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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文人

鲁迅的带娃生活

王吴军

季候物语

秋韵

蔡小平

市井烟火

最是人间烟火处

吕解生

写食主义

吃饺子

田园

一大早，就听见约饭的声音，隐约记
起冬至刚刚过去。

“冬至大如年”“北方吃饺子，南方
咬汤圆。”平日里吃饺子汤圆，那就是
果腹。在节气里吃，意义总归是不一
样的。

比起汤圆，我更愿意吃咸口有肉的

一
天高云淡，凉风习习，这便是秋了。
排成人字的雁阵渐渐远去，草地上

突然出现了霜迹，这便是秋了。
忽而刮来一阵风，忽而扫过一层雨，

天淡灰淡灰的，晴了又阴，太阳捉迷藏似
地时不时从云层里探出她的头来，这便
是秋了……

经历了燃烧般的长夏，凉风显得那
样可贵，视野一下子变得宁静而辽阔。

刚进入初秋，稻子就熟了，田野一片
黄澄澄的，好像是铺了满地的金子。其

傍晚时分，人们摩肩接踵，各种叫卖声
此起彼伏，各色小摊位排满路边。卖水果
的，这个人面前摆了一堆木瓜，那个人面前
堆了几个凤梨，边上是一摊火龙果，还有老
奶奶的百香果、大妈的燕窝果、小姑娘的青
芒黄芒、小伙子的木瓜香蕉，还有什么鸡蛋
果、人参果、仙人掌果。不同的人，不同的
品种，一摊一摊的，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
接。这边有掏耳朵的、理发的、捏脚的、揉
肩的、捶背的、治鸡眼的和专治各种疑难杂
症的膏药。那边有卖小五金、塑料盆等日
用品，还有几个卖衣服的。

这是2021年11月初的一天，在海南
省乐东黎族自治县九所镇的九所新区。人
们衣着光鲜，脸上有轻松的笑，写着惬意和
幸福。

热闹的人群，在晚上8点多的时候散
去，小街归于宁静。这里，只属于傍晚。新
区的夜生活，属于大街两旁的各种火锅店
和烧烤。

夜生活结束了，成群的鸟儿在路边的大
树上栖息，只留下地面上一片白色的鸟粪。

新区的清晨，是从菜场和一个挨着一
个的早点摊开始的。菜场里，鸡鸭鱼肉各
色蔬菜，应有尽有。当然，最多的，还是无
数的海产品。这些海产品，品种多，价格
便宜，大大的金鲳鱼和石斑鱼，只要几块
钱一斤。

路边的早点摊，在一条小街道或者小巷
子的边上，一溜边有十几家。油条、豆腐脑、
稀饭和各种饼，以及用多种原料做的馒头，
还有多种多样的包子点心。虽然摊点多，但
生意一样好。当然，也有几家做早点的正规
门店，早点品种比路边摊要多一些。

而新区的白天，是属于街上熙熙攘攘
的人群和那些水果摊、水果店、超市，还有
众多的快递点。

最大的水果市场是在一个大超市的一
楼，有几千平方米，一个一个的水果摊上都
垒着各种各样的水果，从早上8点到下午4
点多，一直人来人往。这个水果市场的生
意主要是向全国各地邮发快递。在这个市
场里，基本听不到叫卖声，倒是往装水果的
泡沫箱上缠透明胶带的“撕拉撕拉”声不绝
于耳。快递的生意好得不得了，经常看到
一车车装满泡沫箱的卡车，停在市场门口
的空地上。

除了这个主要做快递生意的大水果市
场外，新区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卖水果的
摊点。水果除了海南特产的，一般的大路
货也很多，苹果橘子哈密瓜等都有。当然，
更多的，还是海南的特色水果，比如木瓜、
芒果、香蕉、鸡蛋果、百香果、燕窝果、火龙
果、仙人掌果等等，应有尽有。特别是椰
子，或大或小，或青绿或金黄，就那么在路
边堆着，几块钱一个，摊主帮你用刀砍出一
个小洞，插根吸管。

最大的一个超市在水果市场楼上，也
是几千平方米。除了这个大的，几乎走几
步就是一家，有的就隔了十几米，有的就在
马路对面。我住的那栋楼的楼下，就有一
个江西人小李开的超市，大概有300多平
方米。小李和他爱人——又帅又漂亮的小
两口打点着，还带着一个5岁的儿子，说在
老家还有一个才1岁的老二。他们的超市
是租的房子，年租金20万。问他今年的生
意怎么样，他说比去年好。

快递点多也是这里的一大特色。在我
居住的楼房周边300米范围内，就有邮政、
申通、中通、韵达、顺丰、圆通、德邦等十多
家快递点。

11月了，北方已经千里冰封万里雪
飘，可这里还是汗衫短裤。在这里住了几
天，感觉不仅有温暖宜人的气候、没有污染
的空气，更让人亲近的，是弥漫在每一个角
落里实实在在过日子的地气、人气。

