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此如此““愉快愉快”” 王成喜王成喜 画画

2020年5月 日16 说吧·4 责任编辑：李利忠 电话：0571-87055181 电子信箱：lybs01@163.com

■王安林

朋友间的距离

■卢山

西湖的情诗
■余毛毛

伴你高飞

■朱敏

父 亲

■王征宇

去地里看看今天吃啥

近几年，我迷上了拍鸟。每年秋天和
春天，拍大雁的南去北返是我拍鸟的重头
戏。我有一个很好的拍鸟的地方，那就是
我家的露台，它高踞在三十层大楼的顶
上，而大楼又靠近长江边，这让我比别人
在察觉大雁来临时更敏感；而我的视野也
更为高远和广阔，也不受其他事情的干
扰。我拍有几十张大雁的图片，早晨的大
雁，黄昏的大雁，朝阳中的大雁，蓝天下的
大雁，灰白天空下的大雁……除了月光下
的大雁我实在无法拍下来外，可以说，各
种天气和时辰中的大雁，我都拍下过。我
拍过人字形的大雁，一字形的大雁，以及
这二者的组合；我拍得最多的大雁是三
队。我以为我对大雁群很熟悉了，却不料
那天看了日本作家江口涣的一篇文章后，
才知道我对大雁的了解真是皮毛。

那是疫情期间，我作为政府机关“下
沉干部”到小区卡点值班。我看守的是一
幢孤单的老楼，只有20多户人家，人虽少，
但也要看守。一个多星期下来，住户我基

本都熟悉了，也用不着很繁琐的手续。条
件虽然艰苦，但颇有些空闲。那天我就带
了本散文集去，看目录，看到了日本作家
江口涣的《鹤》。我爱鸟，看到别人写鸟，
自然要先看。他说他与朋友一起到朝鲜
北部一个叫雁回山的地方去看鹤，那儿每
年春天有10天左右的时间，每天都有成百
成千只鹤到那儿。我有点纳闷，为什么鹤
去的地方叫雁回山呢？为什么不叫鹤回
山呢？想必雁与鹤有差不多的习惯和心
性吧。他写到一波又一波的鹤的壮丽而
优美的队形，和我拍到的都差不多。而看
到文章的后面，我却吃起惊来。他写到一
只凶猛的大苍鹰闯进了鹤的队伍，抓住了
一只鹤，而鹤们为了营救这只鹤，则组团
——大的十几只一团，小的几只一团，轮
番冲击苍鹰，用气流干扰苍鹰，用强健的
翅膀扇打那只苍鹰。最后苍鹰不得不放
下那只鹤，落荒而逃。鹤们开始重整队
形，但很不幸，那只受伤的鹤却掉了队，无
可自抑地往下掉落。而这时惊人的一幕

出现了，两只强有力的鹤飞到它的身边，
江口涣这样写道：“伸出长长的翅膀，从左
右两侧紧紧靠近伤鹤身旁。将伤鹤扶上
翅膀后，各自奋力扇动单翅，静静地飞回
高空的队伍。”他还进一步观察到：“队列
中有时候夹杂有小鹤。这时，父鹤和母鹤
一定飞在小鹤的两旁，小心保护，三只鹤
并排前进。”

我读过一点关于鸟的书，我知道大雁
阵形排成一字形时，是根据气流在变阵；
而排成一只接一只的人字形时，是因为前
方的雁翅膀扇动的气流能让后面的飞得
轻松点，整个雁群在大气流中自造了一个
省力的小气团，这是它们聪慧的长途飞行
之道。我又回过头来翻看自己手机里雁
群的照片，我真的在很多张照片中看到三
只并排飞在一起的大雁，有的一只孤单地
突出在大雁阵形以外，护着阵形中的一
只，而另外一边，也必有一只护飞，有的则
三只都飞在整个雁阵之内。想那中间的
必是一只小雁，或是伤雁，或是老雁吧。

