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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万家灯火

介意和释怀介意和释怀
那天妹妹自豪地对我说，

她给了妈妈一千元钱作生活
费。我当时就给了妹妹一个
大大的赞。最近这几年，妹妹
买房又买车，经济一直比较拮
据。可几天后遇到妈妈，妈妈
却随口而出：“她过生日时我
先给了她六百元，她才会这么
大方。”

原来如此。那么妹妹过生
日妈妈给了六百元钱，而我过
生日妈妈为何六十元也没给
过？这不明摆着是偏心嘛！而
且听说，弟媳过生日妈妈也给
了六百元，这样算来，兄妹仨
人，妈妈真的就我没给了。

我经济条件略好些，平时
常常一千两千给妈妈，一年下
来能有七八千，我从不因此与
弟妹计较，因为每个人的能力
有大小，只要尽心尽力就可。
可我有我给是我的事，作为妈
妈给子女的关爱可要一视同
仁呀。我们几个的孩子考上
大学时，妈妈都会奖励五千；
家里有次分金戒指，妈妈也是
给我们仨一人一个，可以说，

妈妈基本上都做得公平合理，
但这事妈妈为何不一碗水端
平呢？

有好多天，我一直无法释
怀，我想不出什么理由让妈妈
做得如此不公，我甚至倍加思
念仙逝的父亲来。在外面受多
少委屈，待遇及不上别人，工作
比别人辛苦，我都可以忍受与
释怀，唯独自己最亲最爱的妈
妈给予的不公，让我倍加介意
与伤心。

可是就在前几天，妈妈因
为我几天没去看她，特地跑到
我家看我。她离去时，看着她
苍老的身子与花白的头发消失
在前方，我的眼睛突然潮湿了，
原先所有的介意与不快，一下
子释怀了。

是啊，妈妈老了，她都八十
岁了。一碗水想要端平毕竟不
易，纵使在物质上可能有些许
不公，她的心里记挂着每个子
女，我又怎能为这点小事抱怨
与伤心呢？

妈妈，永远是我最亲最爱
的好妈妈。 （春临阳羡）

甜豆花甜豆花 咸豆花咸豆花

人生五味

老徐住在我家楼下。第一
次认识他，是新房装修时。老徐
家装修比我们早得多。我们开
始装修，他们已经住了进来。

那天，家里来了一个矮小的
老头，一进门就扯着嗓子喊：“谁
是房子的主人啊？装修时管子
怎么能乱动呢？我们厨房渗水，
都浸透了。”爱人和负责装修的
工人赶紧下楼去查看。情况很
快得以妥善处理，我们也因为此
事一再地向楼下的邻居道歉。

这个老头手一挥：“算了算
了，问题解决了就行！但千万不
要有下次啊！”嗯——此人不太
好相处，我在心里给这个老徐贴
上了这样一张标签。

一年之后我们搬进了新家，
和他正式做起了邻居。从此每
天下班后，总能在楼道口看见这
个老徐，有时躺在已经有些年头
的藤椅上，手里摇着一把边角都
已经磨损的蒲扇，眯起眼睛小心
翼翼地抿一口还飘着香气的
茶。有时他背着手，慢条斯理地
踱着步，时不时低下头专注地看
着院子里的花苗，查看它们的长
势。每次遇见，我都是微微一颔
首便算是打过招呼了。

是什么时候开始，和老徐热
络起来的？我歪着头仔细想了
想，或许是从父母亲住进这里之
后吧。父母亲刚进城时，身边少
了熟悉的朋友，很不适应。所以，
老爸老妈一有空就下楼去小区转
悠。没几天就把整幢楼的住户的
情况摸透了。顶楼的小男孩每天
晚上去练钢琴，见到陌生人都能
很有礼貌地打招呼；一楼的经常
住在无锡，偶尔才回来住两天；老
徐是个干活好手，农活、水电门
儿清。从父母亲那我了解了许
多和小区住户有关的“娱乐八

卦”。有一天，我和爱人下班回
来，刚走到楼道口，老徐迎面走
来：“才回来啊？”“嗯，单位下班
时间晚，你们已经吃过了吧？”邻
里之间突然变得温暖而亲切了。

老爸老妈从乡下带了菜和
米上来，就会分出一部分楼上楼
下地送，自然少不了老徐的那一
份。老徐的女婿弄到了一条十几
斤的灰鲢，给老徐送来，老徐切了
一段给我们。家里的灯坏了，下
水道堵了，老爸站在窗口喊：“老
徐！”你听，“蹬蹬蹬——”。没错，
老徐已经在来的路上啦！他拎着
一包工具跑了上来，三下五除二，
搞定！老爸把一杯刚冲泡出来
的茶递过去，老徐一摆手：“不
用，一会下楼喝我的，女儿前几
天刚送来，味道相当不错。”

