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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的一角。巨幅的画卷。高挂
在三里外的天幕。不同季节色彩

不一样。
不同的天气色彩也不一样。有时

是水墨画，
有时是工笔细描，有时则是油画。
要问我欣赏哪一种？我的回答，都

很欣赏。
它是自然的艺术品——造物的鬼

斧神工。
尤其是观赏的次数多了，我已能细

数它细微
的变化带来的差异。有些瞬间，突

然
画面上出现几只鸥鸟，或者巨大的

货轮驶入其中，
带来的是另一种韵味。如果要我

分辨最欣赏哪一种，
我会说蒙蒙细雨的清晨它呈现出

的效果，
很像把虚无带入其中。给人一种

非人间的意味。
让我的观望产生不真实感觉。人

亦变得恍兮惚兮。
好像不知今夕何年。我非常感谢

这样的景色。
如此说吧：它已经是我的生活中不

可或缺的存在。
就像今天，一大早起来，我在阳台

坐了很久，
几乎是一寸寸移动视线欣赏它。

它就像
自然的礼物，看它，我就像在观看

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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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吃一碗羊肉汤。最好是
能够配吊炉烧饼，或者薄饼的那
种。

上网去搜，海甸岛最近的羊肉
汤馆，也在五公里之外。且没有薄
饼，更没有吊炉烧饼。有点远，没
车，不大方便。傍晚散步，在海边遇
见河南来的杨大哥。问他知不知道
附近有好吃的羊肉汤。他想了半
天，说人民大道与五西路交叉的地
方，有一家河南羊肉烩面，味道还算
正宗。

河南的羊肉烩面我在鹤壁和洛
阳吃过，味道不错。没有羊肉汤，羊
肉烩面也能凑合。早晨起来，沿着
海边跑了一圈，便打开一辆青桔单
车，按杨大哥指引的方向找去。

山东的羊肉汤馆比较多，而且
风味各有不同。最出名的当属单
县羊汤。选当地的青山羊，骨肉同
时下锅，肉烂后捞出，骨头继续熬
煮。直熬到肉汤煞白。吃的时候
再把切成薄片的羊肉放进去，撒上
芫荽。桌上放有羊油炸制的辣椒
酱和胡椒。食客可以根据自己的
口味添加。正宗的单县羊汤要用
大铁锅熬一通宵。并且要放白芷、
良姜、豆蔻、砂仁等十多种调料。
据说，真正的调料配方秘不传人，
整得非常神秘。不过味道确实好。

上世纪八十年代去单县出差，
当地人总会带着去吃羊汤。单县古
称单父，因舜帝的老师单卷而得
名。当地流传有单卷让国的故事。
传说单卷善道术，有德行,尧曾经对
他非常恭敬。舜得了天下之后，想
把天下让给他。单卷于是躲到了深
山里面去。单县位居现在的鲁西
南，春秋时期属于宋国。从那时起，
此地就有了喝羊肉汤的习俗。一锅
汤熬了将近三千年，真是想低调都
难。

单县隶属菏泽市。菏泽的羊肉

汤，还可以配两面煎的羊肉包子。
煎得焦黄的包子皮儿，一口咬下去，
羊肉的鲜香就窜了出来。只要去菏
泽，我都会早起一会儿，放着宾馆的
早餐不吃，专门去找牡丹宾馆北面
的那家羊汤煎包。这家店主也讲
究，穿着白色的外罩，一看就很干净
利落。

