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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山里的爷爷奶奶住在山里的爷爷奶奶

往事随风

阿阿 珍珍

市井人物

饮食人间

本版摄影本版摄影：：唐唐 跃跃（（部分图片为资料图片部分图片为资料图片））

记
录
我
们
的
多
彩
生
活

记
录
我
们
的
多
彩
生
活

记
录
城
市
的
生
动
表
情

记
录
城
市
的
生
动
表
情

··微微 语语 录录··

那天，外面的温度是零下十一摄氏度，公交车内却温暖如春。
一位没戴口罩的男人上了车，驾驶员提醒他，搭车必须戴口罩。那男人撇了撇嘴，正欲下车。一位

老人从随身的包里，拿出一只用塑料袋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口罩递给他。那人却瞪大了眼，极不领情道：
“这口罩戴过吗？干净吗？”那老人不由得一怔，一言不发地把口罩又原原本本地放回包内。那男人又
撇了撇嘴，下车了。

平静的车里，炸锅了！“这个人怎么这样说话？”“没教养！”“素质太差了！”“好心当成驴肝肺！”有两
位好心人主动走到老人身边，安抚道：“您不要生气，我们大家都知道您是一片好心……”

那老人紧锁的眉毛终于舒展开了：“这口罩我又没用过，我经常乘公交车的，年纪大了记性差，放几
只在包里备用的。” ——选自“书竹”的微信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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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常备零钱身上常备零钱
纷繁世相

嘘嘘，，别打断孩子别打断孩子
家有儿女

岳父在周围人眼里是个精明
人，有人还称他为“小诸葛”。对
于这个荣誉称号，他听着很受
用。退休前，他在一家事业单位
工作，其间几次办理了停薪留职
出去创业，最后无不以失败告终，
屡屡吃回头草又回单位上班。如
此几番折腾，直到退休他还是个
科员。

“一个好汉三个帮，我实在
没有得力助手。就说当年开家电
维修店，辛辛苦苦带出来几个徒
弟，个个都当了白眼狼……”有
一阵子，岳父忆往昔峥嵘岁月，
叹息不已。

某日，岳父得知我家空调坏
了，想在网上订购一台，他不禁想
起了那几头“白眼狼”。其中有一
头如今开了个空调销售专营店，
生意做得还不错。这点小事找他
帮忙，估计还是能拿到最低价的。

果然，一个电话，“白眼狼”满
口答应，说师妹家装空调哪能赚
钱？他完全当义工，一个子都不
赚。岳父在我们面前赚到了面
子，很是高兴。不过想到当年不
欢而散，一晃二十年没怎么联系
了，这小子答应得这么干脆，岳父
又有些疑惑。连着几天，上网查
询各种渠道的空调最低价。这一
比，好心情便打了折扣，“白眼狼”
给的价并不比别人便宜多少。我
们便开导他，不能光比价格，徒弟

承诺了不收安装费，算下来也省
了好几百啊！

岳父想想也是，可是转念又
一想，徒弟口口声声说一个子都
不赚，按照网上比价，很可能他还
是有利润的，这不是忽悠人吗？
于是我们又给他分析，人家平台
规模大，他徒弟的店子小，拿货价
格肯定有区别。岳父听了，情绪
稳定了一些。

天气越来越冷，等了好些天，
不见岳父的徒弟来装空调。老婆
很是后悔，说如果在网上下单，空
调早就用上了。为了省那么点
钱，都快冻感冒了。岳父打了几
回电话，徒弟一直说太忙，直到他
忍不住快发火了，徒弟终于上门
把空调装了。

装完之后，徒弟通过微信给
我老婆道了歉。说原本早就可以
来安装，不过他了解师傅的脾
气。如果表现得太积极，很像是
有钱可赚，过后老人家思来想去，
肯定会很不舒服。推三阻四、三
请五请才来，这才像是一分钱没
赚的样子。

岳父果然放下了猜疑，基本
确认徒弟的确打了“义工”，继而
将他从“白眼狼”名单里划掉
了。我们也终于明白了，岳父当
年创业为什么没有“好汉”帮他，
而所谓“小诸葛”看来也不是什
么好名声。 （朱 辉）

在童年的记忆里，过年最开
心的事，便是手攥爆米花，和小伙
伴们满地里玩。

那时，一进入腊月，爆米花师
傅就走村串户招揽生意了。一听
到村里传来爆米花的巨响，便知
道爆米花师傅进村了，我赶忙三
步并作两步跑回家，还没到家门
就扯着嗓子大喊：“娘，爆米花师
傅来了，咱家爆米花吗？”正在家
中纳鞋底的母亲抬起头说：“我就
知道你的馋劲上来了。米早就给
你准备好啦！”