老徐家的儿子办过几年厂
子，收入很不错。这原本是一个
幸福的家庭。只是，后来他迷上
了赌博，把家底都掏空了。孙子
对厨艺很感兴趣。老徐一咬牙，
把和老伴的养老钱拿了出来让孙
子去进修，现在孙子成了一家餐
厅的大厨，一有空就会回家来，亲
手给爷爷奶奶做上一桌子的美
味。每逢这时，老徐的嘴巴就合
不拢了。日子，又安定惬意起来。

若是在古代，这老徐一定是
陶渊明的超级粉丝，极向往那种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
活。这不，他家院子里，已经被
他陆陆续续种上了大丽菊、鸡冠
花、绣球花、山茶花、杜鹃花、凤
仙花、菊花等。十多个品种，一
年四季，都不缺颜色。瞧，他又
在忙碌了。他认真地翻着地，把
一些花籽播撒进去。我们问：

“老徐，又捣鼓啥呢？”老徐神秘
一笑：“明年你们就知道啦！”

（申丹英）

儿子和侄子约好，要去白
云山吃一碗豆花。

白云山的山水豆花别的地
方吃不到，因为那是用白云山
的山泉水酿制的。我和阿婶便
陪着他俩上了一趟白云山。

路上堵车，车子开一会停
一下。儿子晕车，头歪在车窗上
像只病猫。唉！为了吃一碗白
云山水甜豆花，也真是够拼的。

进山，爬了十来分钟，孩子
他爹来电话了：“白云山上很多
餐厅没开了。”

“那豆花呢？千万别告诉
我豆花也没了。”

“听说也没了，山上只剩下
两家快餐店还在营业。”

儿子和侄子不免失望。但来
都来了，也只能继续往上爬了。

孩子他爹的情报很准，熟
悉的几家餐厅都没开门。半山
腰上，那家专门生产和销售豆花
的餐厅的大门，被一排栽在花盆
里的绿植挡着。往年门口几十
张小圆桌都不够坐，很多人站着
吃。如今门口一个人也没有。

我看着餐厅紧闭的大门，
想起他哥俩小时候一起上白云
山吃豆花的情景。儿子每次都
是冲着豆花才爬白云山的，但
也是一两年才爬一次。侄子却
是第一次上山，他不理解哥哥
为何这么要吃豆花：“这有什么
好吃的？我们那儿多的是。”所
以当我要给他也买一碗时，他坚
决不要，说尝一口哥哥的就行。
没想到哥哥这次小气极了，不给
吃，态度坚决地劝弟弟：“你也买
一碗。”弟弟只好让我给他也买
了一碗。没想到第一口便把这
小子给征服了——豆花居然是
甜的，而且还这么好吃。

“那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
豆花，完全颠覆了我对豆花的
印象。”站在豆花店门口，侄子

给豆花作出了如此高的评价。
我不甘心。侄子难得来广

州，不能让他白来一趟白云山。
边上有家卖饮料的小店，

我向老板娘打听哪里还有卖豆
花的，她说往回走十来分钟有
一家，就在路边。她隔壁这家
餐厅过年后就一直没有开门。

既然有，心就定了。下午，
我们在下山的路上，拐进了老
板娘介绍的那家店。一问，还
真有，迫不及待地一人要了一
碗。还是那味，甜，嫩，爽，滑，
有淡淡的豆香。可能是又累又
渴，也可能是要弥补上山时的
失望，儿子吃完又去要了两碗，
和侄子两个一人一碗。侄子吃
完，说，好吃，但感觉不是小时
候的味道了。

倏忽，坐在我对面的两个
孩子已是十八九岁的青年，连
他们都在寻觅小时候的味道
了。我突然明白他俩为何要相
约上白云山了。

每个人都在寻找儿时的味
道。我也想念一碗豆花。那碗
豆花是咸的，在老家杨巷西街
上那座老拱桥桥脚下。小小的
豆花摊档，忙碌的街景。父亲
带着我和弟弟，坐在摊档的四
方桌前，一人吃上一碗刚从木
桶里舀起的，热气腾腾的，淋上
酱油，撒上榨菜丁和虾皮，还有
香菜的豆花。美极了！