那一刻，我的心忽然振奋起来。疫情
期间，风里雨里雪里雾里，我坐在一个只
有顶篷四周都没遮拦的棚子下，有两个多
月了，天天看着手机上的得病和死亡人
数，我的心是阴郁的，我曾在朋友圈里发
牢骚，说这样的日子就像进了一条长长的
隧道，老是出不来。大伙都闷在家里，而
我却不得不天天乘公交车在家与卡点之
间奔波，不得不与人群打交道。我内心里
虽然没什么抱怨，但烦躁则是有的，因为
有时候连吃饭都是问题。自己和妻子都
在卡点，家里没人做饭；而饭店又没开门，
天天吃泡面，真是苦恼。但想一想那些
鹤、那些雁，那些武汉和全国各地驰援湖
北和武汉的白衣天使们，他们何尝不是此
时我们人间的强有力者，他们何尝不是不
让受苦受难的同胞落下的保护者。苦难
总会过去的，因为总会有人伴你高飞，我
坚信。

父亲最崇尚的职业是公检法，他
希望他的3个孩子都能成为其中一员，
孩子们找的另一半也是其中的一员，
节假日的时候，孩子们齐聚家里，哗，
墙上挂着一排大盖帽……可惜，我们
一个都不是。

父亲在我们身上花的精力比一般
的父亲要多。在农村，绝大多数家庭
对孩子是放养的，而我们家，是有规划
的。父亲给我们订报纸、买课外书，甚
至有时给弟妹们的小学老师送礼……
父亲最常说的一个词是“培养”，最信
奉的格言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他
说，教育上的投资是最值得的投资
——几十年前，这应该算是很先进的
理念了吧？只要我们在书桌边一坐 ，
房门就被轻轻掩上了，电视机的声音
也自然变轻了……

小时候，成为我们榜样的从不是
哪位钱多的人，也不是威风乡里的人，
而是谁家跳出农门、考上啥啥大学的
孩子。我们家，打骂教育是不存在的，
更多的是鼓励。“癞痢儿子自欢喜（自
己的孩子最好）”放在父亲身上最合

适。记忆里，父亲从未当着外人的面
批评过我们，总是把我们夸成一朵花，
经常让旁边的我们听得红了脸，小声
地嘀咕：“没有这样啦！”但是我们心里
都清楚，父亲夸的内容，就是我们努力
的方向。每临大考，父亲总说：“你们
要努力啊，穿皮鞋与穿草鞋的分界线
到了……”我和小妹读书都很用功，因
为父亲说，女孩子考不上就嫁不出去
了。为了能“嫁得出去”，我们只有苦
读——这样激发女儿上进的父亲，是
不是很逗？

其实，我们都是资质平平的人，过
的都是庸常人生，但这并不妨碍我们
成为父亲的骄傲。他说，毕竟都是全
日制学校出来的大学生啊，6个都是！
父亲如此重视学历，因此一纸本科文
凭就轻易俘获了他，甚至轻易地将他
的女儿们从他的身边“拐”走……

父亲对只顾自己享受的男人非常
反感。他说，好东西都是先要留给孩
子老婆的……父亲自然是爱我们的。
小时候，除夕夜，我们 3个孩子洗好了
脚，然后像小燕子一样坐成一排，等着

