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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蛙声
午休醒来，竟然听见一阵阵

蛙声！

记不起已经多久没有听见

过这么大阵势的蛙声了。小时候

的夏天，倒是常常能听见蛙声

的，那时候雨似乎特别多，说来

就来，一下雨，房前屋后的池塘

里沟渠里就会响起一阵蛙声，对

歌一般，唱一阵歇一阵，或者这

儿唱一会儿，那儿唱一会儿；半

夜里和黎明前，歌声尤其响亮。

因为雨天活少，而且一下雨

就凉快得多，所以晚饭后家里的

几个小孩就会早早爬上床缠着

妈妈讲故事，然后在神奇的故事

和一片蛙声里睡去；半夜醒来，

迷迷糊糊还能听到妈妈纳鞋底

的哧哧声和屋后的一片蛙声。

这么多年过去了，温柔慈爱

的母亲已去世多年，兄弟姐妹们

也飘散各地，蛙声也似乎再也没

有听见过。

小时候的雨后，赤着脚跟小

伙伴们一起出去玩，常有调皮的

男生从沟渠里捉完小鱼捉青蛙，

捉完青蛙敲气蛤蟆。所谓气蛤

蟆，就是蛙的一种吧，不过它们

气性特别大，捉住一只，让它肚

皮朝天躺着，然后用一根小棍敲

它的肚子，肚子就会越敲越大，

最后就像敲鼓一样砰砰作响；所

以男生们只要捉到它们就一定

会敲起来作乐。

女生们雨后偶尔还是会干

点正事的，比如相约挎着篮子去

拾地曲边。地曲边，我一直闹不

清它的学名到底叫什么，只知道

它跟泡发后的木耳长得很像，不

过没有木耳那么大那么肥厚，但

放在锅里炒后的味道要比木耳

好吃得多，也可能并不比木耳好

吃，只是那时候的感觉罢了。

地曲边一般都长在河岸沟

边的浅草里，捡起来很容易，但

清洗起来很麻烦，因为捡拾的时

候会带上很多草屑；但炒好后的

地曲边要比冬瓜南瓜萝卜白菜

好吃得多，所以为了争夺势力范

围，有次我们几个小伙伴还跟北

边村子里的几个小姑娘像模像

样地吵了一架，虽然我方有个特

别会摆事实讲道理的女生，但还

是被对方给吵败了，主要因为人

家的村子离那个富产地曲边的

河岸要近得多啊。

当年一起捡拾地曲边的小伙

伴们，现在也都风流云散去，有的

甚至打听不到现在身在何处了。

雨过天晴，还常常有村人们

的亲戚来卖西瓜啊西红柿啊什

么的，其实不是卖，是村人挨家

挨户地送，其实也不是送，就是

硬性摊派。你家今天帮亲戚摊派

这，我家明天帮亲戚摊派那，这

样一来，不光帮了各家的亲戚，

也稍稍丰富了当年贫穷的日子

里单调贫乏的生活。

每家都送，人多多送，人少

少送。我们家人多，但平摊到每

个人身上也并不多，所以吃西瓜

时候的气氛是紧张的，尤其是我

们小孩子，老怕吃不到第二块第

三块，所以一般都埋头猛吃不吭

声，连平常爱说话的也几乎一句

话不说了。

有年我发烧，躺在床上不想

动，但一听到“杀西瓜啦”，马上

就会精神百倍地跳下床，我二哥

竟然能在百忙中慢悠悠地说：看

来你是在装病啊。我很委屈很生

气，但我不理他；西瓜一吃完，我

马上没劲了，又躺床上养病；想

不到的是没过多久又有人送来

俩西瓜，于是又开始“杀西瓜

啦”，我又飞快跳下床跟大家一

起战斗，这次连一贯宠爱我的父

母和大哥都一脸严肃或一脸嬉

笑地先后对我说：看来你真在装

病啊。似乎连疼爱我的爷奶和小

姑也参与到嬉笑的队伍当中了。

我这人从不装病，小时候就

更不会了。想起来那时候真小

啊，连小学都没上的纯真童年

啊。很多年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

过去了，时间过得可真快。

如果是晴朗的月夜，跟着娘

婶姑姐去河里洗澡回来，家里的

其他人一般还没睡，爷奶或父母

就会跟我们讲一些旧人旧事，严

厉而博闻强势的父亲也会变得

好脾气起来，娓娓地跟我们讲一

些书上的或生活里的故事来。

童年的夜晚，一般都不睡屋

里，院子里院子外，这儿那儿睡

的都是人；大床小床都抬到房檐

下，大车小车支稳后都是床，门

板长凳也凑合能睡，地上铺好垫

子就是剩下人们的大通铺……

