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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斋闲话文人

郑愁予海南行

在微信上看到一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大
佬说，接下来要走好下坡路。

人这一辈子，顺风顺水的时候少，磕磕绊
绊的时候多，能走到万人瞩目的位置，一定是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得加上那么一点机遇
才行。该离开的时候百般留恋，想方设法保
住既有局面，亦在情理之中。能清醒认识到
并接受“接下来要走下坡路”，到什么山头唱
什么歌，也算不易。

下坡路是个中性词。我讨厌用“生活如逆
水行舟，不进则退”之类的话鼓励别人，好像人
生只有永远前进这一条路。退一退又怎么样？
下坡路又怎样？这都是生活中的必然阶段，是
人生的节奏。能把退步走好，不是那么简单，也
需要看好脚下，小心绊倒，也需要良好、积极的
心态，甚至需要一点准确的技术操作。

下坡路不外乎两种，一种是身体的。人
到中年或者再晚一点，身体开始由顶峰下
降。从最初的生龙活虎，张牙舞爪，到亦步亦
趋，三步两喘。想当年，无论多么劳累，加班
到多晚，一觉醒来，一切都像新的一样，倍儿
精神；看而今，各个器官都出了毛病，一会儿
这里疼一会儿那里痒，具体哪儿疼哪儿痒，都
找不到一个准地方。挺强壮的一个人，说软
下来一下子就软下来了，这是自然规律，谁能
一辈子都像打了鸡血一样昂扬着？

还有就是所谓事业上的。曾经青壮，
人人瞩目，寄予厚望，尤其曾经叱咤风云，
呼风唤雨，一言九鼎，唾沫吐到地上都是钉
的人，转眼看别人叱咤风云，呼风唤雨，一
言九鼎。自己不得不成为一个旁观者，边
缘人，这都是下坡路。

这时候该怎么办？
其实，我一直有心理准备，甚至期待着

那一天快点到来。下坡路是人人不可避免
的。早一点来，早一点换一种生活方式。
如果那一天来了，我会按自己的计划，认真
地活下去。

少说话，学会闭嘴。在某些场合看别人
表演，即使你认为不好，也尽量忍着。小鸡不
尿尿，各有各的道，也许人家那样做就做成了
呢，不一定按你认可的套路来，重复你的路径。

少参加活动，有尊严地退出（退隐）。
有些场合，已不是你的场合，你去参加，就
让人感到无所适从；你连篇累牍地发言，以
为自己的那些经历很传奇，但别人看来已是
老生常谈；你占了大幅时间，别人不好意思
打断你，只好由着你，但别人发言的时间就
压缩了。这样很不礼貌。

走好下坡路，方式很多，常规的无非就
是保养身体、敲定一两个爱好、游山玩水，
但这里面也有讲究。

就拿保养身体来说，烟酒能戒掉就戒掉，
不能彻底戒掉呢，就适当减少一些。广场舞
该跳就跳，健身操该练就练，但避免成为健身
狂、养生狂，逮住个养生秘诀，四处推广，直至
走火入魔。各种养生方法，听听拉倒，试试拉
倒，保持正常饮食和作息就行了。走上坡路
时很执着，下坡路别那么执着了，顺其自然，
得过且过，这不算什么大问题。

练练书法、写写诗歌，舞文弄墨，都是修
身养性的好办法。但写了也别轻易送人。
实在想送人了，可以在微信上晒一晒，有人
主动讨要的时候再说。万一主动送了，人家
不喜欢，拿到手也不珍惜，那多尴尬。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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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好下坡路

尊严的一个小窍门就是，别那么主动。
游山玩水，遍览名胜古迹，弥补当年

“我想去桂林，可惜没时间”的遗憾，这个
过程中拍拍照，跟陌生的游人交流交流，
都是不错的选择。但无论如何记着做个
好游客，别随地吐痰，大声喧哗，该排队时
排队，别倚老卖老，随便插队。年轻时形
成的一些坏毛病，需要慢慢改一下，不能
把它们带到棺材里去。某某意义上讲，此
时其实还在人生的行进中，不能因为是下
坡路就破罐子破摔。