父亲挨个给我们剪趾甲——父亲说，
我们自己是剪不好的。除夕夜为孩子
们剪趾甲，这是不是一种长大的仪式
呢？除夕夜，父亲往往准备了专门从
信用社兑换来的一叠新钞，然后故意
将新钞在我们面前扇得哗哗响，在我
们的一片雀跃声中，一张张数给我
们。父亲特殊的仪式，让除夕夜多了
一些喜气。这样分发压岁钱的场景，
每每在记忆里跳将出来，给我以无限
的温暖。我不知道别的父亲是如何对
待自己的妻儿的，据说有的做父亲的，
只管自己享乐，不管妻儿死活。有的
做父亲的，烟酒俱全、吃喝玩乐不负责
任，给孩子们带来的是无尽的童年阴
影。我的父亲，虽然一天两顿酒，但每
次都是二两黄酒，我从未见过他饮酒
无度烂醉如泥甚至发酒疯的模样。我
的父亲，虽然天天口袋里装着烟，但那
些烟都是应酬烟，都是用来分发的，我
从没见过他在家里主动抽过一根。父
亲，他没让我穿过破衣服，没让我欠过
书学费。小时候，家里的坛坛罐罐里，
总装着零食。我们住校的生活费，他

总是给足的。小时候，每次给我们付
书学费，父亲总会与我们开玩笑：“一
笔笔给你们记上，花掉的钱，可以买一
架大飞机了！”我们一个个争着表态：

“我们长大后可以赚回来的啊！”长大
后，我们孝敬父母的钱物，他用专门的
本子，一笔笔记上，绝不含糊……

父亲是老三届高中生，一个少年
丧父，享受过政府每月 9元人民币“人
民助学金”，因而对党和国家感恩戴德
的中国千千万万个普通老百姓中的一
员。他是一个不甘于扛锄头的手艺
人，一个曾经的代课教师和某系统的
临时工，一个被时代浪潮裹挟沉浮的
生意人，但他却尽一己所能，努力为孩
子们撑起一个高度，提供一个富足而
温馨的童年。虽然没读过书的女孩照
样有嫁得好的，没文凭的人照样能创
造出辉煌，但作为子女，我们都很感恩
父亲的付出。父亲说，一分耕耘一分
收获，没有耕耘，哪来收获？——我们
这分来自心底深处的感念，估计就是
他的“收获”了。但是，也仅仅如此而
已。

早饭后一个人坐书房读书，手机突然
响了一下，翻看有人加我的QQ，心中不以
为然，现在朋友都是加微信，加QQ的大
多是些做不良广告的。但那条信息又响
了一下，我想应该是熟人。打开看，发现
原来是当地文学群的朋友小吴。那个群
在年前解散了，而在群里面时，大家经常
联系，不只是在网络上，隔三差五的有人
总会起头做东，招呼大家坐在一起喝个酒
吃个饭的。小吴就是属于这样的人。

加上QQ后，我们互相问了好。他后
来说：待更加安全些，约您一起聚聚。我
这才想起我们之所以没有联系，不只是因
为那个群解散所至，还因为新冠疫情。当
时，我正好看到专家写的一篇文章，题目
是《保持社交距离》，文章从当前疫情中政
府倡导的隔离开始，就人与人之间的距
离，分析了疫情可能会导致的多种可能
性。这里面当然说到了穷人与富人的区
别、白领与蓝领的区别，比如当打零工的
人们还在为无法找到工作操心时，一些设
计师已经在考虑如何以口罩为饰品引领
时尚潮流。作者在感叹，疫情如果不能很
快过去，这种“社交距离”是否会成为常
态。他是在为那些零工阶层担忧。

我想，关于社交距离，应该与人类的
文明进步有关。而更多的似乎与阶级、种
族、隐私有关，比如贵族与平民、男性与女
性，以及不同肤色之间的距离。据说，欧
洲贵族女性中曾经流行“鸟笼裙”，庞大的
裙围实际上就是一种“请保持恰当距离”
的暗示，但一般的平民妇女就算你穿上这
样的裙子也起不到这样的作用。这就像
我国春运返家的民工，日本上班时段地铁
上的上班族，任何人都无法指责他们不够
文明或者没有进步。

当然，这说的只是物理距离。在这场
大疫中，距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
效地遏制了病毒的蔓延。这时，我想起那