在亲人中间找个合适的地

儿悄悄躺下，风凉丝丝的，树缝

里的月光斑斑驳驳的，想着晚饭

后跟小伙伴的游戏，或是下河洗

澡时的开心事，或是刚刚妈讲的

老猴精的故事，不久就睡着了。

梦里总会梦到这样那样的趣事，

总会咯咯地笑醒，看看大家都在

睡，就又睡着了；偶尔也会做个

跟亲人离散的伤心梦，醒了还在

嘤嘤地哭，然后被身边的大人轻

拍几下就又睡了过去。

有时候还会梦到母亲过来

帮着盖被子，偶尔父亲也会到梦

里来，在梦里，他总是急匆匆的，

连人带单子被子，把我们从外面

的大雨里抱进屋里的大床上。醒

来的时候，真的在屋里睡着呢，

外面到处湿漉漉的。原来夜里真

的下雨了。

如今的夏天，雨是越来越少

了，如果下就常常暴雨成灾。似

忘记关灯的房间
“忘记关灯的房间”，是从微

信朋友圈看到的一首短诗的题

目，读时心里“咔嚓”一下，仿佛

划亮一根火柴。粗看无特别处，

设想一家人外出旅游多天后回

到家里，发现其中一个房间灯亮

着。家长倘随手关灯已成习惯，

第一个反应恐怕是心疼电费。然

而，太平实的琐事如何上得了

诗？总该挖掘其形而上的意蕴。

且想想藏于岁月深处的“记

忆之屋”，如果你足够老，又有幸

免于被痴呆症吞没众多往事，那

么，你以人或事件为“砖石”所砌

筑的，可能是“大宅”；阅历格外丰

富的人物，如革命家、冒险家、侠

客、领袖、骗子、囚徒，可能是庞大

而幽深的“城堡”；至于普通人，即

使依然是蜗牛族，也有一桩差堪

告慰———“回忆”为灵魂提供栖息

处。这虚拟的建筑物，因年代淹

久，都距离遥远，若隐若现。

一般情况下，“记忆之屋”静

静地蛰伏在宁恬的星光之下，伴

它的只有蟋蟀零落的叫声和风

声。一旦得到触发，受到感动，你

瞬间进入时光隧道，飞回往昔。

在它门前，景翳翳以将入，抚故

松而盘桓；在它里面，徘徊，摸

索，拾起断片，勉为其难地拼凑

一位故人，几节往事。暧昧在所

难免，毕竟，时光冲刷之下，无所

谓永不褪色，即便是圆月下海枯

石烂的盟誓。

就在你为了残缺而沮丧之

时，蓦然发现，一个房间居然亮

着灯！晕黄的光明贴着窗纸上，

静静地，坚忍地。亮的是哪一种

灯？知青年代的松明，菜油点的

灯芯草，以票证买的定量快要耗

完而不得不用的小号煤油灯，还

是村屋的15瓦灯泡？你为“往昔”

清晰如许而欣喜，还是为了隐秘

的罪恶太昭著而羞愧？“忘记关

灯”的是谁？是太忙碌的年轻母

亲，还是偶尔打盹的上帝？是百

密一疏的时间，还是忽然展示慈

悲的宿命？

属于我的，“忘记关灯”的房

间里头有些什么呢？我付出三个

失眠的夜晚，加上100个小时检

索旧时日记。

可是数九寒冬，被要命的闹

钟催醒的凌晨三点，从结上薄冰

的水缸舀水洗脸，端坐窗下，诵

读《离骚》？此刻，“帝高阳之苗裔

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

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在耳畔回

响，48年过去，依然记得它的开

头。我的发愤，肇端于读了启蒙

之书，如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

之塔》和罗曼·罗兰的《约翰·克

里斯朵夫》。可是文学梦被现实

生生掐死之后，沉溺于木作的时

光？我在乡村学校教书，周末整

天躲在木工房刨、锯、凿、锤，该

回家吃午饭了，一岁的儿子受妈

妈派遣，上门来了，我把大脑袋

宝贝放上肩膀，嘻嘻哈哈地回家

去，家里有祖父、父母亲、妻子、

弟弟、妹妹，都年轻、健康。可是

在中秋溶溶月光浸泡的雷公岭

下，不胜轻寒，与伙伴们谈天说

地？可是湖上荡舟，荷花蕊金色

花粉洒在海魂衫？可是情书上浮

夸的语句？可是窗前的笛子？可

是校园秘密的踮脚远望，直到她

的背影消失在紫荆花潮……“房

间”之内，记忆点都是被充足的

光线穿透的肥皂泡，绚丽无比。

我忽然一惊，自问：为什么

偏偏是储存正面的、励志的、为

“正人君子”形象加分的“房间”

