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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往事随风

记忆里的爆米花记忆里的爆米花
那天，我带儿子回乡下看

望他的爷爷奶奶。路上，我们
忽然听到“嘭”的一声巨响。回
过头一瞧，原来是爆米花正在
开锅。儿子不太明白那声炸响
是怎么回事，而我却恍然感觉，
香甜的爆米花味道，从那响声
里突然爆裂开来，在车水马龙
的街道上慢慢飘散。

小时候，村口常会出现这
样的老人，推着一辆老式的架
子车，车上放着爆米花的工具，
一路晃晃悠悠。他寻到一块空
地，停下来，拿出小凳，架起锅，
放入自带的玉米，生起炭火，只
需一袋烟的工夫，就会有响声
传出。陆陆续续，大人、小孩循
声而来、闻香而至，手里拿着新
收的玉米，到了跟前，询问加工
爆米花的价格，然后笑着讨价
还价一番，也不是太较真，反正
就是一毛两毛钱的事儿。老人
总是笑眯眯的，细碎的炉灰将
他的脸染得黝黑，辨不出他的
年龄。

只见老人将一个黑乎乎、
挺着大肚皮的爆米花机架在小
煤炉上，另一头是一个手拉风
箱。随着风箱的“呼呼”拉动，
煤炉里的炭火烧得旺起来。老
人打开爆米花机，倒入玉米，再
加入一些糖精，将盖子盖严，然
后用铁棒拧紧，就手摇着爆米
花机不停地转啊转啊转。我们
几个小孩常常抢着帮老人拉风
箱，感觉特威风。

爆米花的过程很快，大约7

分钟，老人一看手柄上的仪表，
说“熟了”。热闹的场面顿时安
静下来，胆小的立刻捂住耳朵
跑得远远的。我真是佩服老人
的勇气和胆量。只见他将爆米
花机放在地上，锅口对准一个
提前准备好的长麻袋，一头敞
口，另一头用绳子扎住。老人
左脚踩在爆米花机上，右手拿
着一根钢管套在锅口突出一
端，猛地一压，只听“嘭”的一声
巨响，伴随着一股白烟，诱人的
爆米花香味扑鼻而来。金黄色
的爆米花大部分被装进长麻袋
里，另有少许散落在周边。小
伙伴们便跑过来你一把我一把
抓着吃，嘴巴里塞得满满的，还
不忘评论甜不甜。

天渐渐黑了，小伙伴们围
着老人久久不肯离去，老人的
生意也越发红火，我们谁也不
愿回家吃晚饭，任凭爹妈三番
五次地来喊，其实大家吃爆米
花都吃饱了。那个时候左邻右
舍乡里乡亲的，乡情味特浓，无
论谁家的爆米花，大家都相互
帮忙，帮着解口袋，帮着装爆米
花，你一把我一把地互相抓着
别家的尝鲜，其乐融融。

我怀念的不仅仅是爆米花
的味道，而是那融洽的场景、和
睦的邻里、快乐的童年。那时
候天蓝云白风大，这些都永远
定格在记忆的深处，仿佛一切
还在昨天，每当念及此，我就如
同置身在那画面中。

（王继红）

开学焦虑症开学焦虑症

饮食人间

母亲又看着电视睡着了，半
躺在沙发上，头往后仰，张着嘴
发出微鼾声。我放下手机，轻手
轻脚走过去，关了电视，然后拍
醒母亲，让她到床上躺下睡。母
亲睁开眼，说：“哎呀，就眯了一
会儿，我看会儿电视再睡。”

我吐槽道：“这电视剧肯定
不好看，您都睡着了。”母亲说：

“什么好不好的，就像你们玩手
机一样，消磨时间罢了。”父亲
去世后，电视成了母亲的私人
专用。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家买了
第一台12英寸黑白电视机，在我
们住的那片儿，我家买电视机最
早。一到傍晚，邻居们都聚到我
家看电视，父亲早早就将电视机
搬到院子里，摆好板凳，沏好茶
水，等待邻居到来。

那时电视机就收一个台，
还总停电，经常看到精彩处就
断了。即便电视剧因停电看得
断断续续，也丝毫不影响大家
的热情，大家边看边议论剧情，
看到精彩处鼓掌叫好，看到气
愤处恨不得扔起板凳砸了电
视。有性子急、脾气大的，大有
飞起一脚踢死坏人的架势，但
因隔着屏幕够不着，于是只好
用拳头狠捶自己。真是电视内
外都是戏。