我兴冲冲地带着米来到爆米
花师傅那，只见“黑葫芦”状的炒
米机架在一个小锅炉上，炉火熊
熊，火舌跳跃着舔着炒米机。师
傅左手不断地转动炒米机柄，右
手推拉着鼓风机，看到炭火小了
些，又连忙放下鼓风机，用小铲去
挖点黑炭放入炉中，红红的火舌
顿时又窜向炒米机。师傅还不时
看看炒米机上的压力表，以掌握
火候。大约十分钟光景，师傅小
心翼翼地把“黑葫芦”从架子上拎
下来，又拿一个大麻袋套住炒米
机的盖口，再顺手抄起一根铁棍
撬动机盖。“嘭”的一声巨响，炒米
机周围升腾起一股白烟，烟雾迷
蒙中，那条大麻袋伸得又直又
圆。待白烟散去，师傅从麻袋中
倒出爆米花。爆米花粒粒饱满，
洁白圆润，寒风裹着爆米花的馨
香直钻入鼻孔，好似在冬天里闻
到了三月桃花香。我使劲地咽了
一下快要流出的口水，耐心地等
待着。

终于轮到我了。师傅把米倒
入炒米机的大肚子里，盖紧机盖，
然后“哐当、哐当”地摇起机柄。
我焦急地看着机上的压力表，心
里默念催促：快点转啊快点转。
可那压力表好像和我作对似的，
跑得像蜗牛一样慢。在我备受煎
熬的期待中，师傅终于拎起了“黑
葫芦”。又是一声响彻云霄的声
响，我的爆米花出炉了。我迫不
及待地抓起一把爆米花塞进嘴
里，啊，又香又脆，芬芳满口。中
午，母亲在炖蛋时，特地舀了点爆
米花放进蛋碗里。吃饭时，那和
了爆米花的炖蛋再滴上几滴麻
油，顿时香气四溢，鲜嫩甘醇。我
舀了一勺又一勺，一大碗蛋被我
一人吃了一大半。过年的时候，
饭菜过于丰盛，大人小孩泡一碗
爆米花权作早餐，最是便宜。

香喷喷的爆米花香满了整个
腊月和正月，这个时候，连风打的
旋儿都香气扑鼻，整个村庄都浸
透在香海中了。有的大人到田间
劳作时也喜欢带点爆米花做零
食。我们这些孩子们，一个个衣
裤的口袋里装的是爆米花，手上
拿的是爆米花，嘴里吃的还是爆
米花。在巷子里，在小路上，在打
谷场上，我们奔跑着，欢叫着，不
时就朝嘴里塞上一把爆米花，甜
丝丝、香喷喷的，我们飘到哪里，
哪里就会有一阵清香。

童年，是金色的，而爆米花，
则把我金色的童年熏得酽浓浓
的。而碌碌人生，还有什么能比
无忧的童年更美好的呢？（吴 建）

也许是时尚，如今不少人
带一部手机，身上就不带钱
了。可我不以为然，总觉得身上
带一些钱好像心里就踏实些。
尤其是零钱，有时候还可以派
上大用场呢！

上个月的一天下午，我乘坐
226路公交车从和桥来宜兴。
车过屺亭，坐在对面的一位女
人突然问驾驶员：“这车到高铁
站吗？”驾驶员回答：“不到。”我
听她是外地口音，看到她带着
两个小男孩，还带着几个大小
包裹，大概是准备回老家过年
了吧。我告诉她：“坐到树人中
学站下车，转乘1路公交车就
可以到高铁站，很方便的。我
也是到那站下车，到时候我叫
你。”她连声道谢。

树人中学站到了，我们下
车，他们跟着我走过马路。她看
到一辆出租车过来，就叫停了
车，可一问，到高铁站需要40
元，她有些舍不得。我告诉她，
公交车只要2元。她迟疑着说：