个在疫情之前就解散了的文学群，群主老
胡，年轻时喜欢文学，后来下海挣了许多
钱，开着豪车住着别墅，过上了让人羡慕
的日子。他喜欢喝咖啡、吃西餐，每年去
欧美国家旅游，他经常会在一些西方文学
大师的故居拍照留念，然后拿照片在群里
炫耀。线下活动时，他都会带上萨克斯，
酒后即兴表演。如果我们国家也有贵族，
他应该是进入了这个阶层。对社交礼仪
他经常会发表一些议论，比如提倡分餐制
与公用筷。然而，小吴经常带我们光顾的
往往是街头巷尾的那些小摊大排档，他最
喜欢的是一家叫码头嫂的肥肠面。老胡
有一次似乎是随意地说，在欧洲没有人会
吃动物的内脏。他虽然不吃肥肠面，但说
得心平气和。那一次，喜欢吃肥肠面的小
吴在群里向大家推荐乔伊斯的《尤利西
斯》，遭到了老胡的强烈反对，老胡表示我
们不应该崇洋媚外读那些读不懂的东西，
口气严厉。由此，群里就“读书应该读易
懂的还是读不易懂的”分裂成两派，实际
上也就是与普通大众一起读，还是钻牛角
尖读那些极少有人敢读的小众书，大家在
群里各说各话愈演愈烈最终导致群解散，
很多朋友还为此反目，就是在线下也不再
来往。想到此，我在手机上给小吴回了一
条：人和人之间保持距离将成为常态。

发出这条信息，我心中若有所失，无端
地想起加缪与萨特，这两个伟大的作家、哲
学家，他们如何成为最亲密的朋友，又如何
从最亲密的朋友走向决裂。据说，他们都
住在巴黎拉丁区，有人曾经设想他们在路
上偶遇，但始终没有。他们并没有在各自
的思想上穿上“鸟笼裙”。尽管他们没有过
物理意义上的近距离接触，但思想上的交
锋无处不在，并影响了几代青年。我不知
道小吴与老胡是否会偶尔相遇。根据他们
的生活习性，想来是不可能的。

西湖边上的民政局俨然已经
成为情侣心中的圣地。清晨从栀
子花的梦中醒来，我瞥见你少女
的脸上荡漾着西湖初秋时节的羞
涩和喜悦——今天，我们要去做
一件大事——领证。

这是一生中美好的一日。一
个俯卧撑云朵即将起飞，空气也
足够用来深呼吸，可以对着远山
大声呼喊。我们换上干净的衣服
出门，在马塍路口，你把手放进我
的裤兜贴着我 30岁颤抖的肌肤，
这娴熟的动作显示出一种伟大的
默契。

爱人，你看这个季节多热烈
啊，我们将枝条缠绕在一起，收割
江南的雷雨和闪电。这是一个多
么伟大的奇迹，当两个青年跨越
陌生的山水走向彼此，完成一个
共同的人生。

我们算是闪婚了。我自诩是
个文人，骨子里是一个传统的人，
对时代时髦的事物并不感冒，没
想到结婚时候竟然赶了一次潮
流。恋爱不到四个月就一起去买
房，不到半年就去领取结婚证，然
后开始忙碌于买房和结婚的流程
办理等琐碎的事情。我的妻子是
家里的独生子女，长大以来很少
面对这么多生活的忙和乱，但是
这一次她却不厌其烦地对接各种
事宜，井井有条地构画着我们的
未来。每天埋首于今日头条里查
询那些关于北欧风装修的点点滴
滴，认真给我建议和讲解每一个
装饰物品。久病成医，她几乎成
为一个装修专家了。生活迫使一
个懵懂的少女迅速成长起来，我
极力地勾画和想象她不断蜕化掉
一个女孩子的幼稚病，并逐渐建
立起一个妻子和母亲的权威的模
样。