后来，家家都买上了电视
机，我家的小剧场只剩下我们
一家五口人，终于可以坐在屋
子里看电视了。我从小嗓门
大，看电视喜欢“现场解说”，大
哥给我起了个外号“小宋世

雄”。但我这个“小宋世雄”却
不喜欢看体育节目，两个哥哥
皆是体育迷，我抢台抢不过他
俩，只好跟着看，因为看不懂，
所以也不再“解说”。

两个哥哥结婚后，家里电视
才轮到我说了算，父母觉得好看
便看会儿，不想看就休息去了。

手机普及后，家里电视只有
母亲在看，本是迎来了大好形
势，可母亲反而“不好好”看电视
了，侄女说：“奶奶是开着电视睡
觉。”和同事们聊起此事，大家也
反映，老人大都如此。

唯独艳姐说，她婆婆精神
好着呢，看电视从不打盹儿，问
其原因，艳姐解释说，公公去世
后，婆婆搬来她家住，婆婆性格
内向，平时不爱说话。艳姐怕
老人家孤独，每天晚上吃完饭
后便打开电视，调出婆婆喜欢
看的电视剧或电影，一家人围
坐在一起，边看边做婆婆的“弹
幕”，逗得婆婆笑声不断。艳姐
平时和婆婆在家也经常谈论电
视剧，婆婆不喜欢说家长里短
的事儿，但谈论起电视剧便打
开了话匣子。

人到老年需要的是子女陪
伴，而不是只有电视机陪伴。那
天回到家，我也放下手机，和母
亲一起看电视，我和母亲边看边
聊剧情，母亲开心地打趣：“‘小
宋世雄’又回来了！”

嘿，回来了就不走了。母亲
已老，我得珍惜和她在一起的时
光，好好陪伴，不留遗憾。

（马海霞）

年年开学，年年焦虑，而今
年相比往年，我更是焦虑加了
倍。因为，接下来的一学期，对
于我的儿女，都是关键而重要
的时期。我的女儿即将升入高
三，而儿子则幼升小，即将成为
一名小学生。

事实上，为了迎接这个关
键学期，暑假里我对这两人的
监管从来不曾松懈。对女儿，
在她巩固基础知识的同时，我
督促她买了一些解读笔记，还
有一些练习册，以及各地各年
段的高考模拟卷。不是有句话
是这么说的，“熟读唐诗三百
首，不会写诗也会吟”吗？我相
信只要多做题，多见识各类题
型，熟能生巧是迟早的事。可
是很明显，女儿并不理解我的
用意。她拿她的同学说事，她
同学的暑假生活都快乐而悠
闲，哪像她，看书看书，做题做
题，要不然就是上课，岂是一个

“累”字了得？
儿子倒还算听话。暑假期

间，我让他学拼音，学基础笔
画，他都非常配合。只是毕竟
还小，很多行为着实不受人控
制，譬如有很多字他会认会读

会写，可让他写出来，字体就充
分显露出“天马行空”的味道，
很多时候坐边上监督着也于事
无补。咋整？临摹字帖吧，我
担心让他负担过重，可我又实
在不想面对开学后，因为字不
好看在家长群里天天被“点名”
的“殊荣”。唉，头疼。

除此之外，我还非常担心他
的交友情况。如果说对女儿，我
会担心她交不到知心好友，而对
儿子，我则担心他不懂交友之
道，要是入学后他交不到朋友，
岂不孤单寂寞冷？由此一想，孩
子身上的顽劣，脾气犟，不懂礼
让……很多很多坏脾性，真的是
该好好打磨，赶紧打磨。

我忍不住把担忧一股脑儿
说与朋友听，朋友笑我，说我真
是爱操心。女儿如若不肯好好
读书，由着她吃点人生的苦未
尝不是好事；至于儿子，他还小
嘛，急啥，等再长大些，很多事
慢慢地都会明白。

