

有一次，我去买菜，看到一
家新开张的店，好奇心使我进
去看看，顺便买了一把菜去过
秤，结果，那人说进入他的店，
就要加入他的微信群，说可以
享受优惠价，我就盲从了。后
来，我再没有去过那家店，相
反，群主——店老板每天都有
信息：特价的蔬菜、抽奖活动、
商品预告，时间一长，群里多的
是不咸不淡的谈论，要么柴米
油盐，要么吹牛，还有人提供某
某地方、哪个新开店有特价商
品了，还有各式各样的砍价链
接……仔细想来，这些东西和
我关系大吗？实在太烦了，我
就退群了。

当然，有些群建起来后，还
是起作用的。2016年秋天，我
在张家港就建立了一个战友群，

开始才8个人，都是苏南地区
的。后来，逐步发展、相互传播，
扩大到天南地北6、7个省份60
多人。凭借这个战友群，2017
年我们搞了次战友聚会；2019
年又搞了一次战友聚会，群友已
发展到95个。几十年不见的战
友在网络发达的今天，实现了重
逢，其激动之情难以描述。当然
这95个战友中，大部分是“潜水
员”，只看不露脸。现在，我们这
个战友群每天一早，总是有20
多人早早上线，相互问候，回忆
往事、传递信息……

事物都是有利有弊，微信群
建立后，你也会感觉到自己的
生活正在被微信消息、群聊占
用。时不时拿出来看看，时不
时与好友打个招呼。每天微信
不停提示，“叽叽叽”“滴滴滴”，
为了避免这样的干扰，我就把群
聊设置成“免打扰”模式。

我有一个朋友，是一个热衷
于混入各大群聊的人。他总想
着自己可以多加入一些圈子，多
拓展一下人脉。他永远都是每
个群聊里话最多的那个，但过度
的活跃并没有让他收获什么。
网上有一句很火的话：理想的有
效社交，是你有故事我有酒。可
惜现在绝大部分无效社交都是
你有垃圾我有桶。

群聊也好，朋友圈也罢，信
息爆炸的时代，喧嚣的事情太
多了，才更显得宁静的可贵。
所以，与其在群聊里漫无目的
地侃大山，不如加上几位你心
仪的好友，一对一聊个酣畅，进
群退群，一切皆有我定。

（蒋培新）

汪曾祺先生在聊夏天的时
候，第一小节就说了两句“夏天
的早晨真舒服”，因为空气凉
爽，草上还挂着露水。而我，整
个夏季让我感觉舒爽之时却是
在傍晚，落日余晖，几片纯净的
白云点缀着蓝色的天空，不远
处的小茅山上枝繁叶茂，万木
葱翠，风懒洋洋的，我踏步前
行，耳旁阵阵蝉歌唱晚，蛙声呱
呱，虽是酷暑炎炎，我自是大汗
淋漓，却浑身轻松。

每当夏季来临，天色变黑
要比之前晚好久，吃过晚饭，人
们可以按着自己的喜好进行各
种各样的运动。而我，奔跑与
游泳什么的，此生与我无缘，唯
一能进行的运动就是步行了，
而且一路走着走着，也总能遇
见很多有趣的事情，所以每每
进入夏季，我为有足够的时间
可以用来步行而感到兴奋。

街道两旁的路灯早早地就
开启了，我发现它是慢慢变亮
的，而且越变越亮，但也许是我

“自说自话”，或许是一开始还
有夕阳，路灯的亮光就显得

“弱”，天色慢慢变黑时，它就逐
渐“强大”起来。我突然感觉这
个应该是和舞台上演戏一个道
理，很多配角一开始都会被所
谓的主角光芒遮挡，但演着演
着入戏了，人物形象有了立体
感而深入人心。

我就这样边走边看边想，
从出门楼底下的水泥广场开
始，隔一段距离就有一堆姐姐
们成群结队、翩翩起舞。有时

候我想着，等我哪一天不去在意
别人看我舞姿别扭，管它三七二
十一，也加入她们的队伍，应该
也是开心的。

记得是初夏时分吧，那次，
先生与我同行。一路上，粗壮的
麦秸秆挑着穗头，油菜花谢了，
长长细细的豆荚慢慢变黄、发
灰，收拾掉，还有老得快的青蚕
豆。

看着抢时间采摘青蚕豆尝
鲜的农户，我脑海中就会出现
儿时的一个画面：我扎着冲天
辫，乖乖地坐在小板凳上，面
前还有一碗青蚕豆。我用小
竹签戳了一颗又一颗。青蚕
豆是外婆煮的，是人世间的美
味，嫩绿时不用吐皮，稍老些，
把前端剪开一条缝，煮熟，酥
软可口。

