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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鞋不是鞋

伍立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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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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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表示这是一次纯粹的休闲出游! 我特意换上了大
裤衩子大背心" 还换上了拖鞋" 我老是觉得皮鞋太束缚
脚!从四面八方裹住脚!僵硬#刻板!绝不如拖鞋贴心" 拖
鞋像个纵容你的爱人!让你随心所欲地踩踏#拖拉#踢!百
般迁就你" 要不!我们怎么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换上拖鞋$

那天下午!一家三口逛了一个景区!沟沟坎坎!山山
水水"因为有闲情逸致!所以并无紧迫感!慢慢地走!慢慢
地看!忽觉脚下有点疼"低头一看!拖鞋没有什么状况%再
走!还疼!低头看!拖鞋依然敬业地跟着我的脚%再走!更
疼!终于发现!原因就出在拖鞋上"它正在磨我的脚!用看
不见摸不着的&一小点儿'!磨我脚上的&一小点儿'!把脚
上的一小点儿磨红了!磨肿了!磨破了!汗水流到伤口上!

又痒又疼"

我试着换个姿势"但拖鞋上磨人的那一小点儿!转来
转去!始终跟着我的脚上的那一点儿"它攻其一点不及其
余" 其余部分很舒服!这一点儿的不舒服看似不明显!但
传达到整只脚上!再灌输到整个身体上!把我搞到苦逼"

拖鞋终于让我尝到了它的厉害"

回到宾馆!我已经举步维艰!走路一瘸一拐" 晚上出
门!换了一双拖鞋!接着出门"走了没多久才发现!这双拖
鞋不磨脚面上的一点儿了!却磨脚趾上的一点儿"仅仅一
个晚上!脚趾上又红又肿"

时间长了!每一双拖鞋都磨人" 拖鞋终究是拖鞋!如
同酱油不是油!情人不是爱人!梦不是梦想等"

第二天回到家! 换上束缚脚的皮鞋(((它对脚的整
个束缚!保证了它对整只脚的全面掌控"

怪不得!他们出门不穿拖鞋" 如果舒服!人家早就都
穿了!似乎不必等着我来吃第一个螃蟹"

人类万代繁衍!科技发展迅猛!日常生活大异
于前" 几千年前的神话与传说中种种变成现实!切
近可感"科技推动的魔力不可小觑"但在时刻不停
滚动发展的同时!棘手的难题也陆续暴露出来!来
日大难!&君将哀而生之乎$ '发展的科技不能同步
解决这些问题!已是新世纪!这些问题仍令最尖端
的科技束手无策"

譬如!引力强大#可吞噬一切)包括光线*物质
的黑洞%巨大的太阳耀斑!其瞬间亮度是平常阳光
的二十倍%地球磁场反转!磁场一旦失常!太空则
发生粒子暴%全球疾病流行!生态平衡的破坏!可
能出现强速而令人类毫无防范能力的病菌! 如此
即令微生物也可能毁灭人类%全球变暖!海平面不
断增高!诸多城市将成水底世界%生物技术失控!

转基因植物可能带来新的病毒% 环境中的毒性物
质! 现已有世界诸多大城市空中含有大量的柴油
发动机排出的微粒!它不仅致癌!而且破坏胚胎组
织!减弱生殖能力"

据+参考消息,说!!"#$年一块宽约 %##英尺
的宇宙碎片冲入大气层! 并在俄罗斯西伯利亚的
通古斯上空爆炸!其所释放能量!相当于广岛原子
弹的一千倍" 天文学家估计!每一百年至三百年!

地球就会遭到一次类似体积的宇宙碎片的撞击!

体积较大者!杀伤力更为巨大"

茫茫宇宙!奥秘无限"

太空!辽阔而黯淡" 浩瀚磅礴的相形之下!地
球实在也只是巨浪颠簸者在&走泥丸'" 这样卑微
的角色!有限的体能与智力!也许人类发现的所有
物理#自然规律!都不如这一条黯然神伤!那就是-

人的结局!不是一个统一体!而是作为分子和原子
发散到宇宙中继续存在"

古人虽不如现代人&见多识广'!但他们中的
杰出者!却葆有根深蒂固的隐忧!对生命本质的认
识" 他们善于倾听大自然深处发出的悲鸣和天籁
极致的消息" &细推物理须行乐! 何用浮名绊此
生" ')杜甫*注目寒江!细推物理!智慧在雾霭云翳
的笼罩中破晓而出"

&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

天才的李白如是表达!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常有感
慨!&有时忽惆怅!匡坐至夜分" ')+赠何七判官,*!

按说他的心性! 和他的诗的基调总不是悲苦凄切
的一路!而感慨却深郁难掩!以致常常对景生愁!