妻子不是一个保守的人，但
也绝对不是一个开放的人。我们
相恋创造了太多的纪录，像是一
对相见恨晚的人，几乎铆足了劲
在这一年里把所有的大事统统解
决掉。我们决定去看房买房的时
候，她的父母竟然毫不知情，等到

我们购房合同签订了之后，二老
才从宣城匆匆赶来杭州，来面试
我这个未来的女婿。这个90后小
姑娘的“先斩后奏”简直吓坏了两
位老人，他们一定在猜测这个宝
贝女儿将委身于一个什么样的男
人。记得他们来到杭州与我见面
的时候，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咱们
终于见面咯”。二老的目光仔细
在我身上搜寻，仿佛在问，你这个
其貌不扬的家伙，有什么本事俘
获了我们女儿的芳心呢？

晨雾仍留恋昨夜旧梦，在林
中勾兑夏日往事；我们清晨早起，
在阳台上伸一个懒腰，向远方大
喊一声：新的一天依然有大河奔
涌，也有坏损的脊椎在节节败
退。生活会不断剥蚀掉我们新鲜
的鳞片吗？请相信没有什么比我
拥抱你更伟大的力量了。像夏日
雨水里那些缠绕的藤蔓，你看我
们的臂膀依然坚强有力，这些枝
繁叶茂的青春足以对付任何突如
其来的雷雨闪电。

听闻我们结婚的喜讯，南京
好友李心电送来祝福：“愿时间的
磨损下，你们永恒翻滚着热烈的
嫉妒、饥渴和惊喜。”人世漫长，我
们在大地上行走，头顶有星空，心
中有远方。我们缘起在西湖，一
粒种子落在了宝石山的另一侧，
晚风吹拂它，便生长开出花来。

“黑夜里，我们还可以写信/
用这一夜的风雪/计算着每一次
重逢的欢喜/多好啊，我们枝繁叶
茂/在大地上行走/耽搁于共同的
空气和花朵”（《寄远》）

雨水停止了喘息，天色也亮
起来了，我起身站在窗户边眺望
远处的湖山。西湖刚从雨水旧梦
中睁开睡眼，我的脊背上的宝石
山，那些逐渐转移下来的光，即将
照亮这一片游客和市民的湖山。

几年来，我给妻子写了很多
诗歌，晨曦日落里，我们一起沐浴
清风，抬头看成群结队的云；这便
是我们青春的诗、命运的诗，是我
们写给西湖的诗，更是西湖送给
我们生命的诗。

每次回家，问爸妈今天吃什么，我妈
八成会说，去地里看看。我知道，地里的
答案很多元，不能笼统回答。这次，我想
吃野火饭。我70多岁的老爸一听，起身在
院子的大樟树底下搭起了灶。老妈笑骂
他老顽童。我也笑，心里很甜，人到中年，
依然有爸爸宠，我是幸福的。

我自告奋勇说，我去地里摘豆、拔
笋。烧野火饭，豌豆、洋山芋、野笋，这些
少不得。还有咸肉，切丁，先炼出油，香得
勾魂。当然还有糯米。说到米，忍不住岔
一句。前些天看国外疫情吃紧，父母在饭
桌上提起吃饭问题，叮嘱我要囤点米，说
万一贸易中断，米不能进口，光靠国产可
能不够吃，家中有米，心里不慌。还说他
俩是不打紧，有地扒拉，就能填饱肚子。
去年收的芋艿没吃完，洋山芋又能挖了。

地是他们的靠山，有这个硬核后台，
生活不会无以为继，心就稳。

祖辈从温州落户到这儿，就在这块地
里耕耘了。先种桑，后又种茶，直至郊寒
岛瘦地撂荒。把它翻垦成菜地，是我爸退
休后。为了养肥它，我爸颇费了些工夫。
每年要花好几百块钱，买羊粪，买菜籽饼，
沤下去。每日的鸡鸭粪，一并收在塑料桶
里发酵，后又一铲一铲，悉数倾于菜地。
杂草长出来，锄倒，晒干，与泥土、柴禾拢
一起烧成草木灰。点豆时，抓一把施下
去，这是豆芽儿冒出来时的最佳初乳。