儿子和侄子的那碗甜豆
花，我的那碗咸豆花，都随着时
光的消逝，成了人间至味，不可
复制。即便我们回到同样的店
或者摊档，吃同样的东西，儿时
的味道也不复再来。

幸亏，时光偷偷溜走的时
候，又留给我们一些温馨的回
忆。这回忆有点像这碗豆花底
部汪着的蜜，越吃到下面，越
甜。 （朱雪飞）

车车 轮轮
人生五味

华灯初上，原本应被晚霞
拥笼的城市，蓦地下起了一
场雨。

雨水倾灌而下，不一会儿
就模糊了视线。正值下班高
峰，不耐烦的鸣笛声阵阵响起，
好像多按两下喇叭，就能离家
里的那桌好菜更近一些。

“姐姐，那些黄衣服的人怎
么走这么快？”说话的是从车窗
向外看光景的妹妹，一场雨对
她来说，无非是晚点儿回家吃
饭。在三年级的小孩心里，说
不定对鲜有的大雨还稀奇着。

我随着她的视线看出去，
灰蒙蒙的天色，不时有黄色的
身影一晃而过，的确显眼。统
一的服装，车后部都有个大大
的箱子，原来是城市里再常见
不过的外卖小哥。

还没等我回答，妹妹的脑
袋又跟着一个飞驰而过的黄色
身影扭了过去：“他们一点都不
怕被淋湿呢？”

飞驰的身影当然听不到一
个小女孩天真的担心，车轮仍
然马不停蹄地向前滚动。去温
暖明亮的店内取餐取物，然后
跨上两个轮子的电动车，在大
雨里穿梭一阵，到达目的地，敲
响各色各样的门。门背后有饥
肠辘辘等了许久的人，门再关
上，那些人就可以享受一顿晚
餐。而这些黄色的身影，依然
在雨水里穿梭，继续奔赴下一
个地点……

“原来他们是我们的车
轮。”听我简单介绍完外卖小哥
的工作，妹妹若有所思地回了
我这么一句，我不由一愣。再
细细想，又觉得这句充满童真
的话，别有滋味。

我踩着二十世纪的尾巴出
生，有幸见证了祖国飞速发展
和繁荣富强。如今，我们的日
常生活已经相当便利。城市每
天都高速运转着，那么，是什么
在当我们的“车轮”？从外卖小
哥、保洁员、建筑工人到技术骨
干、科研人员……是所有劳动
者互相结合，合力推动社会高
速发展。

劳动，多么光荣又伟大的
词语，它被赋予无限的光辉，但
落到每个人心里，其实不过是
一个又一个最朴实的愿望，是
外卖小哥想送好每一份餐的
坚持，是工程师想画好每一份
图纸的执着……是每一个“车
轮”，都坚持不懈向前滚动的
信念。

“是呀，是他们的辛勤劳
动，才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
福美好。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
车轮，都该努力转动，让自己这
辆车飞驰起来。”这是我从这堂
生活课里学到的东西。

妹妹若有所思地听着，不
知道今天这一幕，能否让她感
悟到一些东西，也让自己的小
小车轮飞快转动起来？

（韦梦杰）

早上这场大雨，它来势汹
汹，时间久，噼里啪啦下个不
停，引起了我对上世纪70年代
一段经历的回忆。

那天，也是这样的大雨，我
正和生产队社员一起，头戴斗
笠，身穿蓑衣，撅着屁股在田里
插秧苗呢。

天地间混混沌沌，雨水就
像断了线的珠子，密密匝匝往
下落，砸到脸上，麻辣辣地痛。
有时还会伴随着电闪雷鸣，一
阵剧烈的巨响之后，很快会闻
到一股浓郁的硫磺味。

田里坑坑洼洼，泥水没到膝
盖下，蚂蟥多的田里，两只腿上能
爬爬八九条，刚抓掉，又爬了上
来，吓得一些女社员连声尖叫。

可无论是雨水，还是蚂蟥，
在这个时节，都没人顾得上了。

在田里弯腰久了，大家腰
酸脚麻，眼睛发花，眼皮肿得像
哭了好久似的，全身更是凉得
阵阵打寒颤，可没有一人吭
声。只有雨珠砸在水里，发出

“啪搭啪嗒”的响，水田表面掀
起一片片白色跳跃的水花。

在田中间的人，都拿出了
自己全身本领，使劲地争取插
在外围人的前面。如果被外围
人包裹了，那就叫“被包上饺
子”了，很是没脸。外围人自然
也不想落在后面。所以大家低
着头使劲地插，你追我赶。