每年在胡同顶头巴掌大的闲地儿，在
院内花池的墙根儿，都会种些不同的瓜
菜，作为家乡清物的丝瓜从没有被遗忘
过。有人戏称丝瓜为“小家碧玉”，缘于丝
瓜在古代不为达官贵人赏识，也很少在食
单上显头露脸；丝瓜色泽绿得光彩照人，
尤其是那淡黄无杂色的丝瓜花，再顶着些
露水的样子端的惹人喜爱。

丝瓜原产欧洲南部和亚洲西部，经
“丝绸之路”从西域流布中原，经印度传入
中国南方，而具体年代却不易寻考。明代
汪颖《食物本草》中说，“丝瓜，本草诸书
无考。”药书上始载丝瓜，见明代李时珍
《本草纲目》，“丝瓜，唐宋以前无闻；今
南北皆有之，以为常蔬。”其实，宋代对
丝瓜已有记录。陆游《老学庵笔记》提
到，“丝瓜涤砚磨洗，余渍皆尽而不损
砚。”杜北山《咏丝瓜》诗云，“数日雨晴为
草长，丝瓜沿上瓦墙生。”郝经也有《咏丝
瓜》诗句，“狂花野蔓满疏篱，恨煞丝瓜结
子希。”这说明宋朝时期对丝瓜的认识和
利用已经达到相当的程度，明代时期已
经广泛分布在全国各地了。

盛夏或初秋，菜市上大致有三种不同
形状的丝瓜。一种细长圆筒状，表皮有茸
毛，皮儿绿色间有深绿色条纹，无棱，像棒
槌，这是北方人常说的“棒槌丝瓜”。一种
呈纺锤状，皮儿有皱纹但无茸毛，表皮稍
硬，有棱且以八条棱者居多，这是从南方引
进的“棱丝瓜”“八棱丝瓜”。还有一种长达
一两米、研发年代不久的蛇形丝瓜，谓之

“蛇丝瓜”，与上述两种丝瓜同科不同属，因
其形体特殊，也成为了一种观赏植物。

丝瓜为夏令佳蔬，可汤可菜，荤素两
宜，独具清香，爽口不腻。据传吃丝瓜可
以传递国家友谊。说的是一位非洲国家
的元首来华访问，宴会上发现一道“炒三
丝”中竟有丝瓜，十分惊讶，因为他的国度
种丝瓜很多，但只作洗涤工具，从不食用，
当场请教做法后准备回国大力推广食
用。吃丝瓜还是一种乡情。美国华裔女
作家农妇写过一篇《瓜朋豆友》，说自己就
种丝瓜，吃时舍不得刨掉太多皮，小心翼
翼地炒熟，一小片、一小片的慢吃、慢嚼，
瓜的清香，思乡之情，久久地留在嘴里，念
在心中……

丝瓜通体可入药。瓜藤活络止痛；瓜
叶内服清暑，外用止血；瓜子润燥化痰；瓜
根解毒消肿。《陆川本草》清楚地指出丝瓜
的药用价值，“生津止渴，解暑除烦”。纳
闷的是，丝瓜汁的功效，目之所及，论述无
多。倒是前年深秋的一个傍晚，妻子拣一
根粗壮的丝瓜藤，小心地用刀割一道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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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瓜

子，下面对准一只塑料瓶，第二天早晨收获
些绿绿的丝瓜汁。“弄这什么用？”“人家说，
可以当洗面奶”。丝瓜汁养阴滋肺、止咳
化痰的药效，则是最近翻书所得。日本
明治时代的著名俳人正冈子规，在三十
六岁危若悬丝的前一日，写下三句皆为

“丝瓜”的绝唱：“浓痰壅塞命如丝，正值
丝瓜初开时”“清凉纵如丝瓜汁，难疗喉
头一斗痰”“前日丝瓜正鲜嫩，忘取清液
疗病身”。平淡当中的忧伤，来日苦短的
悲悯，三句俳句成为日本人传唱不已的
名侍，子规的忌辰也更有特别意味地称
之“丝瓜忌”了。

