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木槿温柔
去附近药店买药，服务员听

了我的介绍，笑着说：“你这个症

状，不需要吃药，喝点木槿花茶

就好了。”

认识木槿花虽然只有两年

时间，可我觉得，我们已经是老

朋友了。

前几年，我从长沙借调到湛

江工作，新单位位于湛江市赤坎

区金沙湾滨海浴场旁。金沙湾是

个旅游度假区，那里有湛蓝的天

空、高高的椰林、柔软的沙滩、碧

绿的海水和浅飞的海鸥。

初到沿海，满眼都是新奇。

上班时，我喜欢在开着冷气的空

调房里，找一个靠窗的位置坐

下，泡一杯挂耳咖啡，边工作边

欣赏近在咫尺的蓝天碧海金沙

滩，心中确实会涌起一种“面朝

大海、春暖花开”的小确幸。

到了周末，又会约上朋友同

事，东海岛、南三岛、硇洲岛、特

呈岛、赤豆寮岛……一个岛屿一

个岛屿地逛下来，吹海风、看日

落、吃海鲜，欣喜且惬意，有时，还

会跟着渔民去海边挖沙虫、捡海

螺、摸蛤蜊、捕海蟹，新鲜又刺激。

然而，这种新鲜的劲儿还没

过去，我却因水土不服，忽然病

倒了，满嘴燎泡，头昏目赤，绵软

无力。去附近药店买药，服务员

听了我的介绍，笑着说：“你这个

症状，不需要吃药，喝点木槿花

茶就好了。”

“木槿花茶，你店里有卖

十八个秋老虎
小时候住单位宿舍，那时候

的房子都会在天花板上预留一

个铁钩。记得搬家时，我爸把淡

蓝色的新吊扇在钩子上挂好，一

拉开关，凉风徐徐地就起来了，

当时觉得生活简直太好了。那时

都没有空调，最热的时候，即使

有了吊扇，过了中午十二点，还

是要把南边的窗户关上，放下窗

帘，挡住下午猛烈的西晒。

我妈属于怕热体质，下班回

来总是热得满脸通红，她常说：

“等十八个秋老虎过去就好了。”

我妈解释过，立秋过后十八天，

仍然像夏天一样热，所以叫十八

个秋老虎。

脑海中的秋老虎，埋伏在夏

天之后。立秋一过，一天一个，连

续十八天，全身冒着火，从云端

往下喷热气，想到它们头发根都

热起来了。

不过，我们从来没有因为这

样的事情担心过，因为我妈总是

有办法的。

除了经常熬绿豆汤之外，我

妈还囤西瓜。一般一次买七八

个，放在床底下。晚上冲完凉，我

妈会说：“杀个瓜吧。”有时是我，

有时是我妹爬到床底下，滚一只

西瓜出来，在水龙头底下冲干

净，然后由我爸提刀把它杀了，

西瓜是献给秋老虎的最佳祭品。

后来，来了广州，发现这边

的秋老虎比江西的厉害多了。十

八个秋老虎是勤快的老虎，之后

跳出来的老虎，都是些睡到中午

才起身的老虎，远远不止十八个

了。经常是北方都下雪了，我们

还穿着短袖开着空调。

我妈不喜欢整天开空调，她

觉得空气流通性差，但在广州都

不得不开空调。广州的秋老虎尤

其厉害，有时下一天雨好像秋凉

了吧，只不过是老虎打个盹，过

两天老虎又返工了。

老虎偶尔打盹，我小时候却

是经常性地打盹，特别是早上不

想起床。明知道早起时间充裕，

不用担心上学迟到，却一点都动

不了，好像有胶水把四肢粘住

了。但我妈对此好像没有困扰，

她六点起床做早餐，然后一一把

我们叫起来。我那时就觉得，做

一个成熟的大人太好了，不用写

作业，也不会赖床。

物理学家说，量子是世界上

一切物质最小的单位，它构成了

世界万物。这么看来，我们的身

体如此沉重，就是因为它像西瓜

一样，也是物质，所以有惰性。

有时真的觉得身体是自己

最大的敌人，纵然脑子里谋划了

各种美丽的蓝图，但挨到落实，

老父下厨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和柴米

油盐是不沾边的。可能是农村的

传统吧，洗衣做饭似乎是女人的

“标配”，男人就应该是在外打

拼、养家糊口。所以，我一直都没

见过父亲下厨的模样，也不知道

父亲究竟会不会做饭。

星期天，我正和孩子奔波在

上课外班的路上，父亲打来电

话：“闺女，我正做莜面，是我纯

手工做的，凉汤热汤都有，你们

没事就过来吃哇！”挂了电话，我

满心的疑惑，父亲还会做莜面？

还是纯手工？还有凉汤热汤？不

过，对于我这个“莜面控”的吃货

来说，自然是“闻香而去”了……

到了娘家，父亲的莜面已端

上了桌，热气腾腾的笼屉里莜面

窝窝散发着令我垂涎三尺的特

有的香味，父亲拌的几样凉菜颜

色鲜艳让人食欲顿开。于是，只

剩下了“埋头苦吃”。我边吃边问

孩子：“姥爷做的莜面好吃吧？”

