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些肥硕的果实

在落叶着地的脆响里鼓掌

菊花握紧春夏的阳光和雷霆

割开秋的皮囊

每一片花瓣缓慢又稳稳地划出弧线

每一缕锋芒都有含笑的颜色

它们不屑高谈阔论

迈过无数揣测

精准地劈在北风的骨头上

这是它们几千年来，习惯的招式

收割焚天的火焰

收割风霜

食笋

爱吃笋

剥去刺啦啦带毛的壳

凌云壮志夭折在嘴里

溶进血肉，四处行走

风霜在阳光下沉静

汹涌的雷电收敛

在岁月的喉咙，剥出一粒粒鸟鸣

成长让挺直的腰，弯下来

花开的温柔递出生命的利刃

一丛丛枪紧抵黑暗，即将破土

湖水

在金鸡湖边

可以坐下，可以离湖水很近

蓝天云朵还有岸上的风景

会靠近你，微风里会看见湖水的表情

和轻声的细语

掬一些湖水在手

会发现，热闹的世界

并没有在它的心里

有时候清澈，有时候浑浊

夜过秦岭

只知道自己随车在川北徘徊了

七个多小时，拉长的告别

铺在银昆、广巴高速

又到恩广、京昆高速

从春雨切换到阳光薄雾

过秦岭后，天确实黑了

弹过的月光，都在让路

高山流水印证过的秦腔和信天游

暂息了旗鼓，它们唱过的

上青天的蜀道，苦难

都被揣进那些隧道

亮起一串串灯火

有些路程是睡过去的

另一些是看过去的

专栏

兰姐
文/唐毅

对弈之美
文/钱续坤

偶寄

夜读梁实秋先生的《雅舍小品》，

觉得《下棋》一文写出了那种“人人心

中有、个个笔下无”的极为细腻的棋

人众生相。

而无牧皋之敏捷的我，弱冠之年

竟然痴迷上了黑白之道。相弈日久，

便觉得对弈是极美的一件事情。

“弈”在古代被称为围棋。据先

秦典籍《世本》记载：“尧造围棋，丹朱

善之。”晋张华在《博物志》中写道：

“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若白：舜以

子商均愚，故作围棋以教之。”1964 年

版的《大英百科全书》就采纳这种说

法，甚至将其确切年代定在公元前

2356 年 .
屈指算来，围棋至今已有 4000 多

年的历史。

围棋的发明，首先反映了先民对

大自然的观察与思考，并且在观察与

思考中彰显出和谐之美。

不信你看，子分黑白，棋有方圆，

纵横 19 道，周边 72 线，总计 361 个交

叉点，天元位居中央，这正与天圆地

方、昼夜轮回、四季更替的自然之规

暗合。

在游戏规则上，黑白两色，轮流

着子，先后交替，没有尊卑，无论贵

贱，民主平等，互相尊重，你与我、男

与女、老与幼，均能在这个纷扰的尘

世里和谐共处。人们常说“以棋会

友”“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

花”那个雨夜，等待的不就是一次心

灵的契合吗？

纵横于棋盘之上，弈者之所以能

在其中“浩浩乎如凭虚御风，飘飘乎

如遗世独立”，很大一部分动力正合

于人类好斗的本能。由于这是一种

斗智斗勇的游戏，“厮杀”起来既损伤

不了彼此的友谊与和气，又可以体验

一番与世相争的人生况味，这岂不是

美事一桩？

不过，相争的范围有大有小——

有斤斤计较而因小失大者，有不拘小

节而眼观全局者，有短兵相接而生死

决斗者，有各自为战而旗鼓相当者，

有赶尽杀绝而步步相逼者，有好勇斗

狠而同归于尽者 .
当然，还有一种层次的弈者，沉

迷的是其中的欢愉和惬意，纹秤上的

进攻与防守、先手与后手、轻灵与滞

重、虚势与实地、舍弃与获得等等技

艺，无论打谱抑或实战，每当出一妙

着，他们都会有久旱逢甘霖、他乡遇

故知的豁然畅快之心；更有少数超脱

于滚滚红尘的智者，他们常常手捧一

壶清茗，于微风明月中枕棋而眠，将

残酷的现实软化，把斑斓的薄翼伸

展，涂一份朦胧，添一丝清纯，真正地

了悟众醉独醒、浑然天成的人生佳

境。

难怪苏东坡有语：“不见人影，时

闻棋声，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

游哉。”这种美，是对弈的气度美。

其实，最令人难受的还是观棋不

语。而俗语又云：观棋不语非君子

也。因此，看见一个人要掉入陷阱而

不吱声，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可是，生活永远都是矛盾的统一

体，假如你说得中肯，提示得确凿，其

中一人自然要厌恨烦恼于你，另者也

不会对你存在多么感激答谢之情；如

果指导有误，产生了偏差，两位当事

者肯定要一齐嗤之以鼻；但根本不说

已不可能，因为话语哽在喉间，痒得

出奇；憋在心中，容易受病，所以有人

在挨了一个耳光之后，还要捂着热辣

辣的腮帮大呼：“打劫！打劫！”

