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谜一般的小豌豆，
他们说你身上长满了绿眼睛；
甚至有主持人
跑到晚会的后台说，
你拥有世界上
最小的绿乳房----
而实际上，你的美
只是借用了小和大的差别，
它独自饱满，并且相当特殊：
因为你身上唯一的器官
就是你的身体。
多么清新的自然主义。
不像你将要滑入的
他们的生活，那里，
几乎每一代人都忧虑于
自我是一面易碎的小镜子。
你没有自我，
你不接受有关的发明。
换句话说，假如
你身上有东西看上去
像自我表现的话，
你的自我表现是
你不反对他们管你叫豌豆，
也不在乎他们的手艺
是否有资格把你做成
一道名为清炒豌豆的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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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上的天色最经不住雨。
无论什么节气，只要乌云压过来，

哗啦啦一阵雨，就把气温降到十度以
下——秋意甚至冬寒就有了，某种辽
阔当中的怅然，也有了。上午，穿着短
袖在松山古城里，被那种土黄色的老
城墙吸进时光隧道，远离眼下、远离现
代，到茅草苍茫里感受古远、悲怆和风
尘仆仆。这是一座废弃了的古城，浑
厚的泥土墙，总算是我们和古人能看
到的同一样东西。2017版的《射雕英
雄传》曾在此取景，剧组走后，留下一
些搭建的道具，很粗糙，可跟这背景是
相配的，金庸小说中的江湖意境顿时
显现，丢掉手机、换身长衫、留长辫子，
或许我也可以在这里弯弓射大雕。中
国人也是太过怀旧，几乎每年都有金
庸的作品被翻拍，好像中国的观众，无
论看过多少遍，只要换了一批演员，总
还是愿意走进同一个故事，去躲避眼
下、返回江湖。那斑驳的土墙，好像曾
帮我挡过剑雨飞射；那木头搭成的门，
曾有人声熙攘。那草，那枯了又绿、一
遍一遍换新的高草，只要我蹲在其间，
好像就回到少年时幻想过的梦——在
一匹马背上翻身而下，落日缓缓降低，
有些疲惫，可还得奔赴一场营救。

曾在租书店翻武侠小说、在茶馆
看武侠剧的昔日少年，渐渐长成油腻
中年，那些行走江湖的梦，不是消逝
了，而是暗藏着，等待某一个时日，被
激活、被重新焕发。现在人们的居所
闪耀着霓虹，那种天苍苍野茫茫的情
形好像只存在于泛黄的古书里，只有
一场奇遇，才能让它变成现实。来到
松山古城，并很快转到黑马圈河草原
的时候，些许的高反让我有些晕乎乎，
斜看着玻璃窗外连绵不断的绿草，人
不能不生出很多怅然。抵达黑马圈河
草原的停驻点时，午时已过，雨来了，
气温骤然降低——一个从炎热海岛前
来的人，好像忽然撞入了冬天。草原
上，搭建了脖子高的木台，蒙古包安放
在木台之上，雨水掉落，就流入木台下
的草地。我们躲进蒙古包里，热腾腾
的奶茶端进来，发抖的我们一口饮下，
身上暖热起来。奶茶来了，青稞面也
来了，拌进奶茶里，加白糖，揉捏成一
个个团子，味道出奇的好，但不敢多
吃，我们都知道，得把胃里最重要的位
置，留给即将到来的羊肉。

手抓羊肉和青稞酒一起来了。
我说：“给我一块肥的。”一阵发自内
心的赞叹，这鲜嫩的羊肉，终于把饥
饿、高反和冷赶到蒙古包外，我们都
恢复了元气。随着羊肉和酒一起来
的，是牧民们的劝酒歌，一首又一首，
一杯又一杯，没什么酒量的我们，也
根本拒绝不了，我只好高声喊着