理是这么个理，然而身为父
母，我总想着尽力给孩子们规避
掉一些人生险阻，可能这就是所
谓的“可怜天下父母心”吧。

（管洪芬）

有你们有你们，，真好真好

人生五味

那日，台风来袭，家里的花
架被吹翻，花盆摔了一地。我花
了三四个小时，收拾那满地的狼
藉，只差把花盆排列整齐时，意
外发生了——我的腰闪了。

我慢慢地一步步挪到床
上，赶紧给老公打电话。老公
急急忙忙请假回来，帮我买药
上药。我以为只是小问题，上
药后就催着老公去上班了。

“嘀嘀”——手机电量不
足，开始鸣叫提醒。我翻身想
去充电，却发觉自己翻不了身，
爬不起来，只能直挺挺地躺着
等老公回来。生平第一次，我
感到那样的无力。

外面天有点黑了，老公买
了饭菜回来。我挣扎着想坐起
来，可根本就办不到，老公见状
赶紧过来扶我，可我坐也坐不
了，站也站不住。我忍不住哭
了起来。老公把我抱回床上，
小心翼翼地一小口一小口地喂
我吃饭。我心想：有你，真好。

手机充好电，我在同事群
中问：有快速救治腰闪的办法
吗？问题刚发出去，同事小青
就打电话来，建议我试试推
拿。她给我推荐了老毕师傅，

说他有中医执业医师资格证
书，从业经验丰富，人也很好。
她让我赶快联系老毕，若是联
系不上，她就亲自到老毕工作
的地方去找他。还好，我一会
儿就联系上了老毕。老毕询问
一番后，让我先冰敷，第二天九
点左右再上门来帮我看看。小
燕、小史、小周、小张、小林……
也纷纷发来微信或打电话来出
谋划策、关心安慰。

第二天，老毕如约而至，诊
治后，他告诉我，情况并不严
重。他推拿了一会儿后，就让
我坐起来看看。我有点难以置
信，但尝试了一番，真的坐了起
来。又推拿了一会儿，我竟然
真的可以站起来了，还试探着
走了几步。

第三天，老毕又来了一趟，
和前一日同样的一番操作后，
又帮我拔了火罐，没过多久，我
就感觉腰彻底轻松下来了。到
了下午，就完全行动自如了。

这次腰闪，在给我带来痛
苦的同时，也给我带来了太多
的温暖和真情。老公，同事们，
老毕师傅，真的谢谢你们。有
你们，真好！ （沈云珍）

2020年8月15日，南京师
范大学中北学院人文系，组成
了以“寻访中国文化女性主义
的魅力”为主题的暑期社会实
践小分队，来到宜兴采访高级
工艺美术师李利老师。

李利老师是在外婆陪伴下
长大的。身为家中的老大，她
早早就帮着父母操持家务，初
中毕业后便进入工厂工作，为
家庭分担压力。内心十分喜
爱学习的李利，只能利用工作
的空余时间坚持自学。幸运
的是，在此过程中，她遇到了
相携一生的爱人，组建了幸福
的家庭。

有了稳定的生活基础之
后，李利老师并不满足于现状，
她想要追求自己的理想，毅然
辞去精陶厂的工作，开始学习
手工制作紫砂壶。她的丈夫对
此非常支持，他坚定地告诉李
利老师，无论最终成功与否，他
都会一直陪伴与支持，做她事
业路上的坚强后盾。而且，他
还大包大揽了家里的日常琐
事，让她没有后顾之忧。

学习紫砂壶需要长时间的
积累，李利老师花了四五年的
时间潜心学习做壶手艺。虽然
一开始也是以市场化的传统器
型为主，但是在不断学习中，她
有了创新的念头。她进入清华
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举办的人文
陶瓷艺术高级研修班，在与教
授们的沟通交流中，她受益匪
浅，开始在紫砂壶的创作中，融

入了很多自己的想法，使得从
她手中做出的壶具备独创性，
且拥有收藏价值。

李利老师对器皿的美学和
文化深有兴趣，常利用空余时
间去博物馆参观学习，有时候
在一件藏物前会驻足很久，细
致了解其历史、样式及社会意
涵，从中获得做壶的灵感。比
如她的作品《汉韵提梁》就是取
材于汉代半釉罐子。中国传统
文人士大夫对陈设、把玩文器
向来追求禅味，汉代的半釉罐
子上半部分呈水滴落的样式，
极具动态感。李利老师在制作
《汉韵提梁》的时候，将紫砂壶
壶身的上半部分釉水，形成了
茶水滴下的动势，古朴、素雅，
简洁而富有韵味，行云流水般
自然。