我记得，等到麦子和油菜收
完后，大人们就要耕田插秧了，
嫩绿的田野，蛙声四起，水从一
块田流向另一块田，汩汩有声。
先生说秧苗长得很快，一天一个
样，过不了几个月，稻谷低垂，又
是丰收在即。如此这番，我们边
走边看边聊，不知不觉中，已行
万步。我们虽满头大汗，但排汗
之后，反倒神清气爽，似乎一整
天上班的疲劳消除，体力有所恢
复。

某日傍晚起风，我行走间心
中拈文几句：东南有风，凉风习
习，江南孟夏天，蛙声作管弦，踏
足步行万千步，斗转星移世事
迁。

（魏 平）

乡村风情

蛙鸣声中行万步蛙鸣声中行万步

四五年前，每到傍晚，老伴
散步时总喜欢去花鸟市场转
悠。大紫大红的鸡冠花、散发
着雅香的米兰花、张开笑脸的
杜鹃花、层层叠叠的蟹爪兰，如
此等等，让她停下脚步，迟迟不
肯离去。

没过多久，她便从家里找出
十多只紫砂花盆，加上几只购苹
果时的塑料筐，取来肥土装进大
大小小的盆子里，将从花鸟市场
上买回来的十多种花卉栽上
了。经过她的精心栽培，家里前
后各高约2米，宽4米左右的铝
合金防盗窗上，摆满了各种鲜
花。一年四季，鲜花盛开，争奇
斗艳，把整个窗台点缀得多姿多
彩，赢得左右邻居们的赞叹。

今年开春，因为新冠肺炎疫
情的关系，她只能宅在家，但她
闲不住啊。这时，她从手机微信
里看到有人在窗台上，盆栽了形
似台球大小的番茄。这些挂果
的番茄，有半成熟的，有即将可
采的，有熟里透红了的，攀爬在

上上下下的枝节上。这些，又让
她的爱好上了一个台阶。于是，
她立即打电话叫儿子网购了6棵
番茄苗。隔了一天，快递员将6
棵番茄苗送上了家门。

经过她的精心呵护，这几棵
番茄苗天天往上长，似乎相互间
在比赛谁长得高，长得旺，棵棵
长得枝繁叶茂。番茄枝条上长
满了一串串饱满如球的果实，平
均每棵有10—20多个小番茄，最
多一颗挂果38个，乐得她喜笑颜
开。这不，在最近的一个星期
天，儿子媳妇和女儿女婿都回来
了，见到老母亲正在给挂果的番
茄枝条用细软的粗毛线，小心翼
翼地绑扎在窗条上，大家夸她有
功劳。在赞扬声中，她从窗条上
摘回一些已经呈橙红色的鲜番
茄，洗净后，郑重其事地装到果
盘里，端上桌让大家品尝，共享
她的劳动果实。

我想，这也是一种快乐，一
种幸福吧！

（朱斌培）

本版摄影本版摄影：：裴裴旭旭（（部分图片为资料图片部分图片为资料图片））

往事随风

··微微 语语 录录··
睡觉前，我撕了张便利贴，开始安排明天的早饭：煎鸡翅、小花卷、煎鸡蛋、小馄饨，水果就切个水蜜

桃吧！
早上时间紧，为了不让自己手忙脚乱，我总会把第二天早饭要准备的东西一样一样写下来，顺手贴

在冰箱门上。鸡翅，要提前清洗干净腌起来；明天做早饭用那只六圆盘煎锅吧，两个鸡蛋四个鸡翅刚好
一锅出来；花卷可以用小奶锅蒸，蒸完花卷接着用它来煮小馄饨；一早起来就把水蜜桃从冰箱里拿出来
回回温，毕竟一大早不能吃太凉的东西……

一边写便利贴，一边把早饭相关的事在心里盘算了一遍，该做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我安心地睡觉
去了。

做任何事情都是一样，用心准备早饭，可以收获一早的从容不迫和家人满足的微笑；用心学习可以
收获知识和成绩；用心工作，可以收获客户的满意；用心生活，可以收获幸福……

——选自“小莲子”的微信

便
利
贴
上
的
早
饭

便
利
贴
上
的
早
饭

防盗窗上的硕果防盗窗上的硕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