如谓&燕麦青青游子悲!河堤弱柳郁金枝" '那真是
悲从中来!先天先验的!挥之不去"

就算&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苏东坡!&想得开'

仍只是其表层形态!内里还是&忧患不已'!那是
一种融入自然界的大忧患!他初到海南时!看海
天茫茫!凄然伤之!何时得出此岛$ 转念一想!&天
地在渍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沙海中!有
生孰不在岛者$ ..念此可以一笑" '这一笑!何
等无奈"

这个意思! 旧时诗人尽多表达!&蜗牛角上争
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白居易*!&闻道长安似奕
棋!百年世事不胜悲')杜甫*&凡物有生皆有灭!此
身非幻亦非真')辛亥党人*!&区区一生! 愿力无
用')郭嵩焘*!&百年身世浮沤里! 大地山河旷劫
中')佚名*" 这样忧患漠漠#寄怀悲郁的透析解悟!

指向一种意识的深渊! 即人在大自然中的终极荒
谬" 奇怪的是!现代科技的滚动发展!并不能解脱
这种悲哀于万一!反而分蘖出诸多新的问题!在加
重这种思索% 古人固不能明确预见今日科技的成
就!但在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上!却与现代人心情
冥合!其分量!其深刻性!较现代人更为饱满" 阮
籍#岳飞#曹寅..直到魏源!这些古人都曾夜深
徘徊不寐!除却尘役之劳!那就是人类面临的最终
意义!被他们敏感觉察!而无可奈何" 说无常!说万
法皆幻!或有人以为绝对!但在古人的提示之下!

生命因迁流不住只是当前!不是过去!也非未来!

这样的认识!总大抵可以达成了"

子罕是 %&##年前#春秋时宋国的一名朝廷官员!名乐
喜'字子罕'于宋平公时任司城" 这个官职在当时又叫&司
空'!是主管建筑工程#制造车服器械#监督手工业奴隶的
部级官'位列六卿"

+左传/襄公十五年,有这样一段记载-宋人或得玉!献
诸子罕" 子罕弗受" 献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为宝也!

故敢献之" '子罕曰-&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 若以与
我!皆丧宝也!不若人有其宝"'稽首而告曰-&小人怀璧!不
可以越乡!纳此以请死也" '子罕置诸其里!使玉人为之攻
之!富而后使复其所"

这个两千年以前的故事! 今日读来仍让人感到亲切!

仍让人心生敬意" 这段古文翻译过来就是-宋国有人得到
一块宝玉!把它献给子罕"子罕不接受"献玉的人说-&拿给
琢玉工匠看过!工匠认为是宝物!所以才敢进献"'子罕说-

&我以不贪为宝!你以玉为宝%如果你把玉给我!我们两人
都失去了各自的宝物!不如各人保有自己的宝物"'那人听
后跪下磕头!说-&我是个小小老百姓!藏着这么贵重的宝
物!实在不安全!弄不好招来杀身之祸!献给您也是为了自
家的平安啊0 '于是!子罕把玉留下!派玉人替其雕琢#加
工!让献玉者卖掉发财后!才让其人回去"

献玉者认为以子罕的身份更适合此玉! 故而献之!动
机就这么简单"

献玉者无行贿之意!献玉者除了担心自己藏玉会招来
杀身之祸之外!可能也出于对子罕的钦佩"

子罕无受贿之嫌" 子罕不受他人之玉!并不是担心什
么后果" 献玉者看不出有以此要求掌管工程大权的子罕
给他&承包工程'的企图%子罕也不需要利用职权为献玉
者谋什么利益" 所以子罕如果受那人之玉!既不用担心传
出去群众说他贪腐!也不怕被&双规'!更不用担心判刑锒
铛入狱"

生产力低下的两千多年前!论价值!宝玉!贵可抵城!

但子罕毫不动心!以受人之玉为耻!而以固本自守为&宝'"

子罕辞玉!仅仅是他对另外一种&宝'的追求-视不贪人财
为&宝'" 用今天的话来说!子罕此举表明了子罕与众不同

的独特的价值取向"

识字酱!这是乡下人对扁豆酱的一种称谓"扁豆酱是一
种色泽墨黑的食物!乍看去!黑糊糊的!像一滩墨迹!而细细
打量!一颗颗黑色的酱粒!仿佛一个个墨写的汉字"