“喝”，连续灌了几杯。那些歌我们都
听不懂，但又有什么关系呢？歌里的
热情似火，我们都感受得到。

来到这草原上，我忽然就理解，
为什么他们要有歌、有舞、有酒。天
地辽阔，人烟稀少，人在这里，最能感
受到天地之大人之小，人驱赶着羊群
或牦牛，在这里，不拉高嗓子，胸中积
压的闷气怎么抒发？那些孤独的身
影，唯有那些拉长的调子能挽救——
若是遇见另一个人，惊喜莫名，就更
要高歌一曲了。唱了歌，当然还得跳
舞，无所顾忌地跳，让身体完全舒展，
恨不得融入这天地。唱了、跳了，还

需要酒和羊肉，掀起气氛的高潮。我
们也很容易就能理解，生活在草原上
的民族，为什么多出歌手、舞蹈家、行
吟诗人而不是充满理性的科学家
——是的，科技史上的众多名字，估
计很难发现游牧民族的身影。他们
有一种和自然交融的乐天，即使在今
天，在科技无所不在的今天，仍旧在
草原上把日子过得跟上千年前的古
人没多少区别。蒙古包外的雨越来
越大，水花溅射进来，我们不断移动，
聚集到蒙古包的中心。一阵歌舞、酒
肉之后，众人围簇着一位德高望重的
老者进来，某些仪式过后，他以我们
听不懂的语言，吟唱着某段史诗。在
他们这里，过去是活生生、油亮亮的，
可以在酒席上，由口头来传达。我们
这些从四方汇聚而来的人，不懂那些
吟唱的涵义，可那种庄严、那种对民
族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自豪感，我们能
领会。

老者离开后，我探头到蒙古包外
看看，雨水更大了，起伏的草原被乌
云和雨水所覆盖，此时，更像是回到
古时了。甚至有那么几个瞬间，我特
别恍惚，如果顺着这场雨，离开当下，
可以逆时间之流，我一定义无反顾，
走入过去的时光。我的体内，是不是
一直残存某种因子，那里跳动着篝
火、马蹄声、残阳和暮鸦？我悄悄离
开仍在歌舞和酒肉里喧闹的人群，返
回中巴车上，靠着玻璃窗，望着外头
的雨发呆。

不一会，有人到车上召唤，说羊
杂汤好了，让车上的人去喝。再次回

到蒙古包里，回到歌舞和酒的现场。
滚烫、鲜美的羊杂汤，是此时最好的
提神之物。我喝两三碗，又返回车
上。没一会，又有人来召唤，说羊血
肠好了，一定要去尝尝，还说，牧民们
太热情，今天晚饭也要在黑马圈河草
原这里解决了。我又再次回到蒙古
包，歌舞仍然不歇，劝酒声一遍又一
遍……这场宴席，从午后开始，还得
一直延续到晚上。频繁往返于蒙古
包和中巴车之间，鞋子已被满是积水
的草地给浸透，凉意彻骨，又没得换，
只能强忍，用自己的体温，一点一点
把水汽往外赶。

随身带着的长袖也套上了，可本
来就是盛夏，能带多厚的衣物呢，不
过是能挡一点是一点，给自己一些心
理安慰。雨中的黑马圈河草原，带着
我，一点点往古代赶，我把车窗当作
一块电影银幕，暮色寒雨中的草原，
是不是行走着另一个我？浑身湿透，
可他仍旧没法停下，他得一点一点往
前。或许，他想到了火热的篝火，想
到了沸腾的羊杂汤，他甚至听到了若
有若无的歌声：

多少人在此放马又牧羊
多少酒浇热变冷的心房
多少歌跨过山梁又折返
多少雨让游子魂断他乡
……
我总是这样，急匆匆地往着现代

又现代、先进更先进的生活赶，却又
有着一颗试图回返的心，在某些古典
画面里，放养自己的心灵和想象。比
如说，今日，黑马圈河的一场从午后
下到暮色苍茫仍未停歇的雨，几乎就
要夺去我所有现代生活的记忆，把潜
藏的甚至从未存在过的画面唤醒，投
射到眼前的车玻璃窗上，好像我只要
跨出湿漉漉的脚，就能立即回到黑马
圈河草原的过去。我骑上一匹马，往
松山古城赶，在那里，我将遇到金庸
先生的郭靖，可能，我还会遇到古龙
笔下从边城晃荡过来的叶开，还有更
多我没能一下想起名字的兄弟们，全
都涌上来。有人喊了一句：