“忘记关灯”？

难道为了养家活口而蝇营

狗苟，为了向上爬而埋葬良知，

为了妒忌而出卖朋友，为了私欲

而胡作非为，太多的不堪的记

忆，被永远地锁于黑暗？它们的

房间有没有“开灯”的机缘？答案

竟是：极少。原来，人心的深渊，

人性的黑暗，不是谁都有勇气坦

然检视的。 文/刘荒田

酒样
男人十有七八都好几杯，不

喝酒排除身体原因，剩下滴酒不

沾的那是凤毛麟角。我有哥们果

真不喝酒，一小杯酒沾到就倒，

就像武侠中被点穴一样，一上桌

他羡慕我们喝酒，我却不喜欢他

烟不离手样。

武侠都好酒，无论金庸还是

梁羽生，笔下的侠客都惹人羡，

一身好功夫，一身好侠气，关键

天生帅，人缘好，老少一把亲。而

且大多好酒量。行走江湖，除掉

自身独门绝学外，大多都有酒和

美女相随。这职业好啊，怪不得

现代人捧读这些章节，都津津有

味，艳羡不已。

想起小时语文老师，也是好

几杯。一次听他绘声绘色说景阳

冈，武松打虎远没岗下十八碗说

的精彩。那一碗碗痛饮的细节，

老师说得眉飞色舞，酣畅淋漓。

老师家离我不远。过去夏天纳凉

都在屋外院落，看见石桌旁，老

师肩搭个汗巾，正捏着花生米，

左手一粗瓷大碗酒，右手一本线

装书，沉醉其中。

爬格子的人大多喜欢沾点

酒气，酒有灵感。譬如诗仙李白，

若没酒境估计写不出“五花马，

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

同销万古愁”。金庸老先生估计

也好几杯，笔下屡屡都有酒的情

节。《 笑傲江湖》里，令狐冲与祖

千秋论酒道，汾酒用玉杯，关外

白酒用犀牛杯，葡萄美酒夜光

杯，百草酒古藤杯等等，都是酒

文章。

酒多必醉。比起那些好酒

者，只可惜自己微薄的酒量，碰

到激烈阵势，早败下阵来。想起

金庸书中的六脉神剑，段誉与萧

峰对饮，段誉那单薄如身的酒

量，用六脉神剑将酒水从小指

“少泽穴”中逼出，这活绝！

于是想，能否找到现代版的

六脉神剑？一日捧手机偶然看到

介绍清代名医王士雄，在其《随

息居饮食谱》里记载“解酒毒，外

以生熟汤浸其身，则汤化为酒，

而人醒矣。”白话大意说，泡在混

合冷热水中，让体内酒精从舒张

的毛孔沁出，人就清醒了。

一日醉后直奔家中，路过小

区张哥新开的浴池，忽然想起白

日读到的解酒秘籍，照直就奔进

去，脱衣跳入大池。不多时，酒精

没出来，头顶上的一盏灯变成数

盏，趁着六脉神剑中最后一脉微

弱力量，爬出浴池，耷拉着脑袋，

摇摇晃晃，逃也似的往家奔，差

点倒在楼梯口。 文/杨 钧

睡非睡里下了这么一场暴雨，醒

来后蛙声四起，恍惚间都忘了自

己身在何时何地：幸福的童年还

是孤寂的中年？诗意的故乡还是

漂泊的异乡？ 文/刘 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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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的意义
半年前，我和十名本科生开

始了一个大胆的计划———让他

们走近一群罹患癌症的老人。这

个暑假，他们要从查阅资料、设

计访谈提纲、接触患者到完成访

谈。这个过程中，他们一定会遇

到很多困难，要体验如何提问、

聆听、共情。但困难之后，一定是

难得的收获。而我最看重的，是

他们的勇气。

同样有勇气的是一群研究

生。暑假前夕，我接受了黄浦区

文化局的一个项目，为上海老城

厢的文脉保存寻访知情人。我的

几名来自外地的研究生主动请

缨。为了弥补语言上的劣势，他

们做了大量资料准备；为了暑假

里的正式访谈，他们走街串巷。

有的学生说，我看到有些老太太

坐在街上乘凉，就和她们聊天。

她们让我想起了我奶奶；有的学

生说，我其实很怕和人打交道，

所以就想利用这个机会治好我

的沟通障碍。我告诉他们，这个

项目最重要的价值当然在于文

脉保护。但是，还有另一个意义。

当老人们从严肃拘谨到侃侃而

谈，甚至各种家长里短也一一分

享，这项学术工作就有了关爱老

人的附加值。

暑假用来干什么？知识和技

能当然是很必要也是很珍贵的

收获。不过，若是能够走出空调

房间，去认识一下社会、服务一

下周围，那么，这个暑假，你增长

的是你的勇气、眼界、胸怀和情

操。 文/姚 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