不过真正懂得对弈之乐的，还是

那些这些初出茅庐者，他们在对弈中

可以故弄玄虚，可以落子如飞，可以

哼着小曲扰乱对方的思绪；取得一点

儿优势可以兴高采烈地手舞足蹈；冷

不丁儿被对方偷吃了一子，甚至可以

死乞白赖地悔棋，直到彼此玩得心满

意足为止。这种美，是对弈的情趣

美。

此外，对弈还充满着哲理美——

动静结合、进退相宜、得失转换、攻守

气合，对弈无时无刻不充满着辨证思

维。“天作棋盘星作子”说明要有纵览

宇宙的大局观念；“胜固欣然败亦喜”

要求树立不骄不躁的从容心态；“宁

弃数子，不失一先”告诫遇事要争取

主动权；“落子无悔，覆水难收”提醒

抉择要谋定而后行……

合上《雅舍小品》，捧出雅致棋

盒，抓一手玲珑的棋子在手中把玩，

尽管今夜无法与友手谈一局，但我还

是能够真切地体会到对弈之美：此中

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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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味

白味
文/王桂书

我与白味食品结缘，是很早以

前的事。

我刚半岁时，得了一场肺炎，

肺炎好后，又得了支气管炎，常常

咳嗽气喘，邻里乡亲都说我有命不

长。经母亲全力照顾，仍是又黄又

小又瘦，像冬天枯干的小白菜，随

时都可能被一场风雪带走。

后来，一位老中医告诉母亲：

饮食要以清淡为主，多吃白味。从

那以后，我吃的饮食仅以几颗盐为

调料，对于煎炸食品，更只有眼馋

的份。

我六岁那年冬天，家里请木工

打造楼板，每晚都有莲花白熬腊

肉，那个香直馋得我冒火。可无论

我怎样发脾气抹眼泪，最终还是没

吃成。

我的白味餐是多样的，我吃过

盐和香油做调料的凉菜，白开水

面，最喜欢的是白水煮土豆，喜欢

那软、绵和微甜的鲜味。至于白肉

片，就是最珍贵的食品了。

父亲隔一段时间就会买一点

肉回家，每次，母亲都会先切下一

小块，留着给我开小灶；再放一块

在白水里煮，放少许盐，肉熟透后

就切成小块，放在小碗内。

我坐在灶门前小木凳上用手

拈着吃，吃得津津有味，满嘴是油，

胸腔那根颤颤巍巍随着呼吸而颤

动的弦，像打上了润滑剂，嘶哑的

声音小了很多。

说不清是哪一天，总之，到我

读书时，我的支气管炎就全好了，

读初中时还参加过学校的排球比

赛。

上班后，丰衣足食，不需要忌

口，白味不再是唯一选择。有一次

回家过年，我们围着火盆烤火，到

半上午，母亲切了一盘刚煮好的

肉，给我们端来。晚辈们皱皱眉嫌

弃地直摇头，我却一下来了精神，

接过盘子就一块块拈着吃，觉得别

有一番滋味。母亲说：“吃吧，吃

吧！多吃点！有一天我不在了，你

们就自己煮来吃。”母亲从来都是

乐观的，但这话让我很揪心，顿感

五味杂陈，低下头，掩饰漫出眼眶

的泪水。

父亲去世后，母亲每个月固定

的经济来源断了。我恍然之间发

现，母亲的腰身不再挺拔，她的眼

睛也不再明亮，动作不再敏捷，她

的面容已露出衰老的迹象。“十月

胎恩重，三生报答轻。”母亲的付

出，岂止是给予了生命，我们姊妹

的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她的心

血。

我们私下讨论母亲养老的问

题，哥哥姐姐都争着接母亲到自

己家里住。那时我刚带孩子，怕

母亲劳累，便不作声。闲不惯的

母亲主动住到我家里来，帮我管

理家务。直到孩子五岁时，才去

哥哥姐姐家小住。

晚年的母亲多数时间和我住

在一起，也不知道为什么，她一吃

燥热的食品就上火，渐渐偏向吃

白味。我买了一个大砂锅，为她

煲汤，偶尔弄点白肉片、清油拌凉

粉、白水煮土豆和母亲一起分享。

母亲有一个爱好，喜欢看电视

剧，特别喜欢看《西游记》，只要电

视有放的，就舍不得换台。我陪母

亲一遍遍看，看得我几乎记下了每

个角色的台词。

前段时间，我回乡下给父母上