“你来了。”

哗哗哗，是雨在下吗？呼呼呼，
是儿童在风中追逐吗？

那是银杏叶在飘落，像一阵雨瓢
泼而下，像一群孩子在奔跑嬉闹，在
这怀柔的秋天。

怀柔的秋天，美在肆意地流淌。
半山红叶半山霞，满地落黄满地花，
一弯秋水一弯月。红的红得痴狂，黄
的黄得恣意，凉的凉得透心。

想听到落叶的声音，并不是那么
容易。要选一个午后的时刻，要在无
人的寂静，要走进更远的密林。不管
有没有风，但心一定要静，最好是有
阳光。站在金黄的银杏树下，我低下

头深呼吸，然后仰起头，向它伸出双
臂。奇迹发生了，树叶在扭动，在颤
抖，哗啦啦地倾泻，仿佛在回应我的
拥抱，回应我的景仰。

夜晚，半轮寒月升起，挂在清瘦
的枝丫。秋凉如水，淹没这无边的
夜。路上没有行人，但秋月并不孤
寂。与它为伴的，有山果熟落，有杏
叶飞扬，还有我的仰望。

一片，一片，又一片，黄叶收敛白天
的狂热，在月光下悄悄地飘落。瞧，那
弧线像流星滑翔；听，那声音像风在轻
吟。飘洒如雨，抑或滑落如丝，抑或漫
卷如云，那都是叶的舞蹈，秋的交响。

落叶是秋天的表白。在成都的
一所大学，有一条银杏大道，落叶堆
积。人们并不清扫，而是当作风景，
并对外开放共享。那是真正懂得秋
天、疼爱秋天的人们呀！我向你们
致敬，以我站立其中的怀柔的秋天。

我站在秋天，接受落叶的爱抚。
秋天，用你的缤纷、你的浓烈，淹没
我，收获我，埋葬我吧！

我静下心来，听落叶的声音；我
伏下身子，让秋天把我一饮而尽。

脚下踏着浪之根，
海风吹来一股股
熟悉的乳香，

珊瑚下捡起几个记忆，
调皮的小鱼
又把童年打落在水里。

远处遗失了更多的往事，
但每次涌来的潮水，
都把我像礁石刷新。

都知道萝卜是土人参，蔬菜中的
朴素之王。高贵者食之，不嫌贱；贫贱
者食之，心安理得。它不仅果腹——
我老家有“一担萝卜省一担稻”的说
法，还有养生和药用价值，网上随便一
下搜，比比皆是。最是民间说的好，

“萝卜上市，郎中没事”“萝卜进城，药
店关门”，虽有夸张之嫌，却也八九不
离十，如同民间谚语“有钱吃药，无钱
泡脚”的道理一样。李时珍在《本草纲
目》里说，萝卜“可生、可熟，可菹、可
酱，可豉、可醋，可糖，可腊，可饭，乃蔬
中之最有益者”。一个“最”字，足以表
明萝卜的十全十美，无懈可击。老包
是一个“八可”之人，仅“可豉”似乎未
沾，可能对“豉”的理解不够透彻。

老包喜欢萝卜烧肉，曾经专门作
文。不仅嗜食，百吃不厌，而且喜欢闻
其香。小时候，谁家灶屋在萝卜烧肉，
那整个村庄都是它的香味儿，直扑七
窍，令饥肠辘辘而鸣，越发饥饿。望着
那飘香的炊烟，眼睛直直的，转不过弯
来。那时候的萝卜烧肉，没有多少肉，
三四块而已。而我家萝卜烧肉的多以
猪油渣冒充肉的，味道也挺好。只是

