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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良有度善良有度
纷繁世相

麻辣百家

父亲有个远房表弟，我们叫
他表叔。那个表叔小时候得小
儿麻痹症落了腿脚残疾，因此一
直讨不到老婆。他的父母过世
得早，所以他三十来岁时就开始
过单身汉的生活，日子过得很不
像样。那年，表叔的日子过不下
去了，来到我家求助。

表叔的目的很明确，想借点
钱。当时政策刚刚允许个人做
点小生意，表叔腿脚不好，干重
体力活费劲，说做点小生意是个
谋生方法。我印象深刻的是，表
叔很有语言天赋，说起话来像表
演一样，他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
自己的不幸遭遇、窘迫处境，说
到动容处，眼泪直往外涌。母亲
心特别软，自作主张地说：“多可
怜的人！你放心，我把家里攒的
钱都给你。你别光想着还，先把
小生意做起来，日子过好了再说
还，好吧？”

父亲故意咳嗽一声，说：“借
钱给你行，但是，两年内必须还
清！而且，借钱这事，只此一回，
不能有第二回。你还得把借条
写得清清楚楚，行不行？”表叔很
惊愕，明明他是父亲的亲戚，没
想到苛责他的不是母亲而是父

亲。我也觉得父亲有些不近人
情，表叔都过到这步田地了，何
必给他施加压力呢？

表叔走后，我对父亲说：
“爸，你也狠心了吧。你不是常
对我们说，人要善良，对表叔这
样的可怜人，咱们应该尽最大努
力帮他啊！”父亲沉思了一下，语
重心长地说：“做人一定要善良，
但是，应该善良有度。你表叔这
个人我了解，因为他的身体有点
残疾，他父母从小就宠他惯他，
所以他好逸恶劳。他腿脚是有
点毛病，但并不影响干活儿，可
他这些年仗着残疾，啥都不干。
我早看出来了，他来借钱，也不
是想做什么小生意，他吃不了那
苦。他就是揭不开锅了，四处找
亲戚借钱。”我这才明白父亲为
什么要“难为”表叔。

父亲接着说：“我这样做，是
为督促他正经过日子。”

父亲的做法果然有效，两年
后，表叔真的把小生意做得有声
有色，我们的钱按时还上了，他
对父亲也心存感激。

爱心暖人，善良有度。善良
也是一种智慧，有智慧的善良，
才是真善良。 （马亚伟）

因为要去贵州爬某山，我便
抽空做了那山的旅游攻略。

攻略做到一半，我发现那山
要提前3天预约门票。而且，每
天预约人数还有限制，不能超过
8000人。有好心的网友吐槽，他
曾经因为不知道进山要预约，出
现了到了山门进不去，只好回头
去别的地方的尴尬与无奈。

我心里不由得一阵紧张。
万一抢不到门票，那不是又

要把来回的车票退掉？我们原本
是要去五台山的，假请好了，票订
好了，可天有不测风云，五台山突
发暴雨，景点关闭，我们只得把订
好的票退了。如果这次网上预约
不成，那就得再次更改行程。

为了不再退票，为了不损失
我的退票费，我得抢票。

我家当家的听说要抢票，也
不淡定了。为了老妻与娃儿能顺
利完成这趟旅行，前一晚睡觉前，
还在那山的微信公众号上练习怎
么抢才能抢得准抢得快。他输入
了几遍身份证号、手机号，练到熟
了，才肯睡觉，一副只许成功不许
失败的狠模样。

我家青年却拿起手机又放下
手机，吐了两个字：随缘。他还顺
便给我起了个文章标题，叫“一次
佛系的旅行”。

哈哈，青年佛系，中年人却焦
虑。这是世界在我家的缩影。

到了抢票那天，当家的早早
起了床，我也跟着起来了，青年也
起来了。每人拿个手机，严阵以
待。为了玩，拼了！

7点，准时开抢。当家的早
早进了页面。我和青年，却怎么
也登录不了，页面上的圈圈看得
人心发急头发晕。练习过的优势
显示出来了。我和青年只得放

弃，把“道路”留给当家的，他好
“宽敞”一点。

可当家的进了页面以后，刚
“走”两步，就遇到了一块巨大的
拦路石。拦路石上写着，请核验
广东游客身份。核验的流程又
长又麻烦，一次又一次，都核验
失败。当家的紧张到连5除以5
这样的题目都要问青年答案是
几了。呵！那山的预约抢票居
然还在预约的路上出一些简单
的加减乘除数学题，考验人在紧
急状态下的智商。当家的智商被
烤糊了。