扁豆酱之所以获得那个美称! 应该还有别的原因" 传
说!多年前村里有一个拔贡!他考取功名之前!家里很穷"一
日三餐!离不开稀粥和扁豆酱" 他父亲买了一斤肉!却把它
吊在宅里一个木钩上!哄着孩子!说你识字多了!就炒肉给
你吃" 可是一天天过去了!做父亲的却舍不得把肉下锅!倒
是孩子吃了扁豆酱!字识得越来越多!八股文也写得有模有
样!最终考取了拔贡" 这一来!村里人就说扁豆酱养出了一
个拔贡"

当年! 虾酱和扁豆酱是乡下人两大主食" 吃不上虾酱
的!能吃上扁豆酱也很不错" 这些孩子从咿呀学话开始!就
跟扁豆酱结了缘"这普通的食物供给他们养料的必需!见证
他们一天天成长!一天天认字识字!乃至成才" 这墨黑的食
物!不仅给他们一种养分!更给他们一种成才的动力"

扁豆是扁豆酱的主要原料"顾名思义!这扁豆外形小而
颇扁!似乎经过岁月的锻打" 它生命力很强!不择土地的肥
瘠!不避气候的寒暑!只要给一点落脚之地!它就能开花结
果" 在那耕作粗放的日子!乡下人在荒地上用犁一犁!把荒
草放倒!然后把豆种撒上!用耙一耙!让泥土把种子盖上!就
可以坐享其成" 这个过程叫翻扁豆" 种子撒过不出三天就
发芽!就在贫瘠的土地上长出一床蓬蓬绿来"

有句话说!吃得咸!受得苦"人吃了食物!总能摄取到这种
食物的基因"扁豆那种生命力的顽强!化成了乡下人一种不可
缺少的钙质" 这样!扁豆酱被称为识字酱!就言之成理了"

当然!扁豆酱之所以成为一种主食!除了当年物质匮乏
别无选择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它本来也是一种美
食" 扁豆干炒!味道香脆而带点干涩" 然而!从扁豆变为扁
豆酱!其味道就不同了"

这个工序并不复杂!难的是要掌握好火候"先把晒干了
的扁豆筛选!去掉杂渣!然后把扁豆放到锅里煮!等到扁豆
微微裂开!再把熟了的扁豆取出来!放在箩筐!适当加上矾!

然后!用盖盖好!让它发酵"过了两个晚上!再把发酵的扁豆

拿出来!配上盐!然后放到石臼里捣烂!再放到罐里储藏"

盐的用量要恰到好处!用多了!扁豆酱会又咸又苦%而用
量少了!则扁豆酱就不那么香甜!甚至还有些霉味"

这火候的掌握!其实是一门学问"这是任何教科书上
都没有写的!不过妇女们在实践中能灵活掌握运用"

腌制得好的扁豆酱!香中带甜!老远一闻!就让人垂
涎欲滴" 那扁豆酱!无论单独食用!还是用作佐料!都一
样清爽可口" 现在!人们营养丰富了!不敢多吃肥腻的东
西!就把它配合着煮猪肉!煮大网鱼"这样煮出来的猪肉!

肥而不腻! 既香又甜" 大网鱼是渔民在近海用拉纤式的
方法捕获的鱼类"这类鱼味道很好!配上这扁豆酱更是妙
不可言" 吃着这样的食物!话匣子就打开了"

村里那个阿三婆! 数得上腌制扁豆酱的高手" 那时
节!她腌制的扁豆酱!还当不上商品"村邻乡里!有谁求上
门来!她就把这扁豆酱当作人情送"

如今!她把手艺传给了她女儿" 鲁迅的小说+故乡,!

展示了一个豆腐西施"不妨说!她的女儿也算得上一个扁
豆酱西施" 她姣好的脸容!高挑的身材!往镇上市场那些
卖食物的妇女中一站!就有些鹤立鸡群的味道"所谓酱香
不怕巷子深"她不需用酥得汉子骨头软的嗓音拉客!那喜
爱吃扁豆酱的顾客!往往慕名而来!专门买她的货!生意
做成了!还无话找话!天南地北扯了起来"

广东阳江产的豆豉!原料用的是上好的黄豆"它是干
品!配上包装!在省内省外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相比之
下!扁豆酱就没有名扬千里的幸运!它缺少的就是包装"

生意人本小利微!没有人找形象大使和明星做广告!因而
它不能像豆豉#豆浆那样运销外地!而只能在乡镇市场上
等待它的顾客"

不过!尽管生活条件再好了!扁豆酱仍然是一些人的
所爱"那些在都市吃惯粤菜川菜的人!在全国各地吃惯当
地特产的人! 常常让亲人给他们寄去一瓶瓶腌制好的扁
豆酱"

我觉得!他们品尝的是一种难以割舍的美味!这美味
中蕴含着一种浓浓的乡情! 甚至有一种人生的触摸和感

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