丝瓜之谓丝瓜，因其老后瓜内有紧密
交织的网状筋络。到了深秋，丝瓜枯萎，瓜
里的丝状物硬而又有弹性，韧性足而又不
易折断，可用来清碗洗碟，可用来洗面擦
身，有宋代诗人赵梅隐《咏丝瓜》诗为证：

黄花褪束绿身长，百结丝包困晓霜。
虚瘦得来成一捻，刚偎人面染脂香。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白露，一个诗意
的名字，一个透明的节令。白露到了，秋老虎
走了，天气开始渐渐转凉，让我们真正感受到
那种明净、凉爽的秋天。在晓风残月的杨柳
岸边，在明月漫山一片红的树林里，在梧桐更
兼细雨的寂寥中，感受秋之静、秋之美。

我国古代将白露分为三候：一候鸿雁
来，二候玄鸟归，三候群鸟养羞。鸿雁和燕
子等候鸟要飞到南方避寒，剩下来的留鸟，
像会过日子的妇人，提前储藏好食物以备
过冬。我一个人，站在空寂的天地间沉思，
鸟儿该走的走了，该留的留了。面对杂芜
的尘世，我的灵魂又该迁徙到哪儿？

李贺曾作诗：“月明白露秋泪滴”。在
乡下，清晨，山岚沟谷，会升腾起一缕缕轻烟
般的雾气，雾气经过一夜的集结，在草木间
凝成一颗颗白亮亮的水珠，晶莹剔透，像世
间最动情的目光。在林间行走，无边落叶萧
萧下，不知不觉间，头发湿了，裤脚湿了，连鸟
儿的叫声也湿了。太阳升起来，白白的，发
出淡淡的光，像刚从水里打捞上来一样。

渐渐地，阳光变强。那些稻谷，在阳光
的抚摸下，黄澄澄的，有了金属的色泽；果
树上挂满了累累果实，由内到外散发出醉
人的果香，吸引着孩子们垂涎的目光；田野
里红红的高粱和金灿灿的玉米，枯黄的叶
片，摇曳着曼妙的身姿；还有老熟的冬瓜，
表皮上结着一层薄白的茸毛，好像附着一
层霜，用手摸上去，刺拉拉的……

阳光很亮，明晃晃的一大片，照得人心
生暖意。即使没有阳光的日子，秋风也解风
情，站在高处，衣袖被风鼓起，清风透体，清爽
宜人。这样的秋天是让人喜欢的，正如林语
堂所说：“大概我所爱的不是晚秋，是初秋，那
时暄气初消，月正圆，蟹正肥，桂花皎洁，也未
陷入凛烈萧瑟气态，这是最值得赏乐的。”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选择在一
个有月光的夜晚回家，走过灯光喧嚣的城
市，走进了故乡凉凉的月色里，故乡的月光
在清新而又湿润的空气中流淌，照耀着小
桥、微波粼粼的流水、寂静的人家。一切都
是那么熟悉而亲切。

院墙上爬满了眉豆和丝瓜，屋梁上挂
满了玉米和辣椒。秋天里的父亲显得更老
了，满头荻花如雪，但他依然早出晚归，用肥
沃的时光，哺育着他的庄稼。母亲经营着
一日三餐，有时会停下手中的活儿，痴痴想
她远在外面的儿女，想起了高兴事，脸上会
有布满皱纹的笑，不惊艳，却散发着内在的
光芒。

白露为霜，秋日静好。这个时节，总是
美得让人爱不释手。它是那样的从容、平
和又静谧，给人一种豁达和含蓄，朴实和自
然，温馨和感动。

乔兆军季候物语

白露为霜丝
瓜

台湾当代诗人中，余光中先生之外，令
我倾心敬佩者，当数郑愁予先生了。其抒
情诗《错误》，常读常新，是我口中咀嚼了大
半辈子的橄榄。

2015年12月5日，海峡两岸诗会在椰
城举行，朋友说郑愁予先生将莅临诗会，并
于次日下午在海南大学举行专题讲座。惜
乎那两天单位都有重要活动，我分身乏术，
不免惆怅。朋友电话中说：“没关系的呀。
先生已答应6号晚上到我的咖啡馆来，小
范围茶叙谈诗，到时你来就可以啦。”

