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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春天野菜上市的季
节。往年这个时候，野菜奶奶早
就提着花布兜，出入附近苗圃
或校园剜野菜，裤脚沾满泥巴
点子。整个春天她都忙得像迎
接什么重要节日，剜野菜、打槐
花、撸榆钱。经过她的勤劳加
工，野菜变成诱人的美食。

今年哪怕没有这场疫情，
野菜奶奶也去不成了，她拄上
了拐棍，手腕上多了个定位智
能手表。她年近九旬，没有上过
学，但做农活是好把式，家务样
样做得细，平日里从来闲不住。
这段日子，每天早上睁开眼，我
就能听到她拐棍叩地“笃笃”“笃
笃”的声响，听得我心里有些许
不安。其实，她拄拐棍也不习惯，
偶尔腿疼得不那么厉害，她就
甩开拐杖，独自扶着楼道里的
栏杆上下，脚步也变得轻盈。

野菜奶奶很要强，就像地
里拔节蹿高的野菜，根韧，粗
粝，生命顽强。前些年，我见过
她搬着煤气罐下楼，累得气喘
吁吁，有邻居上前帮忙抬，她说
什么也不用。早些年她住在前
面楼上，和我爷爷一个楼。她的
老伴是我爷爷的徒弟，所以经
常往爷爷家跑。过中秋节，他拎
着半布袋从大集上买来的核

桃、大枣进了门，也不见外，坐
下自己倒茶喝，喝得差不多了，
打个饱嗝就走。他个头高、嗓门
大，喜欢骑一辆大金鹿，坐在上
面很显威风，每次在外面见到
我，总是一声连着一声喊“小丫
头”。那时，我刚上小学，梳着两
个牛角辫，碰见他就躲起来。

印象中，野菜奶奶家里养
过鸡，她经常出去捡菜叶，手里
领着一个挂着鼻涕的小女孩，
那是她的孙女。她家里还有位
腿脚不便的老妪，是她的婆婆。
家里人口多，活儿自然也多，午
后她经常拎着个大包袱，穿过
一条马路，去学校公共水室浆
洗衣服。她矮小的背影，在行道
树下摇曳出长长的影子，令人
怅惘。

后来，野菜奶奶搬到我们
这座楼上，成为邻居，我才与她
们一家人对上号。生活条件好
了，按说她该享清福了，她却依
然勤俭度日，自己发老面蒸馒
头，从不买着吃。前几年，老伴
患病突然去世，她很长时间走
不出来，一年半载后，才恢复了
精神。闲暇时间她就出去捡废
品。儿女劝她很多次，“别捡了，
又不缺钱，让人家说闲话！”她
装作没听见。慢慢地，儿女们也

理解了她，她是图个乐趣。
那年春天，她去对过学校

遛弯儿，捡到一个钱包，里面鼓
鼓囊囊的，她就坐在操场上等，
天黑了也不见人来找。第二天，
她又去操场上等失主，心里急
煎煎的。有人见她这么大年纪，
为了等人被风刮得灰头土脸，
帮她找到保卫处。保安要登记，
打开钱包，只见厚厚一沓百元
钞票，一点三千多元，还有几张
银行卡和名片。后来，辗转通过
名片上的电话联系上失主，对
方喜出望外，连说三句“没想
到”，“当初丢了，我压根儿就没
想到能找回！”他拿出现金，硬要
塞给野菜奶奶。她用力地推了
回去，脸上的皱纹细细密密地
舒展开来，嘴里喃喃地说道：“找
到人，我的心就落地了，昨晚一
宿不踏实！”直到她走出很远，
那位失主依然站在原地目送。

野菜奶奶捡来的矿泉水瓶
子和废纸盒，积攒多了，她就拉
着行李车去回收站卖。她先打
好包，过好秤，心里有个数。有
一次，卖废品回来她觉得不对
头，到了晚上才回过神来，原来
对方少给她十块钱。她顾不上
吃饭，直奔回收站。开始老板死
不认账，她气呼呼地说：“你少

给了钱，做生意不能坑人！”对
方最后终于把钱补给了她。时
间久了，哪家秤不好，哪家卖价
高，她都记得倍儿清。废纸盒捋
平压实后打捆，饮料瓶子倒净
挨个儿踩扁，发出“嘎啦嘎啦”
的响声，就像放鞭炮。有邻居见
她经常在外面整理废品，就把
自家的废纸盒送给她，她嚷嚷
着不要。后来邻居心领神会，外
出时顺手把废纸盒、空瓶子搁
在她家储藏室门口，她就没法
再拒绝了。

野菜奶奶为人善良，待人
真诚，我亲眼见过大雨瓢泼时
她从外面抢回好几床晒的被
子，那是楼顶年轻住户家的，年
轻人去接孩子放学还没回来；
我曾亲耳听到她与快递员的对
话，“大娘，您得签个字！”“我不
会写字，就画个圈吧！”她是在
帮隔壁租房的小马代收快递。
我还经常看到她拎着暖水壶，
跌跌撞撞去给小区附近的菜贩
送水，天冷天热，风雨无阻……
每年春天，都是她大显身手的
时候，包野菜大包子，烙韭菜
饼，摊槐花咸食，做好后给四邻
分分，“不值钱的东西，尝个
鲜！”她总是这样笑着说。我吃
过她送来的面条菜大包子，老