十五分钟过去了，眼看票要
没有了。

我急。
可不能急，得有点风度。青

年不是说了吗，随缘。如果没抢
到，那就是缘分未到，不必强求。
我一边洗衣服一边安慰自己，嘴
里却跟青年在说：“儿子唉，你再
用你的手机试一下呢？”

网络真奇妙，刚才一直转圈
圈怎么都进不了的页面，这次青
年一下子登录成功。青年输入身
份证号，输入手机号，接收手机验
证码，一路绿灯。一分钟不到，青
年成功预约到了进山门票。

当家的还在一遍一遍做加减
乘除，然后输入识别码，核验广东
游客身份。

同样的路径却有不同的结
果，有的进入了死胡同，有的一路
畅通无阻。谁能跟我解释，这神
奇的网络。

我只能说，每个人的成功之
路都是独一无二的，不可复制的。

青年把预约门票成功的短信
截图发给二老，然后把手机往桌
上一放，轻松一笑，说：“是老爸的
手机老了。” （朱雪飞）

那天，母亲准备去打第二
针新冠病毒疫苗。大热天又赶
上周末，我得表表孝心，便打电
话跟母亲申请：全程陪同，做司
机兼保镖。

下午我接上母亲，来到附
近的接种点。排了老长的队
伍，好不容易轮到母亲，一问工
作人员，却被告知，这里打的是
北京科兴的疫苗。母亲看了我
一眼。知母莫若女，我懂了，母
亲第一针打的是北京生物的疫
苗，所以第二针她还是想打北
京生物的疫苗。说明情况后，
工作人员说，其实这两个厂家
生产的疫苗，交叉打是没有问
题的。不过，要是母亲实在想
打同一个厂家生产的疫苗，可
以去另外一个接种点。

于是，我开车陪母亲来到
了工作人员说的那个接种点。
可是一问这里的工作人员，呀，
疫苗确实是“生物”的，但不是
北京生物的，而是武汉生物
的。医生说，也可以接种的。
我看了看母亲，察觉她有点郁
闷。“妈，要不今天我们先回去，
明天我再陪你来……”母亲想
了想，同意了。

回去的路上，母亲说：“附
近还有个接种点，要不我们再
去看看？”我们来到了第三个

接种点，问了工作人员，还是
北京科兴的疫苗。母亲看了看
我，有点犹豫，接种点的工作人
员说：“阿姨，你相信我们，北
京科兴和北京生物、武汉生物
的疫苗，都是灭活疫苗，可以
交叉打的。要是不可以，我们
也没有胆量给您打啊，对吧？
您就放心好了！”她的话终于
让母亲安心了，第二针疫苗顺
利接种。

回去的路上，母亲说：“唉，
你看，白折腾你这么长时间，早
知道，第一个接种点我就直接
打了。不然这会儿啊，我们都
到家了。”我知道，母亲是不好
意思了，她觉得耽误了我的时
间。可是她哪里知道我的想法
呀。我平日里白天上班，晚上
要照顾孩子，只能给他们打打
电话，只有周末才能回去看看
他们。今天有机会陪着母亲出
来打疫苗，帮她背背包，跟她聊
聊天，我觉得还是挺幸福的。

“妈，说啥呢，今天你可是
大功臣！虽说一‘针’三折吧，
可意义非凡呀。说小了，你这
是提高了我们家庭的接种率；
说大了，这可是提高了全市的
接种率呀！是吧？”我瞄了一眼
副驾驶座的母亲，发现她开心
地笑了…… （魏 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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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本来风和日丽的天气，骤然一阵大雨，而我却没有带伞。我开车回家，从小区的地面停车场

