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事
春天有倒春寒，风也还在山

后头埋伏着，等了某个叫“降温”

的下午，将那些厚衣服全部收束

好，只着春衫的人一顿劈头盖脸

的教训。有早就严阵以待拿出羽

绒服的，也有硬抗穿着风衣抵抗

的，还有干脆去商店里现买一件

号称正在跳楼价的。更有我们这

样，呼朋引伴约饭的，毕竟冷，可

能是因为欠了一顿涮羊肉。

南方过梨花节、桃花节、油

菜花节……的时候，咱们这儿在

下雪。不过终究是节令到了，所

以一回头，咱小区、公园里大片

的花朵也扑闪闪地冒了出来。特

利索拍几张照，也打上一句：燕

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反

正要麻溜儿地站在这春景的尾

巴骨上现一现，至于开的到底是

桃是李是梨，管他呢，开了就行。

还有半年又要供暖了，但至

少此时，漫长的寒冬就要归到使

劲儿关住的旧庭院里。花红柳绿

指日可待，所以家里养秃的花

盆，养空的鱼缸，不赶在此时添

补，简直对不起“一年之计在于

春”。过来人都劝歇了这份心，说

有啥活着就养啥吧，不然赶着添

补上两年，还得雇个人搬盆。自

然，不会听，万一要养好了呢。

故乡的腊肉腊肠已就位，其

他小菜却得靠自己去寻味，菜场

邻居家甚至发货地为故乡的网

上店铺。嗷嗷待哺的挑嘴小孩的

辅食，给她吃的总是兴趣缺缺，

看着大人吃的就磨刀霍霍。亦有

北方菜系下长大的另一半，总不

能在新社会了还因为南北风味

而让人饥一顿饱一顿。哪里是洗

手作羹汤，大批的食材工具，完

全是剁手来做。

做一个方案，项目材料收纳

整理过百页，方案正文还只方案

两个大字；要写的书，故事大纲走

了好几稿，修修改改，正文还没有

一页；研究给小人儿报的早教班，

一水儿的蒙台梭利，感觉自己的

教育学白学了似的；有痛哭到深

夜也不知道人生该到底如何选的

女孩子，我愣头愣脑地被电话叫

起来，也不知该怎么解决……

那天打车，司机说，三月过

得真慢啊。我问为什么。他说，等

了六年的楼盘要在四月中旬交

房了。现在他一定在更细致地倒

计时了吧。

你看，在坐拥十亿桃花的春

天里，我们是和惊蛰后探出触角

的小蚂蚁一样的芸芸众生。

文/权 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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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拼盘