油渣入口后，焦味儿特别浓郁，苦得
很，兄弟姐妹以抢食萝卜为主，再者便
是泡椒饭，沾点辣椒糊点缀一下，更
好。我在作文中曾经总结过，即“穷时
盼萝卜烧肉，隔夜味道更佳；富时吃肉
烧萝卜，油汪汪的，过瘾”。几十年来
的生活变化，莫过如此。

萝卜有多种，白萝卜最普遍，还有青
皮和红皮萝卜。青皮萝卜紫头蒜，抬头
媳妇低头汉，都是辣货。所以，我家基本
不买青皮萝卜，多为白萝卜，偶尔买红
皮萝卜，观其色，想当然，以为补血，如
同红苋菜。其实不然，心理作祟而已。

近来江北红皮萝卜随处都是，而
且便宜，值此时节，能有如此好事，自
当珍惜矣。连日均买红皮者，贵时1.5
元/斤，便宜时1.0元/斤。这样一来，
既把每月伙食费降了一些，也让老包
大显身手，想着法子炮制或泡制一番，
譬如酸溜萝卜块，还真是非同凡响
呢。其实也很简单，濯净萝卜，切成小
块，沸水浸泡10分钟——当然有维生
素损失，为了除辛辣，不得不作出牺
牲，然后捞起沥干，放入精盐、姜丝（可
无）、蒜屑（必须）、八角、干椒（或辣椒
酱）等，用生抽和陈醋均匀搅拌，生水
后，再搅拌，沤半小时即可食用。味道
美好，开胃解馋。没有肉烧萝卜或萝
卜烧肉的日子，调换萝卜的食用方式，
也让生活变得有韵味。之于酸溜萝
卜，这是老包想当然的“创作”，如有雷
同，纯属巧合；如跟某某大师不同或百
度菜单有异，随君选择吧，关键在于信
任——信不信由你，反正好吃。

父亲生命的最后20年，是在城
里度过的。2019年农历八月，他回
生他养他的乡下，只住了一个月零三
天就走了。享年77岁。

父亲是地道的农民。在生我之
前，他在老家屯昌县新兴镇四英岭
一个叫文曲坡的村里当过3年村小
学的代课老师。前些年，父亲原可
以凭借这段经历申请民办教师的
某种待遇，但他放弃了，他说，申请
这待遇的人有那么多，把机会给人
家吧。

1963年12月，父亲与母亲结婚，
那年父亲20岁。次年10月，母亲生
了我。父亲总想着给我添一个弟弟，
但母亲后来却生下了四个妹妹。父
亲遵爷爷所嘱：排除万难，也坚持让
我读书，甚至不惜劝两个妹妹辍学。
1984年9月，我考上广东银行学校。
在我将赴广州读书的乡村饯别宴上，
我看到了父亲脸上的荣耀。

在学校里，我生了病。不会说普
通话的父亲第一时间出现在我的病
床前，一路水陆联运的途中，他没喝
过一滴水，见到我就直喊饿。在与他
的对话中，我明白他说的“喝了没处
放”背后的全部含义。

1986年7月，我参加工作了，在
一家人民银行县支行计划信贷当办
事员。毕业后第一个月领到的工资
是 96元，我从中取了 30元留给父
亲，希望他可以好好地吃顿饭。但我
后来听母亲说，他把这钱拿去还了我
读书时欠下的债。

1994年5月，父亲终于同意迁居
城里。但没进城多久，他就因为小肠
氙气住进了县医院。我记得，那场手

术是从后半夜开始的，一直进行到天
亮。小肠穿孔了，粪便流浸了腹腔
……医生们一边烧开水，一边用风扇
搧凉，然后用来为他洗肠……一个多
月蜗在医院里，他变得骨瘦如柴，但
他坚强地挺着，最终康复回家。