身为著名的文学家，鲁迅不仅写过
杂文、散文、随笔、小说等体裁的作品，还
写过新诗，也写过不少古体诗。此外，鲁
迅在当了父亲后，还曾经怀着满腔的父
爱为他的儿子周海婴写过催眠曲。

可以说，鲁迅是个好父亲。
1929年9月27日，鲁迅和许广平的

儿子周海婴出生了。当了父亲的鲁迅，
心情非常激动，他亲昵地称呼海婴为“小
红象”。海婴尚在襁褓之中时，鲁迅总是
忙里偷闲，抱着海婴坐在床边，把香烟盒
之类的小玩意拿给海婴玩，忙得不亦乐
乎。有时候，小小的海婴不高兴了，鲁迅
就让海婴站在他的大腿上，看着海婴活
蹦乱跳的可爱模样，鲁迅的脸上也总是
会露出开心的笑容。

在闲暇时，鲁迅很喜欢抱着尚在襁
褓中的海婴在屋里来回走着。当小小
的海婴疲倦的时候，鲁迅就把他横抱在
自己的怀里，从门口走到窗边，再从窗
边走到门口。每逢这个时候，鲁迅会唱
一首他写给海婴的催眠曲：“小红，小
象，小红象；小象，小红，小象红；小象，
小红，小红象；小红，小象，小红红。”。
这是一首带着诗歌调子的催眠曲，听起
来韵味十足。

有时，鲁迅兴起，又会把这首催眠曲
改成别的调子：“吱咕，吱咕，吱咕咕呀;
吱咕，吱咕，吱吱咕;吱咕，吱咕，吱咕咕；
吱咕，吱咕，吱咕咕。”

就这样，鲁迅抱着尚在襁褓中的海
婴，不厌其烦地哄着，一边唱着他写的催
眠曲。而被鲁迅称为“小红象”的海婴，
不知不觉中就在鲁迅的催眠曲里渐渐地
安睡了。

鲁迅为海婴唱他写的催眠曲的情
景，充满了父爱的温馨，许广平为此曾经
这样形容道：“好像那雄鸽，为了哺喂小
雏，就是嘴角被啄破也不肯放开它的责
任似的。”由此可见，在简单的催眠曲里，
饱含着身为父亲的鲁迅对自己孩子的深
深的爱。

实，秋不仅仅只有金黄色。南国的秋天
空气湿润，草木凋得很慢很慢，远处的群
山依然一派葱茏，河水碧清碧清的，益发
显得明净透亮。

居处旁边，有一园子，篱笆爬满青
藤，又有牵牛花游藤绕篱。清晨醒来，总
见一朵朵喇叭似的花点缀绿叶丛中，太
阳一出，蓝色的花即变成淡红，真是别有
一番情趣。园子里一半种菜，一半养花，
菜长得绿油油的，花开得很灿烂，红的、
黄的、紫的，交相辉映。主人从早到晚都
在园子里修修剪剪，培土、施肥、浇水，好
像在打扮秋天。

二
我看见父亲的汗水怎样从肩头滴

落，我也看见母亲的腰板如何变成弯弓
样。当我闻到泥土的芳香，当我看见金
灿灿的谷子在微风中向我摇晃，我就明
白乡下人为什么那么喜欢秋天，那么思
念秋天，那么盼望秋天。

人们把秋拥抱入怀，就好像抱住一
个实实在在的希望。人们对着月亮，用
最朴素的感情为秋天祈祷，于是便有了
相思的话题。每当四季轮回，秋韵便从
父亲的嘴角溢出来，从母亲的眼光里透
出来，从父老乡亲的欢笑声中扬起来。

秋天从不辜负人们的辛勤。她总把
人们的心血、汗水和希望凝结成厚重的
果实回报。秋天像一本多彩的书，有风
之舞蹈，有雨的呢喃，有草的歌唱，有月
的柔情，有人的喜悦，有鸟的欢鸣……

三
那是几十年前一个深秋的夜晚，我

正坐在灯下读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
书屋》，突然身上一暖，回头一看，外祖母
把衣服轻轻地披在我的身上，说：“别着
凉了啊！”从此，我就永远记住了秋天的
笑容。外祖母早已驾鹤西去，每当凉风
吹起，妻子为我添衣时，那温暖的笑容就
冲开了记忆的闸门……

我总喜欢秋天站在高处向远方眺
望，原野静静的、柔柔的，仿佛喝过美酒，
似醉似醒，煞是可爱。只有在这时，我才
领会坦荡豁达、从容自若，以及超然物外
的真谛。于是，觉得一切事情都可以轻
松应付，一切烦恼都荡然无存，一切困难
都无所畏惧。这便是秋天的情结。这种
情结给我带来宁静，带来甜蜜，也带来了
灵感。所以，坐在灯下总抑不住要抒一
抒对秋的情怀。融进秋天这幅水墨画，
心中便升腾起诗的意境。那一份恬静，
那一份和谐，那一份情趣，那一份深沉，
真是耐人寻味，令人神往。这便是南国
的秋天啊！