天玺湾小区离人民大道不
远。骑行了十来分钟就到了。然
后一路西行，抵抗住了沿途大馅
水饺、牛肉面、抱罗粉的诱惑，下
决心非找到河南羊肉烩面不可。
遗憾的是一直到五西路都没找
到。沿途东张西望的还差点碰到
别人身上。无奈只好往回骑，心
想，找不到就别找了，既然没有口
福，还是买几个包子打发一下
吧。快到金海岸大酒店的时候，
记起附近有一条小商品街，便拐
了进去。没想到歪打正着。里面
竟然藏着一家叫“羊官”的小店。
进去一看，有羊肉汤，也有羊肉泡
饼。问了一下，说是西北风味。
就要了一碗羊肉汤泡饼。汤和肉
的口感都不错，饼也软硬适中。
不禁暗自庆幸。俗话说“踏破铁
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生
活中总会有一些意外的惊喜等着
你。

羊肉汤虽然看起来不起眼，但
却与熊掌、龟鼋等美味一起走进过
历史典籍。《左传·宣公十年》：“将
战，华元杀羊食士，其御羊斟不与。
及战，曰：‘畴昔之羊，子为政;今日
之事，我为政。’与入郑师，故败。”宋
国和郑国打仗。交战之前，统帅华
元杀羊犒赏士兵，没给他的驾车人
羊斟吃。等到作战的时候，羊斟说：

“昨天分配羊肉汤的事，由你做主;
今天驾车作战的事，由我作主。”于
是就故意把兵车驶入郑军之中。导
致了华元被俘和宋军的失败。

同样的故事发生在战国时期
的中山国。中山国君用羊汤大宴
群臣。但分到司马子期的时候，羊
汤没有了。司马子期面子上下不
来，一怒之下就投奔了楚国。他怂
恿楚国出兵攻伐中山。结果，实力
雄厚的楚国一举就把中山国给灭
了。中山国君也作了楚国的俘虏。

一碗羊汤输掉了一场战争，灭
亡了一个国家。套用一句流行的
网络语言：你是不是也觉得细思极
恐？

天色将晚
一辆大巴带我们踏上了归途
草原平阔而静止
地平线遥远而缓慢
仿佛唯一能够到达的只有落日
忽然，一匹马使我的
目光瞬间凝固
它远离所有的马群
独自伫立在河边
一会儿低头吃草
一会儿引颈长嘶
我不知道它的性别、年龄与经历
只看见它深棕色的身躯因夕光的
照耀而隐隐发亮
陌生的马儿
谢谢你让一个陌生旅人的
心被温暖充盈了十几秒
在如此辽阔的大地上
在如此盛大的暮色下
无论一匹马抑或一群马
无论一个人抑或一群人
甚或整个人类
无论在旅途，抑或在家里
我们都承受着同样的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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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遍神州千万里，
最热还是红土地。
串串巴蕉摇扇子，
颗颗腰果戴斗笠:
肥肥菠萝打绿伞，
瘦瘦甘蔗穿纱衣。
红土地啊热土地，
万年火山烙印迹;
红土地啊热土地，
红军热血沃红泥。

阅尽人间画与诗，
最美还是红土地。
巍巍五指冲天刺，
层层绿帐架云梯;
浩浩蓝海波浪涌，
阵阵椰风化翠滴。
红土地啊美土地，
吐生万物争艳丽;
红土地啊美土地，
孕育琼岛精神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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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边的沙地上总是会铺开一大片
一大片绿油油的马鞍藤，它们那么肆
无忌惮地向前生长，仿佛一直在努力
抵达一场遥不可及的梦。那一根根长
长的藤上每隔一小段距离就会开出一
朵喇叭状的紫红色的花，那撑开的花
朵在海风的吹拂下，在日日夜夜的潮
涨潮落间，静静地看尽了人世间的所
有荒凉与繁华。

从家门口向海边出发，随处可见
马鞍藤匍匐前进的身影，它们擎着紫
红色的喇叭在海风中齐声欢唱，处处
显示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我偷
偷给它们起了一个形象的名字——
海喇叭。每当去盐田帮父母铲盐的
时候，我都要路过好多片马鞍藤铺成
的地毯，有时我会从它们身上跳过
去，有时我又会用脚把它们掰向路的
两边，可过一段时间它们又会顺着你
掰开的方向长去，而且越长越好。即
使你嫌它多余，随手把它连根拔起，
任意丢在一旁，过段时间，你会惊奇
地发现，那些被你随手一丢的家伙不
知什么时候又开始变得绿意盎然了
起来。