1996年10月，我因为谋生背井
离乡，父亲也回了老家。1999年 8
月，因为要修缮老屋，父亲进城来暂
住，一家人商量后，父亲变卖了先祖
留下的一些光银，加上我参加工作后
有限的积蓄，选在一间每天琅琅书声
的小学旁买了住房。之后，他和母亲
一起进城来生活。

然而，后来漫长的20年间，我并
没有陪在父亲身边：我在琼中营根为
职场呐喊，却忽略了父亲的牵挂；我
在文昌河边图谋生涯，却淡忘了父亲
的等待；我在琼海博鳌岸边聆听海
潮、鸟鸣等天籁之音，却未曾试图去
倾听父亲木讷的呢喃……

这20年间，我与父亲离多聚少，
他的病历不断添加各种病症，我却一
无所知：高血压，高血糖，脑梗塞，脑
痴呆……多囊肾切除，结肠癌切除，
氙气小肠穿孔修补……

寂寞20年，父亲变得更为固执，
对于生活的节俭达到近乎苛刻的地
步。但父亲始终不明白，他的过分节
俭省下来的钱，其实抵不上医药费。

在这20年里，住在城里的父亲
惦记着乡下：为修族谱赴文昌符雅公
祠校稿，为文曲坡村符氏修补谱系。

2019年农历7月，父亲回到他阔
别20年的乡下。这一次，我怎么也
想不到，他的一个喷嚏引致小肠嵌
顿，竟让我束手无措。

父亲再次住进县医院。这是他
20年间第5次住进去。氙气小肠嵌
顿的时长不允许我将他送进省立医
院，他曾经因为脑梗塞、结肠癌在省
医院住过两个多月。此前，每一次生
病住院，他都能闯关成功，最终回到
家里。

然而，这一次，医院里紧张的氛
围以及医生无奈的会诊，父亲术后腹
腔严重积液感染，我知道危险行将降
临，但我不敢贸然将他带回乡下，我
祈祷他能像之前一样闯关成功。

……
可是，父亲，我失算了，我没能等

到你返光回照，你有多少来不及的遗
嘱成为我永生的痛楚。父亲，我将永
远记住我们最后的对话：爸，医生让
我带你回乡下去，回家去。我知道你
听明白了，你当时点头说了“嗯”的
……然而，回到乡下，同在厅堂里，我
们却已分处两极世界……

父亲，厅堂炽白灯光里那只翠绿
的蟋蟀，是你吗？庭院里挥动潮湿翅
膀飞翔的影子，也是你吗？父亲，天
堂里是无病无难的吧？我们守着的，
是梦里同一道炽白的光，对吗？

晚上七点半，准时来到天玺湾物
业活动中心，参加中心组织的夜跑活
动。

这已是第二次夜跑了。第一次
是两天前。那晚人比较少，一共来了
四个。一个高大帅气的小伙子，一个
小巧玲珑的湖南女子，还有一个细腰
长腿的高个子美女，再有就是我这个
身胖体虚肚子大的老人家了。

今天晚上人多了一些。除了上
次的小伙子没来，多了一对年轻夫
妻，一对年龄与我相仿的北京夫妻，
还有一个细高个儿的中年男子。中
年男子一看就是常年运动的，虽然有
些瘦，但透着健壮。别人介绍说他是
跑全马的。

路线是提前规划好的，从碧海大
道一直西行，全程五公里。

领了号码，戴了荧光圈，又在湖
南女子的带领下做了腿脚拉伸操，活
动就开始了。刚转到碧海大道，细高
个儿男子、湖南女子和大长腿美女就
一骑绝尘。年轻夫妻开始还在我后
边，可转眼也没了踪影。只剩下我和
北京夫妻落在了后边。

这些年除了讲课，就是看书写
作。脑力用得多，体力用得少。虽然
没什么大的不适，但有时还是觉着力
不从心。毕竟是年纪越来越大，赘肉
越来越多，身体越来越虚了。感觉再
不加强锻炼，等再大几岁，腿脚就不
会这么灵便了。到那时就会悔之晚
矣。恐怕想不给别人添麻烦都很难
做到了。