坟。我习惯性地进了厨房，在我记

忆中，与母亲有关的都和厨房紧紧

相连。厨房里，灶、烟囱、碗柜依

在，隐隐还有一股黄荆树条的气

味。仿佛间看见灶膛里喷出的火

舌，闻到锅里飘出的饭香，看到母

亲习惯地拢拢耳发，朗声说：“饭好

了，吃饭！”于是母亲盛饭，大的端

饭，小的拿筷子勺子，桌上还有一

碟弥散着香气的白肉片……有母

亲的日子，生活像涓涓细流，是自

然的，纯粹的，优美的。

母亲的爱似白味，永远是淡淡

的，不加粉饰，却是人生至味。

茉莉花香清新淡雅，许多人都

会在家里的窗前或屋角栽上一盆，

可谓赏心悦目。

一次偶然机会，回家路过小区

院坝，见一位大姐站在一辆装满茉

莉花的小四轮车旁叫卖。

六月的阳光，照着车上繁枝叶

茂的茉莉花，格外鲜嫩，花朵洁白

耀眼甚是好看。我忍不住上前，用

手在花朵上方轻轻扇风，倏然香气

四散，泌人心脾。

我抬头看看卖花大姐，因受阳

光照晒，前额已渗满了汗珠。但她

似乎一点也没感觉到热，一个劲地

叫卖，手里扬着几本裁培茉莉花技

术的小册子，不断地给围观者讲

解。看她那股认真劲，仿佛就是太

阳下一束洁白的茉莉花。如唐太

宗赞茉莉花的诗句：“冰姿素淡广

寒女，雪魄轻盈姑射仙。”

因此我马上摸钱买了一盆带

回家。按小册子上的栽培技术，我

用花盆装满松软的黑坭土，小心栽

上。从此，我按时用淘米水、面汤

浇；定期施酸性的有机肥；经常修

枝，把病虫枝剪掉，使其更好地发

芽开花。半年过去了，茉莉一直长

势良好，尤其在晚上，屋里飘满了

茉莉花香，使疲劳一天的身心也变

得放松起来。

然 而 ，我 因 一 段 时 间 生 病 住

院，那盆模拟自然就疏于管理。待

我病愈回家时，进门首先就是去看

窗前的茉莉花的长势状况，只见一

盆茉莉花枯死了大半，这让我很是

心疼。我仔细地看了看，发现有的

枝条是用手掐断的，花盆里的坭土

快枯了。我问咋回事？妻说没时

间，随便用手把尖掐了，有时浇了

点清水，有时好几天才浇。

难怪一盆鲜嫩茐郁的茉莉花

伤心地死去大半。

为此我深感歉疚，更加精心呵

护，每天至少看望她三次，定期浇

淘米水，施酸性有机肥等补充其营

养。在我的努力照料下，不出三个

月，这盆茉莉花又恢复如初。

无意中听到小区人说起卖茉

莉花的大姐的不幸。她丈夫在工

地上不幸把腿摔残了，膝下有一对

儿女，大的女儿正读大学。因此一

家人的生活重担全落在她身上。

村委给低保她居然不要，她说做人

要有骨气！难得一个女人如此卖

力挣钱撑起一个家，不离不弃，面

对生活压力不卑不亢。可见她的

心灵是圣洁高尚的，如茉莉花一

般！

不久后在小区里又见到那位

卖茉莉花的大姐，可这次不是卖茉

莉花了，车上装的是碧玉和芦荟等

常年绿的草木。我上前向她讨教

关于养茉莉花平时需要做哪些工

作。她却温和地对我说：“小册子

上我说了。你把茉莉花喜欢的东

西尽力做到给她，她就会把芳香

的 一 生 奉 献 给 你 ，直 到 殒 身 不

恤。爱是相互的，也不是无缘无

故的。要悉心善待她。她为你付

出了一生，你只要不伤她的心，她

愿陪伴你一生。否则她宁可伤心

离你而去！”

我 听 后 很 感 激 ，同 时 也 很 惭

愧。深深懂得做人要回报为自己

付出过的人。因为爱是相互的。

是夜夜深人静时，一家人在茉

莉花香的氛围中静静地安眠。我

披件衣服来到窗台前，凝视着月光

均匀地洒在花朵上，就想起了宋代

许裴诗赞茉莉花：“荔枝乡里玲珑

雪，来助长安一夏凉。情味于人最

浓处，梦回犹觉鬓间香。”炎热的夏

季，茉莉花那洁白耀眼的花朵，依

然清香四溢。

微观

茉莉
文/罗志佳

行吟

菊（外三首）

宋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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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宁这个地方，长辈喜欢将未出