◎◎感悟人生

◎◎闲看简说

上山吃饭
还是两年前初冬的一个上

午，阳光有点慵懒。一个发誓吃

台球厅来了个
小男孩

出去办事路过弟弟的台球

厅，顺便进去看看。

也许因为是淡季，或者不是

乌镇西栅夜游记
春夜，乌镇西栅古渡口。熙

攘里，随人群而进。一丝抹不去

的寒意，夹着淡淡水汽，在古镇

空气中弥漫开来。

脑海里浮过清明上河图，想

象在对岸铺就。而我今夜，将在

渡口、桥畔、石阶、以及鼎沸的商

贾间游走。

一声桨，载我到彼岸。夜里，

那古街立面建筑，青石街面，像

是旧唐诗里，描摹的灯会，或沉

浸宋词中，灯火阑珊，回首那人，

蓦然青丝犹存。在古旧里，在时

光中，恍然穿越。

我这样不紧不慢地走着。窄

的街，提步，像是穿梭时间里的

回廊。天阴着，抬头望去，那一处

处飞檐，在明暗的灯里，正阻隔

着我的视线。黑色是今夜的背

景，西栅在如墨渲染的画布上，

一颗颗璀璨，一粒粒收敛，一处

处泼墨如注，一块块惜墨止笔，

一段段檐线，一弯弯流水，一座

座拱桥，都循着感觉，慢慢地，渐

渐地，勾勒出意念中的、恰到的、

点墨为金的盛景。

几许雨水飘落，轻薄不染

面，这般淡然。不想撑伞，于是信

步。站在小楼木栅花窗下，想象

在个晴日，挑出一张水乡里，刚

漂净的蓝白花布。敷上水汽，在

江南阳光下，一丝丝飞舞殆尽。

或谁家窗棂，一首筝曲，轻然飘

出，沿着河道，循阶而下，袅绕成

夏日间水面的清雾。

我站在一扇橱窗前，良久。

窗内，大红色彩，灯的专注下，喜

气夺人。这是喜郎发上的帽，佳

人髻上的冠，珠环玉佩，是一种

富贵的喜悦和荣耀。探屋而进，

在额匾下，有花轿、洞房、有明式

举案桌椅，更有几处红绸坐立。

穿梭间，倒像旧里大户人家，正

忙碌着红帖喜事。

时间在院里轮回，重复着一

起起阖家美满，金石良缘。我若局

外者，观望着不知谁的主角配角，

天天演绎挑帘间的低垂红涩。

此时，我是站在时间之外。

美好的夙愿都如并蒂莲，开放期

许中，陌生而熟悉，宛如今夜隔

着河道，亭廊间垂下的红灯，视

线上距离着美。

在一处屋舍下，敞开的门

户，斜摞起块块门板，可以通透

地看见对岸。走近隔水的护栏，

像是拉开视觉的镜头，岸的夜景

也在一步步扩大。

彼岸，亲水处，楼台亭榭，竹木

花窗，亮着灯。昏暗间，有乌篷滑

过，摇曳中，人声、桨声，共鸣着今

夜西栅的乐声，轻盈，婉转。我忽然

看见，对面亭下，举伞，有人也如此

眺望，面对着。如同你站在桥上看

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桥上看你。

旧年里，一抹阳光，爬山虎

正用一根葱绿，从墙角攀援，翻

越高高的檐角，手搭凉蓬，张望

着大院人家。巷陌，货担郎挑着，

吆喝着水乡的音韵。小儿们围

着，欢笑着。或是西街的婶，提篮

捣衣而归，乌黑留海，瓷面红衣，

婀娜出巷。

今夜的巷，都安歇下来，即

便小街上人声鼎沸，摩肩接踵。

毗邻的小巷青石，却寂然着，恍

若与世无争，兀自揣摩每块砖石

流年的印记。

安静还有西栅的戏台。也曾

喧闹，在锣鼓中，在一把江南的

二胡里，缠绵着花戏，年年上演

着悲欢离合，回荡看客出彩的喝

声。如今最精彩的地方，却是最

寥落的处所。偌大戏场，露天着

一部黑白片天天上映，胶片机在

吱呀转动着。单调色彩里，人却

越发有着陈旧般的年轻。换做看

客，偶有几位，却也只是匆匆路

人，陌然于屏幕情节与人物，一

瞥，一晃，人早没在街市里。

一弯拱桥下，旧宅里，灯红

酒绿。一把木吉他，在紫色背景

里，正演绎着情绪。隔壁吧里，亮

黄着歌麦，激情萌动。推门而入，

几分拥挤，酒水下，迎面暖意，像

是把西栅这杯陈年的三白白酒，

勾兑成色泽的鸡尾。灌喉而下，

让醉意与心事，从西栅夜色中铺

开，醇醉着不知是西栅的雨夜，

还是西栅的游人。

一步步走出西栅，商街铺面

个性的橱窗里。阑珊处，藏就青

瓷，正泛着暗夜灯火的光泽，绰

约着我对西栅的记忆。

即便，还没走出西栅。她便

勾起我怀旧的情结。如同这样的

夜，她淳朴端庄，像白日里，着蓝

染白底花布，留海齐眉，皓齿明

眸，在一把花梨木椅上，纤指滑

杯，一盏淡淡杭白菊香，神思凝

结，忘却今夕何年。

我好像想起，谁旧文里，将

西栅月色，朦胧成一场邂逅。这

样景与夜，这样水潺潺的古镇，

就像那街角的暧昧，总得一个故

事，在西栅里演绎。

这年春后，我们开始变

老。有一天，我还想回到西栅，

无论季节，无论朝夕，站在西

栅桥头，望着临水亭檐，有乌

蓬静静划过。想起曾经时光，

情节业已模糊，而西栅秀色却

永远清晰…… 文/杨 钧

遍天下、为美食“吃成工伤”的旅

者，面对一条大川，兴奋地喊到，

就是这里了！左瞅瞅右瞧瞧，前

面是山，青蒙蒙的，后面也是山，

黄褐色的。这里是