“此话当真？”
“昨天晚上，报社记者和我们几个年轻

人，到先生下榻的酒店去看望他，恰好是先
生的八十三岁生日。先生一时高兴，多喝了
几杯红酒，后来从背包里掏电脑时，不小心
被放在背包里的剃须刀划破了手指，血流不
止，酒店的医生处理不了，是我开车把先生
送到省医院急诊室的。路上先生问起我的
姓名，得知我也姓郑，当即就认我为本家孙
女。说好了晚上九点，到咖啡馆茶叙呢。”朋
友回应说。原来如此，看来先生确实是一位
蛮有情趣的老人，诗心如初，童心不泯。

6日晚饭后，我携妻早早地来到朋友
开的咖啡馆，推门一看，早有三五个青年诗
人已环坐于矮桌四周，静待先生的到来。
但直到深夜十二时，先生才在一群人的陪
同下来到咖啡馆。

“你们坐那边去，不要影响我们的交谈。”
先生刚一落座，就用手指着陪同的那群人，把
他们打发到一个角落里去了。“对不起，来晚
了。今晚大家难得高兴，贪杯了。”先生诚恳
地说道。柔和的灯光下，先生满面红光，炯炯
的眼睛里写满了慈祥与爱意；灰白相间的一
头浓发，诗意地卷曲在额前，又飞扬在脑后，
平添了几许风度与风骨；深色西服内，是一袭
粉红色的方格衬衣，讲学时系的领带已被取
下，越发显得平易而洒脱。这不就是久存于
心底深处的诗人的形象吗？恍惚之间，好像
早就认识先生似的，没有半点陌生感和距离
感。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先生后，他呵呵一
笑，随口说道：“《红楼梦》第三回写宝黛初次
相识，宝玉脱口说道：‘这个妹妹我曾见过
的。’贾母笑道：‘可又是胡说，你何曾见过
她？’宝玉笑道：‘虽然未曾见过她，然看着面
善，心里倒像是旧相识，恍若远别重逢的一
般。’这或许就是缘分啊！ ”

当晚，我们谈诗歌，谈人生，谈海峡两
岸的文学，谈两岸三地的作家，谈当代中国
的诗歌流派，谈现代文坛的掌故雅闻，学术
问题力求深透。先生谈到高兴处，朗声说：

“谈诗以下酒，读书且品茶。今晚我们是在
谈诗呀，没有美酒怎么能行？”

据陪同者说，先生晚餐时已经喝了四两
白酒，年寿八三高龄，又有血压偏高症状，唯
恐其身体不支，于是好言劝慰，转移话题，以
茶代酒，期许明日再饮。“那就少喝一些吧！”
先生略作让步，说道。为了不拂先生雅兴，
便打开一瓶国酒，端上四碟点心，添酒回灯，
重开小宴，推杯换盏，觥筹交错，先生三杯下
肚，不禁连呼好酒。在酒精的刺激下，大家
随着先生情绪的高涨而越发高涨。先生兴
之所至，击箸为歌，一曲醇厚的男中音《夏日
的最后一朵玫瑰花》，把听者带入遥远而宁
静的胜境；接着，古韵悠悠的《卿云歌》，又把
听者拉回到了洪荒缥缈的时代。

夜色阑珊，星月催人，直至凌晨二时

《
郑
愁
予
诗
选
集
》

许，才将先生送回所下榻的酒店，依依惜
别，相约再聚。道别之际，先生用手指着
刚刚签名以作存念的《郑愁予诗选集》，郑
重地向我说道：“台湾志文出版社印制，
1975年11月1版3刷，整整四十年了。就
是在港台地区也难得一见，连我自己手头
也没有此书。可要好好保存啊！”见我颔
首不已，先生挥一挥衣袖，含笑走进了酒
店的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