慢慢地，地里有了蚯蚓。青菜、苋菜
播几畦，再插几垄茄子、灯笼椒、番茄、秋
葵，菜地边角敲几根木桩，架上竹篾条，搭
出斜披的棚，南瓜、黄瓜顺势儿趴。老爸
没让地闲着，边施肥料，边给一点担子。
种一季歇一季，放个假，养养元气，养养耐
力。下了十分的工夫，收成并不很好。我
爸不急。从商的海到地的海，他还是自在
得像一尾鱼。

直到某天我爸说，这块地现在养熟

了。什么意思呢？好似一个读书人，将一
本艰深难懂的书，终于读通了，内心是狂
喜的。之前的艰辛又算得了什么。养熟
了，地就能为你所用。看我爸锄地，轻松
了许多。铁耙扎进去，提起掀起一块，铁
耙后跟接着一敲，土坷垃扑地应声碎裂，
铁齿再来回耥耥，动作行云流水。平整好
的地，如一张张席梦思眠床——他亲手播
下的每粒种子，都不会输在起跑线。

如今，我家已实现了绿色蔬菜自由。
菜地出的尖椒也能吃到甜味，饭焐茄子、
葱油蚕豆，自是不必说的，一概甜丝丝、绵
糯，百吃不厌。 自家吃不完，左邻右舍来
摘，也分送城里的亲友。人人羡慕说有块
地真好。

我把揪下的豌豆荚直接用围裙兜
了。记得奶奶当年采茶，也这样。菜地边
坎，是密匝匝的油竹，猫腰拔了一把。我
们这儿小地名叫油竹园，油竹就是土著。
一根根指头粗，去壳，露出嫩花花的肉。
油竹上，发现一丛风车茉莉，波西米亚地
浪着，不拘泥，有野气，也浪漫，白花点点，
香味四溢。蜜蜂一点一点地，探寻花房，
把爱慕的心曲嗡嗡嗡唱出来，宛如舒伯特
的艺术歌。少年舒伯特在学校教文学课，
喜欢为学生们朗诵诗歌，大多时候，他读
着读着就唱起来，独唱不过瘾，还教孩子
们一起唱歌德的《野玫瑰》。歌德反应淡
淡，可不妨碍舒伯特粉了他一生。之后，
好多首被李斯特改编成钢琴独奏。我听
85后的新秀王羽佳弹奏《纺车旁的格丽
卿》，那个捧着滚烫心的姑娘，一脚高一脚
低，踉跄着，几百年了还放不下，这么焦灼
自己……

依然可以深耕。如大地，一茬又一
茬，出产不同的蔬菜瓜果，养了一代代的
人。世间有深情、执着的人在，是凡俗我
辈的幸运，能顺着藤就摘到瓜。一个个平
淡的日子，被缀得香喷喷。

作家黑陶说，故乡是一个人的仓
库，岁月清晰。

老家罗村是个山清水秀的地方。
狮峰、其塔、浪源、官山脚、大珠、汪活
源、大横坞……一个个村落像珍珠一
样散落在绵延的群山之中。童年时
光，通往大山里的这些村落，没有公
路，只有古道、山路，每逢春节，十里八
乡的拜年走亲戚，完全靠的是一双脚，
一步一步、一家一家地走。

外婆家在大源源头的大珠村，每
年去拜年，几里一亲戚，一路走走停
停。第一家当是罗村村的舅公、姑妈
家，这是个绝美的大村子（原是罗村乡
政府所在地，现在整个村子淹没在罗
村水库底），背山面溪，灰墙黛瓦，东西
走向，呈带状延展。村东头有一座石
拱桥，过桥是几棵高大的古树，一种是
香榧树，另一种是柏树。宽宽的溪面
上还有一座窄窄的木桥，桥面、桥墩都
是杉木结构，简易，灵巧。硕大的村
子，全由一条条宽宽窄窄、长短不一、
黝黑发亮的卵石路连接着，如龙蛇般