我喜欢成片盛开的野花，每次赶
海，我都喜欢提前从家里出来，早早地
坐在开满马鞍藤花的沙地上等潮水退
去。一涨潮，红树林就变成了一座美
丽的海上森林。我坐在柔软的沙地
上，看海鸥在大海的上空自由地盘旋，
听潮水汩汩地退去。

有很多时候，从马鞍藤地下的沙
地里，突然会冒出好多红红的可爱至
极的招潮蟹，你稍一抬脚，它们又会瞬
间消失，警觉性超高。可能是因为体
态轻盈，颜色红艳，娇小玲珑的它们被

渔村的人们叫做“新娘蟹”，我们也喜
欢叫它们“新娘蟹”，感觉这种称呼本
身就无比美好。我特别喜欢看它们偷
偷摸摸地从洞穴里钻出，在开满马鞍
藤花的沙地上肆无忌惮地横行，可只
要听到一点风吹草动，它们就如潮水
一般转瞬就没了踪影。

渔村的女孩子最爱抓招潮蟹来
玩，要是没有出海任务，大伙就会带
着瓶子拿着木棍往长满马鞍藤的海
边沙地走去。沙地上，红树林里，红
艳艳的招潮蟹铺满了整片海滩，一听
到我们走动的声响，它们立马隐退，
我们急忙拿木棍堵住它们的洞穴，无
所遁逃的它们只好束手就擒。抓完
一批，我们又趴在马鞍藤旁，在紫红
花朵的掩映下静等第二批招潮蟹倾
巢而出。

很快，招潮蟹挤满了小小的瓶子，
它们火红的大螯在互相踩踏下全部掉
落。玩腻之后的我们，把瓶盖一开，断
螯的招潮蟹又迅速跑出，转眼就遁入
了马鞍藤下的洞穴之中，一切又回归

到了涨潮之后的宁静。等潮水一退，
这些小家伙又会举着火红的大螯从洞
穴里爬出，瞬间星星点点地布满了整
片沙地。

上中学的时候，我和小伙伴们曾
经一起骑着自行车从冠南向清澜出
发，到了南海墟的时候，全部路程都转
成了海边沙地。整条路的沙地上都铺
满了绿莹莹的马鞍藤，紫红色的花朵
在海风的吹拂下齐刷刷地唱着歌。骑
到累的时候，我们就把自行车停在海
滩上，光着脚在马鞍藤旁的沙地上追
逐、嬉戏，直到累趴在地。当我低头再
一次与马鞍藤花对视的时候，才发现
它们一直在向着前方生长，从没有想
要停歇的意思。

后来我偷偷写了一篇小说，也可
以说是自己的处女作，题目好像就
叫做《海喇叭的梦》，小说中的那个
渔家少女长着一颗紫红色的心，每
当她在长满“海喇叭”的沙地上一
坐，她就会掉进潮水一样的梦境中，
那场梦里有着一个长长的仿佛没有
尽头的阶梯，少女在阶梯上行前行，
一直往高处走着，……这或许真的
是马鞍藤的一场梦，也或许是我常
年所做的一个重复的梦，它们常常
交织在一起，即使被时光慢慢地洇染
开去，也不曾停息。

小说的底稿我已遍寻不着，时间
的流逝我也无法阻止，可不管过去了
多少年，故乡的马鞍藤还在海边的沙
地上尽情地摇曳着它那喇叭状的花
朵，风一吹来，它们就晃动着脑袋，齐
刷刷地唱起动听的歌谣，仿佛那一场
遥不可及的梦还一直在引领着它们，
在潮涨潮落中，匍匐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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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年冬天，准备迁居海南之
前，我回中原的家乡探望父母。闲聊
中，母亲忽然说：再回老家看你姥姥一
眼吧。你这一走，天远地远的，还不知
道再回来你姥姥还在不在呢。我一
惊，忙问母亲姥姥是不是身体不大好，
母亲说，身体还可以，就是岁数大了，
人有点糊涂，耳朵也聋。