中午回家吃饭时，大家的
手脚在水里长时间浸泡下，早
已发白，不堪触碰。农忙时节，
太过辛苦，需补足体力。妈妈
会特地用面杖擀手工面，加上
自己腌制的咸菜，煮上满满的
一大锅。我光着脚，撸起带有
泥巴的袖子，盛上一大盆，“嗤
嗤呼呼”，不一会就下了肚，心
里很是满足和慰藉。

时代不同了，种田的方式
方法，早就发生了质的改革，瓢
泼大雨时再也不用赶着插秧
了。重温那段岁月，我的心里
总会不由得阵阵酸楚。

（王虎成）

往事随风

雨中插秧雨中插秧

那天，路过一户农舍，被一
树丝瓜吸引，丝瓜种在院内，瓜
藤却探出院墙外，搭在了大门口
的枯树上。我猜测，农舍主人也
是有情调之人，“引导”着瓜藤攀
爬，竟然爬出了一树造型，黄花
绿叶中冒出一根根丝瓜，像从枯
树上长出来的，使得丝瓜缠绕中
的枯树也散发出勃勃生机。

农舍是普通民房，有些年岁
了，但农舍外打扫得干干净净，给
人一种邻家院落的亲切感和舒适
感。农舍“铁将军”看门，主人外
出了，路人便胆大起来，我让同行
朋友帮我拍照，照上农舍和一树
瓜藤，朋友刚举起手机便惊喜地
说：“树上有个小木牌呢！”我转身
一看，木牌上面用毛笔写着：丝
瓜，随便摘，勿伤瓜藤，谢谢。

这里是乡下，丝瓜不是稀罕
物，这个木牌是写给过路客的。
我顿时对农舍主人生了好感和
好奇，朋友说，若下次有机会路
过此地，一定再来拜访。

我笑问：“拜访的由头是
啥？”朋友回答：“这还不简单，就
说上次路过摘了您家丝瓜，家里
没人无法答谢，此次路过专为说
句‘谢谢’。”

上周，我和朋友得闲，故地

重游，恰好农舍主人在家。那是
一位年长的大妈，听我们说明来
意后，大妈笑道：“丝瓜是高产植
物，不摘的话，老丝瓜挂藤上坠
着瓜藤，会影响后面丝瓜生长，
也影响瓜树的美观。你们帮我
摘了丝瓜，相当于替瓜树‘剪枝’
了，我该谢谢你俩才对。”

大妈很会说话，闹了半天，
我们白吃丝瓜还属于友情帮
忙。大妈说：“院子里种了好几
棵丝瓜呢，家里就我们老两口，
一棵丝瓜就够我们吃了。门外
这棵丝瓜当花养，当景看，丝瓜
谁稀罕谁自取。”

朋友说，可以卖掉换钱呀。
大妈说，值不了几个钱，不劳那心。

一根丝瓜值不了多少钱，但
它的路人缘却无法用金钱来衡
量，因为一树随便采摘的丝瓜，
让我对一户农舍、一个村庄，甚
至一座城市产生好感。当丝瓜
成为风景，不仅让枯树重新焕发
青春，还因一块小木牌上的字，
而让我这样的陌生过客倍感人
世美好。

偶遇一树丝瓜，小景、小善，
却怡情养性，农舍主人或许不知
道，她家门前的风景像一幅油画
印在了我的记忆里。 （马海霞）

本版摄影本版摄影：：草原之夜草原之夜 尚尚 轩轩（（部分图片为资料图片部分图片为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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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微 语语 录录··
那天，晚上9:30下班，我照例在单位门口附近灯光明亮处，招手打的回家。不料，接二连三的出租车

在我面前一闪而过，明明显示都是空车，却都未停车。这让我十分纳闷。

终于，一辆出租车停了下来，刚坐下去，前边的司机就嚷开了：“我看得十分清楚，前面的三辆车都

空无一人。他们只专注着向前开，没发现你在招手。”

只要上晚班，我都是打的回家的，跟很多司机都聊过天，不少也称得上熟人了。他们中，有的时常

抱怨生意每况愈下，并抱怨行业不景气；有的，却会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告诉我说，生意是越来越好了，

今天比昨天的客单量又增加了。

同样的行业，情况想必是差不多。那么，到底是为啥有的景气有的不景气呢？我忽然想起一句话：

细节，决定成败！ ——选自“书竹”的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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