“可我身上没有零钱，大叔，请问
你有零钱吗？”“有，有。”我正准
备掏2元钱给她，谁知道她的动
作挺快，拿出一张5元钱跟我换
了5个1元的硬币。正好有一

辆公交车进站，她便带着孩子和
包裹上车直奔高铁站去了。

千万别以为带着一部智能
手机就能“打遍天下无敌手”，有
时候你的手机会“英雄无用武之
地”。就像一旦没有了电，电脑
就“罢工”，不少办公室人员都有
这种体会。

不久前，一位朋友身有不
适。我陪同他到某医院去做检
查。医生问清情况开了药。朋
友取药后，护士告诉他，这药需
要用1000毫升的开水冲服。朋
友有些为难，1000 毫升是多
少？如何掌握？护士从工作柜
下拿出一只量杯，上面有刻度。
朋友接过量杯，正准备走，护士
连忙喊住他：“付2元钱。”哦，量
杯不是免费的。朋友拿出手机
准备支付。护士说：“这里没有
二维码，要付现钱的。”朋友尴尬
了！他掏遍口袋也没找到零
钱。我说：“我有。”掏出2个1
元的硬币，放到了柜面上。出了
医院，我不禁有点自豪，小小硬
币就是派上了大用场。

两个关于零钱的小故事讲
完了，你们是否对身上备少许零
钱可以有一点新的认识？

（许季涛）

我在厨房里炒菜，炒到一
半，忽然奇怪咋好一阵没听到七
岁儿子的动静了？我赶紧伸头
一看，发现儿子正拿着笤帚在扫
地。我没要求他扫地，他怎么会
这么“积极主动”？

我问他，怎么会想到扫地
的？儿子说，刚才玩“太空沙”，
不小心洒了一些在地上，刚好
看到地上也有一些灰尘，索性
一起扫一扫。原来是这样啊，
我表扬了儿子几句后便折返厨
房，由着儿子继续扫地。倒不
指望他真能把家打扫得多干
净，我只是感觉孩子长这么大，
类似的事还真是做得很少，既
然他这会儿主动愿意去做，便
由着他折腾也好。我甚至想
到，小孩子嘛，反正一般就几分
钟热度，不一会儿，不用我说，
他自己就不扫了。

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儿子
越扫还越来劲了，把客厅打扫完
成后，拿着笤帚又去了我们的房
间，随后是他姐的房间，还有客
房……地扫完后，他更是拿起拖
把，又一顺溜地拖起了地。看着
他一副埋头认真的样子，我不由
心里惊叹是我小看他了。小小
的他，这一扫一拖，居然坚持了
半小时之久。想着这些，我不免
心疼起来，喊他：“累吗？不要拖
了吧，休息会儿。”

我以为儿子会听我的话歇

下来，他却一边埋头拖地一边回
我：“我不累，我得拖完。”我继续
喊他：“别拖了，快歇歇吧……”
老公却从书房出来向我示意：

“嘘，别打断他。”许是看我纳
闷，老公走过来向我悄声解
释。老公说，孩子突然热心于
干一件事，大多是一时兴起，
这时候父母绝对要表明一种
态度，就是要教育孩子做什么
事都有始有终。既然想扫地，
就认认真真地扫，而不只是为
了博彩头，更不能是为了图好
玩。大人的态度很多时候会
成为孩子以后行事的准则。
我们现在心疼他，很可能以后
他也会由此心疼了自己，把不
干活、干不好活当成了理所应
当。反之而行，孩子会因小利
大，养成各种好习惯。

老公说，只要孩子不是在干
坏事，其余的事，只要他处于一
种认真的状态中，那么——“嘘，
别打断他”。我会心一笑，老公
说得很有道理，身为父母，我们
总是以一种心疼和体谅的心态
对待孩子，却忽视了要培养孩子
的恒心、耐心和责任心。与其以
后看孩子做事没耐心，习惯性半
途而废再懊悔莫迭，远不如从现
在开始“嘘，别打断孩子”。看似
一个轻微举措，却是父母的一种
态度，更是对孩子深远的爱。

（管洪芬）

那天，在家族群里看到一
张过年在大姑姑家拍的全家
福，照片里，爷爷奶奶在儿女、
孙子辈及重孙的簇拥中安详自
在。虽然事隔多年，仿佛就在
昨日。

小时候，爷爷奶奶在山里
看山。放假了，我和弟弟去山
里看望他们。乘公共车到终点
站，然后走上好一段山路才到
达。奶奶看到我拎着西瓜，心
疼地说：“傻丫头，你是拎着石
头进山里来啊！”

山里的夏天晚上特别凉
快，还要盖被子呢。睡到半夜，
听着狗嚎叫的声音，鸡圈里的
鸡扑腾扑腾乱作一团，我和弟
弟很是害怕，爷爷说：“别怕，孩
子，狗怕人和光线。”只见爷爷
打开手电筒，照着门的方向上
下左右转了几圈，吼了一嗓子：

“还不快走！”一会儿，山里恢复
了平静。

山里吃的是“自来水”，毛
竹一劈两半，削去中间的隔
断，一根一根接起来，把山涧
的水直接引到家中的水缸
里。如果水缸满了，只需移动
一下毛竹，流水就淌到屋外一
条水潭里。山水清澈甘甜，煮
开了放上一把自制的野山茶，
醇香扑鼻。