我们几兄妹小时候都断断续续地
在姥姥家住过很长时间，尤其是我，刚
一断奶，就被抱回了姥姥家，是姥姥家
的小米汤把我喂大的。记忆中儿时的
冬天是那么寒冷，大人、小孩都要穿着
厚厚的棉袄、棉裤、棉鞋，每个人都圆
滚滚的。每年冬天我们身上的棉衣，
都是姥姥絮上新棉花，一针针、一线线
密密缝成的，穿在身上，厚得胳臂都打
不过弯来。母亲常说你们兄妹几个都
是你姥姥缝转大的。年复一年的缝补
浆洗中，姥姥老了，我们也长大了，开
始嫌弃棉衣的臃肿和土气，穿上了时
髦的羽绒服和棉皮鞋，去经历自己的
一份寻常人生。姥姥就这样在不经意
间退出了我们的生活。尤其是我，远
离家乡，异地求学、谋生、恋爱、结婚，
活得匆忙而疲惫，更少想到姥姥了。
算起来，我已经有四五年没去看望姥
姥了，真不应该啊！当即决定第二天
就去看望姥姥。

其实姥姥家离母亲居住的城市
不过七八十里路，乘长途汽车一个小
时就到了。我和母亲提着大包小裹，
行走在北方乡间裸露的黄土小路上，
远处冬日天空下，是一片错落相衔的
青瓦飞檐。这曾经是我多么熟悉的
一切啊。

街上有不少正在吃早饭的村人，
不断有人跟母亲打着招呼“外边人回
来了。”目光却都对准了我，眼里写满
了问号。我知道，乡亲们所谓的“外边
人”，是指母亲，更是指我。在我们家
乡那一带，凡是走出农村进了城市的，
一律被称为“外边人”，自然被视为有
出息的，常常成为乡亲们教育孩子的
榜样。他们哪里知道，眼前这个“外边
人”，就是当年那个在他们眼皮子底下
长大的满街乱跑的黄毛丫头啊。

一股油香味顺风飘来，拐过街角，
母亲停下来，买了些麻糖（一种面上敷
糖的炸油饼），用纸绳穿了两串提着，不
断分给飞跑过来的小孩子。身后陆续
跟上了一些爱看热闹的妇女和孩子，早
有小孩子进去给姥姥报了信。远远地
看见一个老人站在大门口，手扶着门框
正向外张望。老人身穿如今在农村里
已很少见的棉袄、棉裤，外罩一件偏襟
灰布大褂，还是那梳得光溜溜的发纂，
还是那颤巍巍的小脚，只是个子似乎更
矮了些。我心头一热，小跑几步上前扶
住老人，大声喊道：“姥姥，我回来看你
来了。”老人神色显得有些迟疑“啊？
好，好。”眼睛却看着母亲“二闺女，这是
哪来的‘外边人’？”母亲把嘴附在姥姥
的耳朵边，大声说：“娘，这是燕儿啊，就
是你养大的燕闺女，你怎不认识她啦？”
姥姥焦急地支起耳朵：“谁？燕闺女？
不像，不像，燕闺女哪有这么俊？你们
别哄我。快进屋烤烤火吧，别慢待了人
家‘外边人’。”