到家有老长一段路，我打电话想喊母亲来接，却打不通。我好一阵委屈——母亲平日里非常关注天气

情况，怎么没提醒我带伞呢？而且，她为啥不接我电话？

冒雨回家，母亲并不在。我刷微信朋友圈的时候，忽然刷到她昨天的朋友圈有这么一条：明天下

雨，大家记得出门带伞哦！她的另一条朋友圈还交代了她今天的去向，她和一群老同学去聚餐了。我

忽然一阵脸红：我多久没看母亲的朋友圈了？我抱怨她不关心自己，自己又关心她多少呢？

母亲回家后，我才知道，其实，她并不是没有提醒过我，不是没告诉我她要出门，只是她说的时候，

我正在追剧，我“嗯嗯嗯”了半天，却压根没听进去。 ——选自希路达的微信朋友圈

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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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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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坐轮船第一次坐轮船
往事随风

饮食人间

故乡的月亮故乡的月亮
心情笔记

炎夏灼热烦闷，吃苦瓜，可
以清暑泻火，解热除烦。

挑选饱满的苦瓜，洗净后，
沿长条形对半剖开，用勺子除干
净里面的瓤，斜切成薄片。水烧
开，加入盐跟香油，把苦瓜片倒
入焯水半分钟，捞出后迅速放入
冷开水中冷却，捞起沥干水。锅
烧热放油，把蒜末、姜丝、小米辣
爆香，放入瘦肉片翻炒至熟，加
入凉苦瓜片均匀翻炒半分钟，放
盐、生抽、蚝油、葱丝出锅，精美
绝伦的苦瓜炒肉即成。

童年住在乡村，每到清明，
母亲种下苦瓜种子，浇水施肥，
苦瓜秧苗出土后，搭好竹架子，
纤细的卷须顺着竹竿与竹枝条
向上或者左右攀爬，她及时修剪
不开花的藤蔓。

五月，苦瓜藤蔓上开出了许
多小黄花，屋子四周美如一幅淡
墨，有蝴蝶翩翩。苦瓜逐渐加
长，如条如缕，色如绿翡，满身的
瘤状凸起，有着另类的韵致，清
灵动人。

入夏，苦瓜可以食用了。那
时家里买不起肉，只能是苦瓜炒
青椒。为了减少苦味，母亲把剔

除苦瓤的苦瓜斜切成薄片后用
盐腌制十来分钟，挤出苦汁。嫩
青椒切成条，炒蔫后，铁锅再放
油，加入花椒，把苦瓜片倒入翻
炒，加适量的盐，三两分钟出锅，
趁热吃，微辣微苦，清心除燥；放
凉了吃，苦味冷透，丝丝冷辣，吃
进胃里，甘苦寒凉，除去暑热，安
然于心。

苦瓜长成橙黄色，顶端自动
裂成三瓣，露出红色瓜瓤。橙黄
的苦瓜适合生吃，撕成片，撒上
白糖蜜汁，味甜清香。

我离家多年，母亲在乡下，
把苦瓜切成细条晒干，快递给
我。我每天泡苦瓜茶喝，沸腾的
开水冲泡苦瓜，橙色的茶水，芳
香袅袅。人生恰如苦瓜茶，喝时
苦，喝过后却甘甜，生活中遇到
的种种不顺，在苦瓜茶里弥散，
只有香如故。

几年前，我在城里买了新
房，夏天我在阳台上种植苦瓜，
藤蔓爬满防盗窗，苦瓜花粲然，
鲜绿的苦瓜悠闲低垂，自然自
在。浓荫满台，一窗美景，一屋
幽静，凉意深深，诗意田园，清音
清尘，日子朴素静好。 （谢 英）

那天，我加班到凌晨一点
多钟。回家时，走在寂静的空
无一人的街道上，好像连街道
两旁的树也进入了甜蜜的梦
乡。抬头看天，发现一弯瘦瘦
的月亮正悬挂在半空，皎洁、明
亮、晶莹。月光一会将我的影
子拉长，一会拉短。

我已经不记得，有多长时
间没有在深夜里行走了，又有
多长时间没有和月亮“对影
成三人”了。每天我都为了生
活疲于奔命，甚至连停下来
喘口气的工夫都没有，就是
哪天不经意地和月亮相遇，我
也无心欣赏月亮带给我的美好
和欣喜。

记得二十多年前，我还在
农村上初中。每天下晚自习
后，常常已是夜里十点多。那
时，由于家庭困难，还无力为我
买一辆自行车骑，所以，常常只
能步行5公里山路回家。每天
晚上，我独自一人走在回家的
小路上，清亮的月光将弯弯的
小路照得洁白发亮。我边走边
抬头望月，月亮时而穿过云层，
时而穿越树梢，一会变亮，一会
发暗。我甚至能感受到，月亮
在调皮地冲我微笑。