面头发酵，纯手工制馅，面皮里
掺了少许玉米面，看上去外表
麻麻窝窝，却特别好吃，咬一口
一包油。我还吃过她烙的菜饼，
她听说我胃不好吃韭菜烧心，
就单独烙茴香苗的菜饼，刚出
锅就连忙送来，菜饼嫩绿泛黄，
香气四溢，我忍不住大咬一口，

“嘶嘶哈哈”，越烫嘴越吃，瞬间
有泪水溢出。有一年，她从外面
用竹竿够了一些榆钱回来，洗
净、去梗、滤水，做成发面榆钱
窝窝，给我送来两个。那是我第
一次吃榆钱窝窝，也是我吃过
的最好吃的窝窝，好像把所有
的“金币”都吞进了肚子里，感
觉这才是春天应有的样子。

这个春天，注定不一样。野
菜奶奶拄着拐棍下楼时，戴上
了口罩和手套，脚步小心翼翼。
我的脑海里浮现出她从苗圃剜
野菜回来的场景，裤腿溅满泥
巴点子，脸上洋溢着笑容，身上
沾着野菜的淡淡清香。那里面
有春天的问候，也有生命的庄
严。其实，通过野菜奶奶，我看
见了很多善良的人、不屈的人、
被命运裹挟而咬牙坚守的人，
他们如呼啦啦乱开一气的野菜
花，迎着大风盛开，站成这个春
天的风景。

□静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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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在《五十大话》
里曾记述这样一件事：朋
友约吃饭，“席间有个漂亮
的女人让我赏心悦目”，可
她一走近，便“贾老贾老”
地叫，让他气得不行，发誓
以后再也不熬夜了。

贾平凹当年肯定没有
那么老，只是美女见到大
作家，出于礼貌，选择了一
个比实际年龄更庄重的
词，以示敬重吧。

人到了一定的年龄，
开始衰老是必然的规律。
人是从什么地方开始衰
老？或许绝大多数人会认
为，是记忆力减退、眼花、
白发渐生，而我观察到的，
也有常规之外的衰老。有
人先从眉毛开始衰老，眉
毛开始白了，有了冬天的
霜色。有人从嘴巴开始衰
老，上嘴唇和下嘴唇，像被
人捏过的饺皮，慢慢有了
皱褶。也有人从眼睛开始
衰老，双眼浑浊，有云或雾
霾在眼睛的天空中萦绕。

文学作品中的外貌描
写，可以看出一个人未老
先衰的部位。杜甫从腿脚
开始衰老，他在《茅屋为秋
风所破歌》中抱怨，“南村
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
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
去”，那时他才49岁。韩愈从
牙齿开始衰老，30多岁牙齿
开始掉了：“吾年未四十，
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
牙动摇。念诸父与诸兄，皆
康强而早逝。如吾之衰者，
其能久存乎……”

其实，有一些先衰老
的部位，我们看不见。友人
侯老三依稀觉得，好像是
心先开始衰老了。侯老三
发现他对许多事情不再保
持一颗好奇心，对周围的
事渐渐失去兴趣。年轻时，
侯老三是个性格开朗的

人，喜欢和别人下棋，现在
却变得沉默寡言，一天也
说不了几句话。

衰老的部位，暗示着
人体的某些功能在渐渐消
减。比如，人到中年以后，
我渐渐丢失了激情，10年前
我想去的一些地方，现在
变得不再向往。

有个朋友说他是嗅觉
先老，鼻子不灵光了。从前
他喜欢嗅花香、酒香、菜
香、饭香，甚至马路上女人
走过的香气，现在他只喜
欢嗅一口空气清香，比如
春天槐花的清香、油菜花
的清香。朋友说，经历的事
情多了，嗅过的气味太芜
杂了，他的嗅觉已经没有
从前那么敏感。从前他走
在街上，大冬天路边烤红
薯的香气远远就闻到了，
还有糖炒栗子，细细的清
香中带着一股甜。现在化
学的东西闻多了，嗅觉不
再那么敏感。

朋友还清楚地记得，
从前他能嗅到下雨的味
道，那种雨点溅在路面上，
泛起一个个水泡裹着灰尘
的味道。他家院子里长着
一棵香橼树，每年秋冬季
节，树上的香橼成熟了，一
个个硕大金黄的果子，外
婆摆在案上作清供，他握
一只放在手心，凑近鼻子
闻一闻，那个香啊，香得过
了几十年都记忆犹新。现
在马路上雨点的味道闻不
到了，香橼的气息也比从
前淡了许多，朋友觉得他
的嗅觉机器开始老了。