我们这一代人，是随着共和国的
经历一起过来的。有人开玩笑说，是
好事坏事全摊上了。

家在农村，生下来就没饭吃。所
以记忆中最美好的事情，就是吃。吃
过地瓜秧子、胡萝卜缨子、槐树叶子、

榆树皮子。稍大一点则是煮地瓜、炒
地瓜、地瓜面窝头、地瓜面糊糊。那
时候感觉杂粮面窝头就是天下最好
吃的。地瓜吃多了烧心，解决的办法
是吃腌萝卜梗子。青萝卜、红萝卜成
熟以后，叶子梗多叶少。爹娘不舍得
扔掉，就腌在咸菜缸里。我经常自
嘲说，我这好身板全是地瓜的功
劳。每年鲜地瓜下来，都是农村孩
子长胖的时候。而肚子大则是因为
小时候胡萝卜缨子和地瓜叶子催出
来的。那东西营养少，消化快，只好
可着劲地吃，所以就把肚子撑大
了。食草的动物肚子大，食肉的动
物肚子小。看看牛羊和狮子老虎就
知道。当然，肚子大与肚子大也有
不同，得看大在什么地方。小腹凸
起，那是富贵的象征。只有像我这
样的上腹圆滚，才属于胃大。是小时
候吃草叶子撑出来的。

现在流行吃素减肥，尤其是一些爱
美的小女子，经常一天只吃一点青菜和
水果，鱼肉碰都不碰。其实这是误
区。《三国演义》中记载，董昭拜见曹
操。曹操见董昭又白又胖，忍不住问
道：天下皆瘦，君何独肥？董昭答道：
臣食淡四十年矣。由此看来，吃素不
仅不能减肥，反而能够长胖。可惜这
些小女子偏听偏信那些误说误传的
减肥秘方，整得一天到晚身弱体虚。

吃不饱饭便不愿活动。解决饥
饿的唯一办法就是卧着躺着。谁见
过乡下孩子晨跑夜跑呀。人们会说
那是吃饱了撑的，是傻瓜。一直到上
大学，班级的体育活动我都很少参
加。看见那些在操场上打球、俯卧
撑、耍单双杠的，我都感觉到肚子咕
咕乱叫。

现在条件好了，吃饭已不成问
题。问题是吃得太好，营养过剩。所
以锻炼也就提上了日程。老胳膊老
腿又不敢活动太剧烈，看来慢跑或者
疾行还比较适合。虽然刚开始跟不
上，但今晚就好了许多。一圈跑下
来，没觉出多累不说，还由于出了一
身透汗，浑身变得通泰舒爽。

海口的空气好，跑步的地方离海
又近，凉凉的海风吹在身上，也让夜
跑轻松惬意了许多。

第一次见到长在树上的活荔枝
第一次摘下它们
剥掉它们羞答答的壳
送入口中
然后，吐出它的心
让它魂归故里

那一刻
我也只能
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
晃过成群的青衣花旦
我只把你吞成我的卡路里
在未来的日子
发酵爱与痛，欢欣与伤悲

荔

■
王
晓
冰

属于冬日的今天是明亮的白
白色的地砖和护栏
把阳光也映照得白白的
吹过的风也让人感觉它是白色的
像一个穿着长裙的清丽少女
对面的羊蹄甲花树还在开着花
不知名的鸟儿在那儿热闹地聊着天
它们在关心食物，天气，人类
也关心自己的家人和朋友
或者只是自己在寂静地阅读着

明
亮
冬
日

■
余
芳
媛

送父亲去车站时，
儿子紧跟在后头，
背着行李，说：
慢点，慢点，别急，
小心，有车，
注意，红灯……
上台阶时，父亲趔趄了下，
儿子眼角淌出了泪花。

小时候，他总在前面跑，
我紧跟在后头，
还常常要拽一下，
时时要提醒他，说：
慢点，慢点，别急。
小心，有车，
注意，看路……
第一次摔倒时，
儿子眼角淌出了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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