乌素图，人称呼市的上风上

水之地，山环水绕，古树横生，每

每让人恋步回顾。古村古树古寺

院，大山大川大水库 。

城里住久了，总想出来走

走。原生态的固然亲切，或许能

勾起些许儿时的美好记忆。不过

总还有那么一些人，想整点儿调

调，不是热烈的，适宜发呆的，远

望山峦，近切诸身，梦里身在此

乡中。

说，唯美人与美食不可辜

负。美人可遇不可求，美食倒还

好吧———几间林间阳光小屋，三

五蜜友同好，坐拥青山，身在林

下，无车马之喧，有鸟鸣啾啾，窃

窃私语也好，吞吐山河也罢，无

论夏日的荫凉，无论冬雪的飘

扬，无论春风的惬意，亦或金秋

的含黛，岂可无美食美酒相伴？

搜罗些二狼山的风干羊，兴安岭

的野蘑菇，无定河的野甲鱼，再

现捣些清水河的黄米糕，在城里

居久了，这些也都还算得上是些

稀罕物什。

三月初起，雾笼西山，雪飘

大川。与段子手贺漫步坝顶，远

眺山河，说这块儿触眼皆景，随

意挥手，入镜即画，分享圈儿里，

点赞连连。几位好友看到美景，

打着取山泉的幌子急吼吼地冲

了上来。山间深处戴雪悠游，回

到杏园，忘了谁提了句，眼看山

花灿漫时节，何不来个杏园雅

集？呼朋引伴，暂忘喧嚣，山间撒

野，林下小憩，这才是生活真意。

那位遍寻美食的旅者主张

记忆中的美好味道，时至今日，

当然需要高级呈现。我附和着

“中国气派国际范儿”。段子手说

大山大水大美大器，北中国的气

派正是你我胸中的血脉。徐郎

说，最勾魂儿的莫不是儿时的美

味印迹，是时光的飞奔让人们遗

失了时间的积淀。山间开家小

店，是个有趣营生，快意好事。段

子手提叙，既然造了这么个场，

何不隔三差五写上这么一篇两

篇的，聊聊美意生活，叙叙身边

感悟。我说这是憋出内伤的手

艺，但絮叨絮叨也未尝不可。山

里的这个小店，就是“西贝风干

羊”，西贝的内蒙菜研究院。吃点

稀罕饭菜，请请稀罕客人，喝小

酒吹大牛，不负快意人生。

上山吃饭。约吗？文/邱敬美

营业的高峰时间，店里很冷清。

几张偌大的台球案上，彩球摆成

绚丽的三角形，因为齐整而无

声，显得格外空旷寂寥。

我们坐在边上的休息区喝

茶，感叹现在的实体生意不好

做。没注意到什么时候进来一个

女人，身形矮胖，手上牵着个三

四岁的小男孩。

小男孩对这里显然很有兴

趣。摸摸这摸摸那，饶有兴致。带他

的女人似乎很陪着小心，一边时不

时地在警告他别摸别动，一边又不

忍心夺了孩子这点快活，便紧牵着

他的手，由着他四处探索。

小男孩玩了一会儿口渴了，

拉纤一样用力前扑地拽着妈妈

过来买饮料。放饮料的冰柜就在

我们坐的茶几旁边，母子俩拿起

又放下，最终选定了一瓶，过来

找弟弟付款。弟弟稍微迟疑了一

下，对女人说：“我们这儿卖得挺

贵的……你先让孩子喝着，哪天

有空过来时去超市买一瓶带过

来，搁在饮料柜里就得了。”女人

推脱了几句，感谢里有一点不

安，弟弟没多说话，拍拍小男孩

的头：“去吧宝贝儿。哪天想玩儿

再来。”

女人牵着小男孩走了。

我一直以为弟弟是个娇生

惯养的巨婴，忽然看他如此委婉

妥帖地关照别人，心里很是惊

奇。

可是接下来，我又有我的疑

惑：饮料是入口的东西，万一女

人拿来的那一瓶有问题怎么办?

弟弟笑了：她不一定会为了一瓶

饮料再送回来。真送回来的话也

不会收她的，更不会放到柜子里

再卖给客人。我问：“那你干嘛不

直说送给她就得了呗？”弟弟反

问：“那她能好意思要吗？人家又

不是要饭的。”这回我可真是有

点窃喜了：印象里穷少爷一样的

弟弟，原来不光知道要给别人行

个方便，还能照顾别人的感受

了。

我想起有一回在婆婆家，看

老太太打胰岛素。完事后我收起

她用过的一次性针头和棉签，准

备扔到垃圾桶里倒掉。刚要往外

走，先生却把我叫住了。“你知道

吗？妈妈的这些东西，是这么放

的。”他拿起一个扁扁的小药盒，

把针头和棉签用废纸包起来，尖

儿朝里放好，再严严实实地把小

盒子盖上。我正纳闷一向粗枝大

叶的先生，倒个垃圾干嘛还搞这

么精致的一个仪式，没等我问，

他就自己说开了：“有个小伙子，

每天都到小区的垃圾桶里来翻

东西。妈妈怕他不小心抓到这些

东西弄破手，又舍不得治，不是

就很麻烦吗？”我听了这话莫名

有点心酸，转头看向婆婆，她大

概以为我不信，就说：“那小伙子

是个大学生呢！前些天我出去办

事时，看见一个捡垃圾的老头扒

拉东西的时候割破了手，我就寻

思：这孩子要是弄破了手可咋办

啊，又治不起。”

我把这事说给弟弟听，他若

有所思地点了几下头，没说啥。

我知道以他的心思，并不觉得这

事有什么讨论、说道的必要———

无非是顺手给人行个方便，谁还

没个为难的时候。 文/阿 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