今年年初，疫情形势严峻，
李利老师感慨万分，遂制作了
《如意莲灯壶》这个作品，深切
表达了对国家责任担当、对人
民团结精神的赞扬之情。整个
壶取莲花宫灯为原型，启发于
正月十五元宵节，我们会提着
莲花灯祈求平安。壶的底部是
莲花灯并刻有如意云纹，壶盖
设计为镂空状，寓意着虽然是
微光，但是能照亮整个房间。
照亮自己的同时也是照亮别
人，以灯寓人，表达现在人人需
要发光发亮。

以匠人之心，琢万物之美，
心有所向，定能劳而有获。

（吴欣宇）

纷繁世相

匠人之心匠人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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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候生活在农村，家境
贫寒，家人的生日常被忽略。

班主任老师对我们说，一
些特别的日子，用心地过，长大
后就会成为一份刻骨铭心的记
忆。我记在了心上。不久后是
父亲的生日，可摸着空荡荡的
口袋，不知道该送他点什么。
那几年，父亲身体不好，生意惨
败的他还欠了一屁股外债，他
的脸色愈发苍白。有懂医的熟
人说，父亲如果不注意身体、郁
结在心，怕是不能长寿。我心
里一惊，多么希望自己能让父
亲快乐起来，并且能健康长寿，
一辈子平平安安。

我动了心思，决心为父亲做
一碗长寿面。生日前一天晚上，
父亲早早就睡下了。我因为挂
念着要做面，睡不安稳。四点
多，我就起床了，开始在厨房里
轻手轻脚地忙活。做起来并没
有想象中那样简单，和面、揉面、
擀面、切面，再把面条一根一根
连接起来，形成一长根面条，我
把自己弄得满脸都是面粉。经
过一个多小时的奋斗，案板上终
于有了一根超长的粗面条。

我从鸡窝里摸出两个鸡蛋，
又像模像样地做了两个荷包蛋，
将面煮熟，端到父亲床前，大着
胆子对父亲说：“爸爸，生日快
乐！”父亲还在睡梦中，他睁开眼
睛，惊讶极了，随即坐起来吃面
条。他三两下就把面条吃完了，
一个劲儿地夸：“好吃！”母亲凑
上来，问我哪来的面条，我笑着
说自己做的。父亲不相信地看
着我，瞬间就落下泪来，别转过
头去。

后来我参加工作了，父亲过
生日时，我给他送过名贵的手
表、剃须刀、摩托车，也送过他高
档的衣服和手包，父亲收到礼物
总是乐不可支。有次聊天，问他
最喜欢我送的什么礼物。父亲
笑着告诉我，他的记忆里，我十
三岁那年，送他的那碗手擀面最
让人感动。其实那碗面条我尝
过，一点也不好吃，少油少盐，还
煮得过老了。可父亲说那是他
吃过的最好吃的面条，也是他这
辈子收到的最珍贵的生日礼物。

这一件小事，若不是父亲提
起，我早已忘记了，而他，放在心
里记挂了许久许久。 （刘 希）

家有儿女

一碗面的惊喜一碗面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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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微 语语 录录··
本地的某老牌饭店，推出了特价龙虾自助餐。我立马打电话预约了第二天的晚餐，准备和闺蜜一

起大吃一顿。
说是龙虾自助餐，其他美食也不少。我看着诱人的点心正欲去拿，却被闺蜜拉走了。她开始对着

我细数吃自助餐必须遵守的原则——衣服要穿宽松的，以免影响“发挥”；凡是家里能做的、容易饱腹
的、价格便宜的都不能吃。她还告诉我，为了多吃点，她连午餐都没吃。“绝对不能吃亏了！”她说。

那一晚，我们每人吃了好几盘的龙虾，价格昂贵的海鲜、牛排也吃了不少，临走的时候肚子已经撑
得滚圆，闺蜜又挖了几个冰淇淋球，力求压榨胃部的“剩余空间”。

这顿确实没有“吃亏”，但我实在开心不起来，很多喜欢吃的因为“不够格”没吃，不喜欢的倒吃了不
少。因为胃胀，我晚上也没睡好。

我忽然想起一句话：怕吃亏的人吃的亏永远是最多的，因为无论得失，他都只在乎失去多少。深以
为然。 ——选自“多多”的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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