屋子旁边有两棵银杏树，
到了丰收时节，我们就在地上
铺上大块塑料纸，用长长的竹
竿把成熟的果实一颗颗打下
来，再埋进土里几天，等包在外
面的果皮腐烂了再取出，戴上
手套剥出果仁，洗净，就是洁白
的银杏。放在锅里炒制，一阵
噼里啪啦响过之后，银杏熟
了。剥开热气腾腾的外壳，把
果肉丢进嘴巴，糯糯的，苦过之
后自有一番香甜，这是童年舌

尖上的美味。
午后，我和弟弟在两棵毛

竹间系上一条床单，躺在上面
荡秋千，你推我，我推你，山里
寂寞的时光就被打发掉啦！有
时我们也会把耳朵贴在竹子
上，可以听到“哗啦啦”流水那
样的声音呢！

爷爷通常一起床就去巡
山。奶奶做好了饭，就在屋前
喊上一嗓子：“老头子，回家吃
饭啦！”山谷中响起了阵阵嘹亮
的回音，一会儿，爷爷就真的回
家了。

有一次，我一个人去看望
爷爷奶奶。下山的时候，只听
见边上有窸窸窣窣的声音，回
头一看，一条酒盅粗、两条扁担
长的乌风梢！吓得我撒腿狂
奔，一路跑到有人烟的村子上
才松了一口气。

过年的时候，父母亲、叔叔
姑姑们都会一起去看望爷爷奶
奶，一般都是妈妈掌勺，姑姑、
婶婶帮衬，烧上满满一桌子
菜。鸡鸭都是爷爷奶奶自己喂
的，蔬菜也是他们种的。大家
围坐一起，享受难得的欢聚时
光。爷爷会喝上一杯小酒，脸
颊红红的，眼睛眯成一条缝，七
十多岁的人了，竟然能够一顿
吃十二个团子。奶奶开心地笑
着，一个劲地往我们碗里夹
菜。大家谈谈过去一年的收获
感悟，说说来年的希望和祝福，
一年的劳作辛苦在欢乐的气氛
中烟消云散，山间小屋里弥漫
着浓浓的亲情。

爷爷奶奶的勤劳朴实以及
对生活的热爱一脉相承，融入
了我们的血液，让我们在任何
时候都信心满满，与人为善，
坦然面对一切，活在当下，快
乐满足。 （珞 珈）

在集市中走街串巷，经常
会看到一些缝补女工。她们在
一间间狭小的出租屋的门口，
摆上一台缝纫机，挂上针头线
脑和拉链之类的，为人们修补
衣服、修剪裤管、钉纽扣和补拉
链什么的，挣口饭吃。

在和桥菜场北端，有一位
缝补女工名叫阿珍。她在不足
十平方米的小屋里，从早到晚，
热情地接待每一位顾客。有
人拎着旧衣服、旧裤子来，需
要补个破洞；也有人刚刚从商
店买了新衣服，需要剪短裤
管，或者添上纽扣。她常常忙
不过来，但她永远都是带着微
笑招呼你，总是让你高兴而
来，满意而去。

有一次，一位外来女职工
拎来一件半新旧的T恤衫，请阿
珍赶紧修好，因为她要穿着这
件T恤衫去参加老乡的一场婚
宴。这衣服必定是她的心爱之
物。阿珍一看，这件T恤衫的左

胸前有个乒乓球大小的破洞，
不修补还真不能穿上身。阿珍
左看右看，找来一块块同色的
布块，双脚踩着缝纫机将其补
平。然后，从小抽屉里找出一
块红绿相间的花朵布贴贴上，
又在花朵周边，用绿色丝线一
针针地缝合好，再烫平。原先
的破洞变成了一朵胸花，这件
衣服竟然变得比原来的还好看
了。女职工穿上身后，在场的
人们都夸阿珍手艺高超。

其实，阿珍摆摊设点给人
修补衣服，不全是为了挣钱。
她有一位关心体贴的好丈夫，
女儿女婿都在某大学任教，也
很孝顺，阿珍平时不缺吃，也不
愁穿。女儿女婿每次拎着大包
小包回家探望双亲，总劝她不
要再这样辛苦了。而阿珍回
答：“在家里闲着没事干也无
聊，不如动动手脚，与大家聊聊
天，为顾客服务，何乐而不为
呢！” （朱斌培）

奔跑的爆米花奔跑的爆米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