孩子也连连说好吃。父亲听到我

们的夸赞，开心的笑容让脸上的

皱纹都堆叠在了一起，直说：“我

做的饭还好吃呢？唉，老了，一顿

饭做了两个多小时，好吃就多吃

点、多吃点……”

让我大快朵颐的莜面大餐

结束了，父亲看着桌旁饱餐之后

叽叽喳喳的“孩儿们”，欣慰的笑

容洋溢在脸上。突然间，我想起

了一句经典的广告语“妈妈最开

心的事，就是看着宝宝大口大口

地吃饭……”是的，不管我们长

多大，在父母的眼里，还是一个

“宝宝”，你只用放肆的吃就能满

足他那颗爱你的心。再想到自

己，又何尝不是看着自己的孩子

饱餐一顿就可以心情瞬间变得

美美哒？我想，人世间的亲情就

是这样传递的吧！

看着父亲那满头的白发、爬

满皱纹的脸和那像一个孩童似

的笑容，我的眼眶有些湿润……

是的，父亲已经老了，不管我心

里多么不愿承认这个事实，但父

亲的确还是变老了。他觉得自己

已经无法再干那些让孩子觉得

顶天立地的“大事”，只能用这样

“琐碎”的方式与子女与孙辈表

达他内心深处浓浓的爱。在时光

的流逝中，父亲由曾经的刚硬渐

渐变得柔软，他的爱也由深沉、

粗犷变得温暖、细腻。我感动于

这样“可爱”的父亲，同时也因父

亲的衰老而生出一丝心酸。

我至爱的父亲，在每一个有

你呵护的日子里，我一定会尽我

猫的智慧
从前养猫，像我们那一代的

父母生子女，都不是很严重的

事，一下子就是一巢，大家会照

顾自己，粗生粗养。

和当今的完全不一样，走过

兽医诊所，从玻璃橱窗看到一个

个人手抱一只猫，和父母进入紧

急病房一样，担忧得半死，就觉

得非常之滑稽。

为什么养宠物的人愈来愈

多？皆因大都会中人与人之间的

隔膜愈来愈深，互不信任，只有

猫狗是最佳伴侣，也因为人类深

感寂寞，像老来子女的远去，离

婚的案子普遍，不生后代等等，

都是主要原因。

养狗的多过养猫的，前者听

话嘛，但一旦爱上猫的不瞅不

睬，着迷程度比狗还厉害，就拼

命想讨好对方，送的礼物一样比

一样贵，产品便层出不穷，是一

宗极大的生意，仅次于儿童的玩

具。

走进猫用品专门店，五花八

门，目不暇接，唯有分区。在营养

与保健那一块，就有奶粉、杂粮

食品、营养补助机能食品饮料、

牙齿洁白剂、猫草、体内驱虫剂、

化毛膏，还有猫的安眠药呢。

至于玩具，有猫智选战斗飞

碟、躲猫猫城堡、聪明上手魔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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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拼盘

◎◎城市动画

◎◎人生絮语

◎◎云淡风轻

所能好好陪着你，排解你的寂寞

和孤独；好好爱你，一如你爱我

那样！ 文/张志英

却举步维艰。

今年春天我制定了跑步计

划，初定一周三次。隔了一周，变

更为一周两次，再过一个月，成

了一周一次。到了七八月份，为

了避免中暑，计划暂停。

想摆脱身体的软弱与惰性，

仅靠制定计划，真是一点希望都

没有。我们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

是在自己与自己作斗争。

我妈深谙这一点，为了防止

女儿变成西瓜，对我们进行了严

格的管理。她常说，“女孩子要比

男孩子更努力。”