有时，我会和月亮开玩笑，
飞快地朝前跑上几十步，看看

月亮是不是被我甩在身后。然
而，等我站定后发现，月亮竟然
还和刚才一样，在头顶上微笑
着注视我，形影不离。

到家后，母亲将早已热了
好几遍的饭菜拿出来再热一
次。我就坐在月亮底下，喝着
母亲煮的香甜的粥，开心又满
足。终于，要关门睡觉了，我在
心底依依不舍地和月亮道声晚
安，希望第二天晚上，还能看到
这个不离不弃的好伙伴。

那时的月光，在我心底刻
下了坚实的烙印，时值青春期
的我有什么心事烦事，总会静
静地坐在月亮底下，对着月亮
诉说。我相信，月亮一定明白
我的心情，理解我的烦恼。那
时，月亮成为我生活中最要好
的知心朋友。

斗转星移，时光流逝。若
干年后，我成了一名装模作样
的城里人。远离纯朴的农村，
远离简朴的生活，故乡的月亮
也在记忆中变得模糊。今夜，
我走在明亮的月色中，周围的
一切显得宁静而神秘，我的脚
步也变得轻盈和欢快。此时，
在心底，我又一次深深地思念
故乡的月亮，思念月光下的故
乡，思念月光下的乡亲。

（姚秦川）

前几天，我在家里整理旧
物，一本陈旧的相册里滑出一张
泛黄的照片，这是我生平第一次
坐轮船——从老家丰义到官林，
在照相馆拍的人生第一张照片。

记忆的闸门一下子就被打
开了……

那是某年的秋收后，天刚蒙
蒙亮，母亲就催促着5岁的我和
3岁的弟弟起床，生产队难得歇
一天，母亲决定带着我们坐轮船
去官林拍照。

在母亲的一路催促中，我们
三人来到了轮船码头。码头实
在简陋，就是在河边上砌了个数
尺宽的水泥平台，平台上有一
只系缆绳的铁环。轮船到了，
把缆绳系在铁环上，轮船上的木
栅栏门打开，拥挤在船头的客人
下船走过跳板上岸来，等候在水
泥平台上的客人再接踵上船，接
着汽笛鸣响，轮船开动，“呜——
呜——”，声音很粗、很响，传得
很远。那时的轮船码头堪比现
在的汽车站闹猛，到官林，到宜
兴城里，到常州，都靠坐船。

我们坐的轮船，是木头船。
现在想来，还是蛮精致的，客舱
是封闭的，两边有安了玻璃的木
框窗户。一些客人在船头看沿
河风光。我和弟弟太小，母亲不
让我们上船头，我只能趴在玻璃
窗上，看两岸的村落、树木、田园
慢悠悠地向后移，看着轮船带起

的水浪一波一波冲击河岸泛起
的水花，听着轮船的“突突”声，
和浪涛拍岸的“哗哗”声……船
行水中，一晃一晃的，不由得眼
皮沉重起来，打起了瞌睡，睡着
睡着，突然听得“嘭”一声，船身
震颤，啊，到码头了。

轮船行驶得很慢，丰义到官
林其实才十多里的路程，可轮船
要开几个小时。我们天蒙蒙亮
就从家里步行几里路来到轮船
码头，等到官林时已快近中午时
分了。幸好轮船上很热闹，有卖
梨膏糖的，一路又说又唱，把气
氛弄得很热烈，大家才不觉得坐
船枯燥。

上世纪70年代丰义到官林
十几里的路程，除了走就是轮
船，因为那时很多地方公路不
通，去宜兴城里也只能坐船。后
来，自行车走进千家万户。到了
上世纪90年代，摩托车开始逐
步成为人们的新宠。进入21世
纪，自行车、摩托车等交通工具，
已经不是马路上的“主流”，公交
车、出租车、高铁、飞机方便了百
姓的出行，私家车也走进了平常
百姓的普通生活。

从我5岁那年第一次坐上
的交通工具——轮船，到现在飞
机、高铁、汽车……喜看交通工
具的大变迁，人们品出了昔日清
贫生活的苦涩，也品出了今日改
革开放成果的甘甜。 （路 敏）

清凉苦瓜清凉苦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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