阁的出女子叫作妹仔，又在其姓名中

起出一个字冠在前面。兰妹仔这个

称呼，对于衡淑兰女士来说，已经有

些遥远，她大概五十多六十岁，叫兰

姐更合适。

兰姐家的那种青砖瓦屋已不多

见，应该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修建

的，当时算不错，过了这么多年，就

显得有些旧了。“就我们两个人，住

着挺好。”兰姐一面说话，一面择菜，

她做事手脚麻利，平时多半去农业公

司做工，每天可以挣到五六十元。

她家的三个女儿，嫁去的人家家

境都不错。前些年，兰姐和她的老伴

王先生都去做工。王先生告诉女儿：

“老了，做不动了。”女儿们说，现在

也不差那一点钱，做不动就在家歇着

吧。自那以后，王先生就不再出去做

工，但家务事还是要做的。他家的栀

子花特别好，每年四五月，见美美和

真真到乡下，他都摘一些送来。美美

嗅嗅，会说：“好香！”

“好香！”真真亦会跟着说。

湾里有好几家衡姓，姓王的仅有

两户。

我估摸着，王先生似乎也是上门

女婿。他养了一群鸡，常扎着围裙，

大概除了做饭，还得煮鸡食。看上

去，倒也像是一位家庭“主男”。

湾里的鸡，还是比较原始的养

法，虽然也有鸡圈、鸡舍，但天一亮

就会打开圈门，让鸡自个儿出去觅

食。湾里家家户户都养鸡。鸡之觅

食大概也不是那么容易，这就要煮鸡

食。所谓鸡食，就是从地里砍回来一

些粗老的菜煮熟喂之。也有喂老玉

米的，不煮，撒下一大棒，由鸡啄米

似的捡食。这样喂养出来的鸡，就算

是“土鸡”了。

“那些专业养鸡场的鸡可不是吃

这些，多是喂饲料，有添加剂，吃了

那 样 的 鸡 肉 ，还 不 等 于 是 吃 添 加

剂？”王先生曾对我说。

他还告诉我，有的地方，也有人

有买来养大的饲料鸡，按“土鸡”的

饲养方法敞放一二十天，就当“土

鸡”卖掉。

但是，湾里的人从不以那种“漂

白”的方法养鸡。

“赚了那些钱，于心不安！”王先

生朝着湾那边努努嘴，如是说。

有一天，来了一拨钓鱼的，见了

兰姐家养的鸡群，就问可否买两只。

同王先生一商量：“城里人就稀罕这

个。卖吧！”谈好价格，并相约晚些

时候过数成交。

晌午过后，那拨人溜达到湾那

边，也看到敞放的鸡了，价钱还要便

宜。他们不知底细，便买了邻村的

鸡，每斤居然少了 5 元。

兰姐也不生气，笑了笑，说：“你

不买，我还不卖了呢。”湾里的人知

道，他们买的就是那种“漂白”过的

“土鸡”。

说到养鸡，我们家也弄了一个鸡

舍，养了几只鸡，今年还买回两只小

火鸡一并养着。

养鸡最多的是甘代表家。他家

屋后有一片地栽着果树，圈起来，鸡

们在树下，好似闲庭信步。还有我家

鸡舍里的那几只鸡，明芳也要看顾，

帮忙喂食、关拦。

如果明芳忙不过，还有大爹照

看。大爹家也养了十多只鸡。他家

的鸡下了蛋，攒上三五十个，就送过

来，说是美美、真真尚小，要多吃鸡

蛋。

兰姐是一位勤快人，没工做时，

就挖麻芋。镇上有专门收购麻芋的，

一斤能卖十多元钱，运气好的话，比

去农业公司做工还要划算。

野生的麻芋学名半夏，就长在高

高矮矮的坡地、沟渠。不知道它是否

也有芋一样的茎和叶。我见到它时，

已经在兰姐的背篓里了，拇指般大

小，圆圆的，看上去嫩生生的。

半夏是中药材，毒性较大。既然

叫做麻芋，那一种“麻”，应该也是其

毒性的一部分。听兰姐说，挖麻芋久

了，指头会麻得失去知觉。

也不知道麻芋什么时候成熟，什

么时候可以开挖。只觉得兰姐一有

空闲便背着背篓去野地，好像一年四

季都有挖的。

（《山居杂记》连载之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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