这些年，没有老妈的耳提面

命了，好在仍然挣扎着往前走。也

许努力到最后，做与不做只有一

厘米的差别，但有了这一厘米，我

才真正成为一个骄傲的大人了。

这几天，一直在下雨，秋老

虎悄悄地没有出来。不过现在才

九月初，夏装仍要穿上一阵子。

对付秋燥，广州有自己的特色凉

茶。不过，我家很少喝凉茶。今年

我爸升级了我妈的简配版绿豆

汤，煲汤时加一个雪梨。昨晚我

回家喝了一碗，顿时感到秋老虎

就像纸老虎了。 文/刘颗颗

板、逗猫棒系列、电动足球、猫隧

道、摇篮、海盗船、自滚运动球、

拳击广场……

衣服更是不得了：格子洋

服、露胸装、露背装、挡风背心、

夏日T恤。有了衣物，便得配件，

猫项链一样就可以开一家店来

卖，猄皮的、鳄鱼皮的较为特别，
当然可以镶钻石和珍珠，丰俭由

人。

猫居之中，有本舍和别墅，

超大型豪华猫跳台，两房一厕居

所，四层楼的也有。生了小猫，当

然要备摇篮，长大了有各种豪华

沙发、可以拖拉的旅行箱车、爱

心爆棚的皮背包。

说了那么多，还忘记了猫

粮。猫粮不像狗粮那么粗糙，狗

只吃饼干类的干粮，猫可择口，

有新鲜吞拿鱼类的罐头，法国专

家嘴刁猫（一种法国猫粮品牌）

的美食，低热量的减肥餐。不是

每只猫都喜欢海鲜，肉类粮食就

出现了，有的是用鸭肉和鹅肉做

的，也有高龄猫吃的狮子头之类

的软食物，幼猫吃的是鸡肉配天

然蔬果。

看着猫儿你会想起法国历史

学家依波利特·泰纳的话：我研究

过不少哲学家和猫儿，猫儿的智

慧，远比哲学家高。 文/蔡 澜

吗？”我问。

“这个不用买，湛江到处有，

你只需将木槿花洗净，加水煮20

分钟，再加适量蜂蜜煮沸，就可

以喝了。”服务员微笑着说。

“可我不认识木槿花啊。”我

有些为难。

“门口那树紫色的花就是木

槿花啊，不过，我建议你回小区

里采摘，马路旁的木槿花怕有汽

车尾气。”服务员细致周到，始终

微笑着，让身处异乡的我忽然间

有点感动。

走出店门，仔细瞧了瞧这株

木槿，树干手腕大小，树冠如伞

打开，墨绿的枝叶上长着细细密

密的绒毛，一朵朵喇叭状的紫色

花儿开在绿叶间，薄如蝉翼的花

瓣在风中摇曳，一根长长的花蕊

从花心中凸出来，像定海神针插

在花瓣里，凑近闻闻，木槿花散

发出淡淡的清香。

我沿金沙湾的林荫小道回

到住处，果然在住处看见许多木

槿花，于是按照药店服务员的介

绍动手熬了回木槿花茶，没想到，

这木槿花茶滑嫩爽口，吃起来像

杏鲍菇一样细腻，不过没杏鲍菇

有嚼劲，总的来说，比平时喝的菊

花茶味道好多了。接连喝了几次

后，身体很快就康复了，从此，我

和木槿花算是有了交情。

后来，无论我走到哪儿，只

要看见木槿花，都会驻足停留一

会，看看花，或者说让花瞧瞧我，

那种花与人之间的心领神会，似

乎只有朋友间才能做到。

去年回长沙后，我在小区里

发现了两株重瓣木槿花，花开得

繁繁复复、层层叠叠，样子有点像

牡丹，这种重瓣木槿虽好，却总觉

得不如单瓣木槿那样简单、亲切。

前段时间，女儿放风筝损伤

了膝盖，带她去长沙市中心医院

做检查，女儿害怕抽血，坐在抽

血室哇哇大哭，极不配合，我急

得手足无措。这时一个年龄稍大

的护士阿姨走过来，她抓着女儿

的手，一会儿夸女儿的小手漂

亮，一会儿给她讲个故事，一会

儿说个笑话，说话轻声细语，动

作温柔体贴，等女儿回过神时，

血已经抽好了。

傍晚，检查完从医院出来，

迎头撞见一树单瓣木槿花，那紫

色的花瓣在晚风中如蝴蝶在枝

头上翻飞，它摇动着裙摆，仿佛

在向我点头微笑，本来抑郁的心

情，立马被这道明亮的紫色霞光

所照亮。

现在想想，木槿花除了能吃

和入茶入药外，最打动人心的，还

是它纯粹的美。木槿虽不如牡丹、

芍药那样国色天香、雍容华贵，但

它清丽素雅、婉约有味，一如服务

员小妹般亲切随和，亦如护士大

姐般善良智慧，它的生命底色里，

呈现出一种女性特有的光辉。

这光辉里，我看到了一个共

同的特征，那就是温柔。

文/刘新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