老屋里大体如旧，时光在这里看
不出有多少流逝的痕迹。我小时曾在
上面爬来爬去的八仙桌、太师椅还摆
放在老位置，依旧是火炕、泥地，依旧
是黝黑的墙壁，只不过墙上除了粉脸
团腮的娃娃年画、穆桂英挂帅的条屏，
还多了几张挂历上的美女。我和母亲
坐在炕沿烤着火，姥姥则爬到炕上，从
大木柜里掏出了一瓢黑枣、柿饼和花
生，放到我的面前：“吃吧，外边的闺
女！”我端起那只木瓢，瓢把上有个豁
口，该是我儿时就见过的那只，陈黄的

颜色散发出岁月的光泽。一股难言的
滋味梗在我心头，景物依旧，姥姥却不
认识了她的外孙女。无论我如何解
释，姥姥都认定我是一个“外边人”，而
不是她的燕儿。也许在她的心目中，
她的燕儿永远是那个长着稀疏的黄毛
和满手冻疮的小丫头吧。

姥姥坐在炕沿上笑眯眯地看我吃
着花生，忽然又想起了什么，说：“你们
还没喝汤吧？我给你们做去，好暖和暖
和身子。”尽管我和母亲一再说我们已
经吃过了早饭，姥姥还是执意到灶房里
燃着了柴火。随后，我和母亲都陪着姥
姥进了灶房。我像小时候一样，帮姥姥
拉起了风箱，风箱呼达呼达地响着，蒸
气袅袅，绸条似的火焰柔软欢快地舔着
锅底，小米的浓香弥漫开来。

饭熟了，小米汤和馒头热气腾腾
地摆上了桌子，姥姥却还在灶房里不
知忙活着什么。一会儿，只见她挪动
着小脚来到我的面前，突然塞给我两
个热乎乎的鸡蛋，动作之快出乎我的
意料，简直不由分说：“吃吧，闺女，已
经在凉水里泡过了，好剥皮。咱这乡
下也没啥好吃的。”一股酸楚充溢了我
的鼻腔，我说：“姥姥，你吃。”姥姥一副
责怪的神情：“拿着。快吃！要不让铁
蛋看见了你就吃不成了。”铁蛋是我大
舅的儿子，姥姥的孙子，比我大一岁，
当年同在姥姥的膝下长大。男孩子调
皮，也能吃，常常是我一碗饭还没吃
完，他两碗饭已经下肚了。姥姥心疼
我，有时就在小米汤里偷偷煮一个鸡
蛋，趁我在灶房帮她拉风箱时塞给
我。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自家母
鸡下的蛋就是姥姥的钱罐子啊。我就
这样在姥姥的庇护下吃掉了不少姥姥
的小钱罐。而现在，铁蛋并不在屋里，
那么，姥姥，你是认出我了吗？

“看这外边的闺女，咋还哭呢？快
别哭了，趁热吃吧。”姥姥粗砺的手伸
过来，摩挲着我的脸，要抹去我的眼
泪，而我的泪流得更汹涌了。我知道
这个时候我不能拒绝，无论我是姥姥
的外孙女，还是所谓的“外边人”。

我剥开了鸡蛋，慢慢咬了一小口，
仿佛在品味我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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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芳草谱》：“蓼，生水泽。”
以色彩而论，蓼花可分为：青

蓼、红蓼、紫蓼、白蓼等。紫蓼、白
蓼，少见，但也并非没有。晚年的周
瘦鹃，溺于莳花弄草，曾在文章中自
言：“更有白蓼，我曾得其种栽在莲
池旁边。”情状如何？周瘦鹃以“美
人淡妆，别饶风致”来形容之，足见
可人。

不过，蓼花中，多的还是青蓼和
红蓼。尤其是红蓼，不仅普遍、繁
多，而且还美艳、喜人，惹人怜爱，叫
人流连顾盼。

红蓼，吾乡人简单称之为“蓼
子”，幼苗可食。粗盐揉过，可作咸
菜吃。与同样是生长于水边的薄荷
相比，薄荷微辣而醇香，有一份朴实
的厚道；而蓼子，却是味辛辣，或者
叫生辣，食之，口中仿佛丝丝生风，
辣气氤氲，经久不散，如乡下野性村
姑，很是有一份泼辣的性情。