饺子。“好吃不过饺子。”在北方，吃包子
饺子烙饼那是家常便饭，正如南方吃米
饭吃粉吃粥，随时随地。小时候，邻里邻
居关系好，大门都对敞着，常听见隔壁大
妈在屋里喊：“吃什么馅儿？赶紧的！”

“鸡蛋白菜肉。”“好嘞！”剁菜板子的声音
随之响起，不到半个小时，就能闻到饺子
出锅的味。“来来来，尝尝我包的饺子。”
话音未落，人已端着一盘热腾腾的水饺
站在了家里的客厅。这样的好事隔三岔
五就有，只不过换成了包子或是烙饼。
大妈又送饺子来了，我拽着大妈的衣袖
偷偷问：“您怎么这么快啊，不嫌麻烦
啊？”大妈笑呵呵地说：“不麻烦，比炒菜
煮饭快多了！”我吐吐舌头，只管美滋滋
地大口咬馅儿去了。“礼尚往来，来而不
往，非礼也。”家里包饺子炖鸡烧肉时，做
好了也都会让我给大妈送一份。

因为爸爸的工作，我家搬到了南
方。搬到南方后，爸妈更忙了，包饺子的
时间自然也更少。可再少，到了过年或
应着节气，饺子是必吃的。食堂、餐馆、
外卖，吃了那么多年的饺子，可最爱的，
还是妈妈包的饺子，皮薄、馅靓、味美，还
极具观赏性。

小时候看妈妈包饺子，那是视觉和
口感的双重享受：挽起袖子，匝上围裙，
先把面和上，揉成团，放在旁边醒着，洗
干净的笸箩上面撒上一层细面粉，为的
是放包好的生饺子不会粘底。接下来把
洗好的白菜剁细、沥出菜汁，瘦肉剁成泥
儿，鸡蛋打散炒熟切碎，加入姜沫和调料
一起搅拌至均匀，放在旁边备用。而后，
把醒好的面揉开，揪成剂子擀成皮，厚薄
适中的圆皮放在手心里，夹上一筷子搅
好的馅儿，两只手互相配合，粘满面粉的
手指一捏一紧再扭几下，一只玲珑秀气
的饺子就从妈妈手里蹦了出来，半鼓绷
着，还带着弯弯的小花边。不一会儿，硕
大的笸箩半边就整整齐齐地摆满了乖乖
的小船儿。我一直在旁边惊叹着，只能
玩妈妈不要的小剂子，眼里透出无限的
倾慕，试着用小手捏了一只，却是露馅的

“小丑”。偷偷塞进队伍里，却很快就被
眼尖的妈妈拎了出来，包包补补后排到
了队伍的最后边，嘴里还念叨着：饺子要
按从左到右顺序放，不能插队哟，这样来
年才会顺顺利利。

水开了，双数的饺子扑通扑通跳进
锅。煮饺子讲究三开三滚，第一次水开
后，倒入适当的生水，第三次水开时，饺
子已经全浮在水面上，翻着圆鼓鼓的白
肚皮，一盘热腾腾的饺子出锅了。妈妈
这时候会笑着喊道：“谁包的谁吃哦。”我
一眼就看到满盘子秀气的“小姐姐”里混
着几个“丑小怪”，筷子绕过它们，蘸着
醋，不怕烫地往嘴里塞。最喜欢吃白菜
虾蛋肉馅了，一口咬下去还带着一汪儿
鲜浓的汤汁，好吃。吃到最后，不停地摸
着鼓鼓的小肚子，妈妈也会盛上一碗饺
子汤，劝慰着说一句：“喝一口吧，原汤化
原食。”卖相好的饺子总是被先抢完，我
略带惭愧地看着妈妈，边扒拉剩下的饺
子边带点自豪地说：“怎么样，还是我包
的好吃吧。”

长大了，也会包饺子了，可总觉得
没有妈妈包的好看、调的好吃。“父母
在，不远游。”父亲去世后，我一直跟在
母亲身边。母亲重风俗节气，除了逢
年过节，平日里也会做些饺子。下班
回家，只需洗干净手，就能吃上热乎鲜
香的饺子。每每咬下饺子第一口，望
着妈妈殷切期望的笑，我的心里都是
满满的幸福。

在海南，没有冬天，四季如夏。可那
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在乎的，是食物赋予
我们最直接的感受，唇齿间，留下节气卷
下蕴含的丝丝温情。热腾腾香喷喷，填
了嘴暖了胃，忙碌了一年，就盼着狠狠地
咬，露出来年幸福的馅和汁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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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