在这人生的风雨路口
迎来送往，嗅觉一老，眼睛
昏花，人似乎就开始对外
在事物不再那么感兴趣
了。世界就是这样循环往
复的吧，我们终将老去，留
下这世界的年轻与新鲜。

留下这世界的
年轻与新鲜
□王太生

搬新家需要缝制新的被
褥。在春暖花开的早晨，我拉着
母亲一起走进附近的家纺店，听
从母亲的斟酌，选了八斤上年新
摘的棉花，扯了一块花棉布。棉
布的花色是母亲选的，也是我喜
欢的，暖粉打底点缀几多星花，
不媚不俗，温暖向上，略带张扬，
如同窗外显而易见的春色，让人
心底陡生难以言状的喜悦。

要结账时，店员走上前好意
提醒，“咱店里可以现场缝制被
褥，只收取少量加工费。”我摇摇
头，面带微笑，“谢谢哈！我妈妈
会缝。”

“我妈妈会！”从小到大，这
是我引以为傲的一句口头禅。在
外地上学那阵子，校服的口袋开
了线，新买的裤子需要改裤脚，
别的同学到校园门口的裁缝店
花上几块钱了事，我不去。只等
放假回家，一股脑儿全扔给母
亲，不用多做解释。再返校时，校
服的口袋、裤脚全被收拾得板板
正正、熨熨帖帖。

孩子搬新家，在父母眼里是
头等大事。乡人淳朴，讲究颇多，
连缝被絮褥都要选双月双日，图
个好的口彩。我乐意做甩手掌
柜，把身子窝在沙发里，视线落
在不远处母亲的后背上，任由她
脚踩老式缝纫机的“嘎哒嘎哒”
声回响耳畔，心思早已百转千
回。

母亲把包棉花的布这边比

量、那边比划，父亲坐在一旁陪
着。母亲边比量边做讲解，知道
我不喜欢啰嗦，只一个劲儿征询
父亲的意见，“这里压出来一个
边，会不会更好看？”父亲这瞅瞅
那看看，很认真地听着，不多言，
但会适时给出建议。

其实这个场景在我的记忆
里已经出现过无数次。母亲在灶
前做饭，父亲往锅底添柴烧火，
母亲一句“火细点儿，上来烟
了”，父亲赶忙将锅底的火灰往
两边一扒拉，锅里的“滋啦”声立
马小了。要给没有结果的苹果树
打农药，父亲往手扶车斗的大桶
里装满水，开始兑农药，父亲眼
花看不清刻度，喊母亲来帮忙。
母亲不慌不忙戴上花镜，同父亲
挨在一起，共同找寻白色塑料杯
上的刻度线。春风拂面，吹乱了
母亲的发丝，父亲看不清刻度
线，只能深情地望着母亲。

时光回溯，我仿佛回到了六
七岁的年纪。那时，虽然平常日
子非常难挨，但到了年末，母亲
还是找出压箱底的布料，给我和
妹妹各做了一套衣服。衣服是母
亲亲自裁剪的。她白天下地干
活，裁剪缝制的活只能挪到晚
上。那时不舍得用电灯，母亲让
父亲把她的缝纫机搬到窗前，再
放一个煤油灯在窗台上。夜深人
静的时候，缝纫机的“嘎哒嘎哒”
声尤为震撼，父亲在旁边，时不
时挑一下煤油灯的灯芯，默不作

声。借着跳跃的灯花，我看到不
远处的墙上，父亲与母亲的身影
相互依偎。

新衣服是在腊月二十八缝
好的，我们试了试，非常合身。再
有两天就过年了，当天夜里，父亲
陪母亲一起，缩在炕角，借着煤油
灯光给我们的新衣服手工锁边。
我不记得到底是夜里几点了，睡
得迷迷糊糊的我隐约听到父亲
与母亲在小声说话，我使劲揉一
揉眼睛，看到父亲正用他那粗短
的手指捏着小细针，低着头，一前
一后给我的新衣服锁边。父亲缝
的速度明显不如母亲，他的手指
粗糙，捏着针，有些滑稽。

最近，我要恢复上班，孩子
在家没人照顾，打电话给母亲。
母亲有些犹豫地说，马上春耕
了。没想到父亲在一旁大声喊
道：“让你妈去！家里面的活不用
你们操心。”有一日，母亲跟我拉
家常，说她是不是上了年纪的缘
故，夜里睡不着觉，总会想起以
前的事情。我不耐烦起来，说她
胡思乱想。没想到母亲来了一
句：“你们几个都比不过你爸，我
跟你爸唠叨，你爸总是安慰我。”
我一下子安静下来。

“岁月如梭逝，银丝鬓已
稀。”有一种爱情，胜似饭后的
点心，它不但能让你的味蕾时
时保留新鲜的甜，也能让你慢
下来，去爱一个人。父母的爱
情，大抵就是这样子吧。

父母的爱情
□高绪丽

︻
实
录
︼

︻
世
相
︼


	A1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