然则，红蓼之好，还不在于可以
为食，更在于它的怡人之美：美在色
彩，美在姿态。

进入秋天，红蓼窜出一串串的
紫红色花穗，每一枝花穗上，都聚满
了无数的碎小的花朵，花朵都似嘟
嘟的小喇叭，撑开了粉红色的小嘴
巴，吐出艳艳的红，吐出红红的艳，
仿佛能嗅得，红唇流香。甚至于，连
那本是青色的叶片和叶梗，都浮漾
出一些洇洇的红，如女人俊脸上的
酡胭，荡漾着四溢的柔情。

蓼花之红，有一种妖冶之美，撩
人于无形。

昔年，我居住乡下，村庄东边，
有一条沟渠，夏日积水，进入秋天，
潦水渐趋干涸，原本被水半淹的无
数的红蓼，穗花便勃然而放，站于桥
头，遥遥望去，真是一渠红艳，像是
一条蜿蜒而去的红色游龙，其景象，
壮观极了。而村南，则是一条河流，
名曰白浪河。秋日时节，河岸更是
蓼花盛放，高高低低，起起伏伏，错

落而有风致。更美之处，还在于红
花映白水，影白水；映白水，花水相
映，花便多了一份灵气，水便多了一
份秀气；影白水，红花倒影白水之
中，真真假假，如梦似幻，生出一份
迷离美。

宋·舒岳祥有诗曰：“曾向江湖
久钓游，极怜红蓼满汀洲。”

红蓼满汀洲，那是怎样的一种
景象？弥目是红，红如海洋，若然骤
然风起，那份“红”，便是波涛汹涌，
红浪滚滚，真是气势惊人，气势亦喜
人啊。而人在汀州干什么？在垂
钓，花中垂钓，亦是“画”中垂钓，何
其风雅哉——景风雅，事风雅，人更
风雅。难怪舒岳祥说“极怜（爱）”
啊。试问，此情此景，谁人能不

“怜”？
不过，就红蓼之姿态美而言，我

倒是更喜欢，一株红蓼，或者数枝红
蓼。

红蓼瘦，枝瘦叶瘦，古人谓之
“瘦叶浮根”，是也。也正因为瘦，
红花缀枝，便呈略微低垂之姿，仿
佛少女低首垂眉，有一份弱不禁风
的娇羞情致。若然，红蓼一株，花
枝纷披，风来花摇，“袅袅凉摇软弱
枝”，则又如美人楚楚，别具一份
风韵。

陆游有《蓼花》一诗，诗曰：“十
年诗酒客刀洲，每为名花秉烛游。
老作渔翁有喜事，数枝红蓼醉清
秋。”“数枝红蓼醉清秋”，真好。好
花不需多，数枝就够了，数枝红蓼，
疏疏落落，有一种萧疏之美，有一份
娟秀之姿；它让陆游看到了清秋的
季候，亦让诗人，沉醉清秋之中。醉
于景，醉于情，醉于那份渔翁般的逍
遥和自在。

同样是写蓼花，宋人宋伯仁则
曰：“朝来数点西风雨，喜见深红四
五枝。”朝来细雨，雨湿红蓼，那色
彩，便愈加地深了。雨中“深红四五
枝”，湿淋淋、红润润的“玉体”，是

“贵妃出浴”，抑或“群妃出浴”？数
枝红蓼，仿佛就是数个美人，美人出
浴，怎么看，都让人觉得美，都让人
怦然心动。

红蓼，是入得画的。白石老
人，似乎特别喜欢画红蓼，而且，
他画的红蓼，有一个共同特点，那
就是：枝枝饱满。饱满好，饱满了
才色彩深厚，才更似美人。

白石老人，不愧为红蓼之“解
人”也。

醉
清
秋■

路
来
森

草
木
芳
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