在村巷里、家家户户间游走。儿时的
我们常常东家西家地窜门儿，奔跑着
穿村而过，卵石路上留下无数的欢声
笑语。

从罗村村至官山脚，一条古道沿
着大源溪（胥溪的源头）七弯八拐，或
左戓右，不断地在两岸间跨跃。光滑
透亮的石板路，青藤缠满的石拱桥，古
朴简单的亭子，还有一路欢歌的绿水、
鸟鸣。山路平日冷僻，一旦春节，走亲
访友的人络绎不绝。拎篮子的，背包
的，还有肩上扛的、挑的，那时候走亲
戚的东西不外乎白糖、糖枣、芙蓉糕或
鸡蛋糕等，糕点是用草纸包成长方形，
用一种韧性很好的干草横向、纵向捆
扎着，再压上一小张条形红纸。如果
遇上长辈大寿辰的，篮子里面条、猪蹄
或火腿是少不了的，还会贴上红纸条，
插上吉祥柏枝，寓意着福如东海、寿比
南山。如果家里有小小孩的，抱着或
用布条绑在背后走长路总是不便，父
母会把他们放在箩筐里挑着，一头是
拜年的东西，一头是小小孩，一路晃悠

悠地担着。山道上来来往往的人，好
像全认识似的，操着方言打着招呼：

“哪家拜年啊？”“到家里吃饭啊！”即使
一点也不认识的，照面让路时也不忘
莞尔一笑，乡音乡情弥漫在整个山道
上。

到官山脚往往已是正午，自然去
小外公、大舅舅家吃中饭。舅舅、舅妈
待客非常客气，会变戏法似地用猪肉
做出各种菜的花样，什么肉圆、猪肉粉
丝、猪肉滚油豆腐、肉骨头炖笋干，每
一道菜看起来都让人垂涎。可是动筷
时，总会想起出门前母亲三番五次的
交待，说什么做客人要懂得“装客”，不
要看到什么喜欢的就拼命吃，正月里
请客上桌的菜是要摆好多餐，甚至十
天半月的。于是，当舅妈往我们碗里
夹肉时，我们就会表现得很“懂事”，一
边说着“够了够了，吃不下了”，一边把
舅妈夹来的肉又夹回到猪肉碗里去，
看着再好吃也得忍着不多动筷子啦。
临走时，舅妈不忘把我们每个人的口
袋装得满满的，冻米糖呀，油炸番薯片

哪，一路吃着一路走亲戚。
外婆家总是最热闹的，火炉旁，厨

房间，厅堂里，大大小小，到处是人。
每到晚上，表兄妹几个抢着要跟外婆
睡。一张床睡不了那么多人，每次抢
不到的那个就会在地上打滚耍赖，把
一身新衣搞得灰扑扑、脏兮兮的，鼻涕
眼泪一大把。这时候，当老师的舅舅
就念起即兴编的顺口溜：“外婆家来了
个扫地佬，这边扫，那边扫，擦擦鼻涕
还要扫。”一阵笑声过后，年龄大的不
好意思再争了，只好让位给弟弟妹妹，
然后羡慕地看着他们带着胜利的喜悦
挤进外婆的漆花大床。

小时候走亲戚的故事，说起来一
箩筐一箩筐的，既有辛酸，更多的是温
馨、甜蜜。现如今，有了私家车后，走
亲戚变得方便快捷，大抵也就没有了
小时候的诸多乐趣：那些在自己家不
能尽兴吃的炒薯片、冻米糖，外公外婆
悄悄塞给的糖金枣、鸡蛋糕，还有一角
两角五角的大红包。

■谢建萍

走亲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