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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 A11青未了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烟火里的微光

过夏天，真的是一种精神
考验。连续几天，我整夜难眠。
空气几乎凝滞成絮状，“呼隆
呼隆”的风扇转动声，搅得我
内心躁动不安。倒是楼后面的
夜场人声鼎沸，划拳声、K歌
声、嬉闹声与烧烤味杂糅在一
起，氤氲出都市里的烟火气。

有人的地方就有烟火，烟
火是尘世的微光，烟火是生活
的奶糖，哪怕一块，也是自我
犒劳。我曾有过一次摆摊未成
的经历。大约是在13年前，我
刚坐在轮椅上。那时订了很多
杂志，《读者》《青年文摘》《特
别关注》等，攒多了没处放，又
不舍得卖掉。当时，我四处求
医，花光了家里的积蓄，日子
过得紧巴，于是萌生念头：“咱
挨着大学，不如去对面街上摆
个摊卖旧杂志吧！”父亲表示
反对。我反问道：“路南有个外
地人摆摊卖旧书、租光盘，很
受欢迎，为什么咱就不行呢？”
父亲闷头不语，只是把头埋得
更低了。

说干就干，我让母亲搬来
成摞的杂志，整理、排序、分
类，有几本喜欢的挑拣出来，

又找来一个厚纸板，用粗笔写
上几个大字：“卖旧杂志，五折
全新。”我早就谋划好，每天上
午10点多，母亲把我推出去，
在路南树荫处支好摊子，她即
可回去，我自己守着地摊就
行，最多是中午给我送点饭。
但，就在决定第二天出摊时，
母亲也反悔了。我抱着一堆杂
志痛哭了一场。

父母自有他们的良苦用
心。1995年下岗后，他们摆摊卖
早点供我读书。父亲老实本
分，没有做生意的头脑，基本
靠母亲一人张罗。买炉具、进
食料、置器皿，还要抢地方，做
个小本生意谈何容易呢？那段
时间，每天凌晨3点，母亲就起
来生炉子、发面团、切韭菜，天
不亮就推车出摊。起初生意不
怎么好，卖不掉的韭菜饼和鸡
蛋灌饼，只能自己吃，吃得我
直反胃。诚信是最好的口碑，
由于食材足、面饼大，很快生
意就好起来。每当上学路过，
我都过去站一会儿，偶尔也帮
忙吆喝几声。

摆摊最怕坏天气，赶上刮
风下雨，父母收摊回来总会阴

着脸。有一天午后，黑云压顶，
突降大雨，父母被淋成落汤
鸡，雨衣和篷布都盖在了车
上。就要收摊回家时，有个身
着制服的保安跑过来，“大姨，
来仨韭菜饼，就爱吃你做的！”
母亲喜出望外，双手几乎颤抖
着递过去。那位保安匆匆离去
的背影，我至今难以忘怀。小
本生意，一头连着家庭生计，
一头连着芸芸众生，所结下的
朴素情感皆是世间因缘，所播
种的笨拙劳动皆是自我修行。

就在我写这篇文章时，听
说几位老同学结伴去夜市摆
摊了。其中有位同学自己创业
开公司，这两年行业发展困
难，他转行干别的，业余时间
摆摆摊，算是换种活法。这当
然赚不了很多钱，更多的是一
种生活体验。有了这种独特体
验，人生会丰盈如锦缎，丰盛
如大宴，我们会在烟火弥漫中
认清自己想要什么。最令我心
生敬意的“摆摊者”是文学巨
匠曹雪芹——— 据考证他去世
时四十八九岁，写《红楼梦》

“披阅十载，增删五次”，那时
最多二三十岁。他经历了从荣

华富贵到家族败落，从富贵闲
人到布衣书生，后来一度流落
民间，甚至靠摆摊给人写状
子、糊风筝谋生。冬天，寒风刺
骨，执笔写字打颤；夏天，溽热
难耐，无处安身为家。如此恶
劣环境下，他边回忆青春边自
我忏悔，可以说《红楼梦》也是
他的忏悔录。

《红楼梦》第66回，尤三姐
拔剑自刎后，柳湘莲知道自己
犯了致命的错误。在江津渡
口，他遇到道士，便起身稽首
相问，“此系何方？仙师仙名法
号？”道士笑道，“连我也不知
道此系何方，我系何人，不过
暂来歇足而已。”这番话使柳
湘莲彻悟，拔出剑来，斩断烦
丝，跟随道士远行去了。道士
的回答，蕴含着曹雪芹的价值
观，即人来到世上，不过一介
旅人，暂且歇歇脚而已。他的
忏悔，源自超越世俗意义，历
经各种磨难后对“空”的确认，
对众生的平等对待。当他执笔
时，内心一定翻腾着难以言说
的痛与罚、无力与矛盾、自愧
与不忍。这些都在宝玉身上得
到淋漓体现——— 他吐血、病

痛、挨打、迷惘、发呆、出走。他
的情深、他的慈悲、他的宽谅，
都是曹雪芹的人格映射。

曹雪芹在开卷中自述，
“我之罪固不免，然闺阁中本
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
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
也。”当我站在不惑之年的门
槛，才懂得曹雪芹“都云作者
痴，谁解其中味”的血泪浇灌，
他是为还泪还债写作，才明
白黛玉“无立足境，是方干
净”的纯粹性和彻底性。对曹
雪芹来说，富贵过，也乞讨
过，他落笔之时，必是弃绝世
俗、慈心柔肠。所以，未完成
的《红楼梦》始终闪耀着烟火
微光、人性暖意，每一个卑微
者，都能从中寻找到自己，既
熟悉又陌生。

突然觉得，摆摊做生意也
好，街头驻唱也好，都是把自
己摆进去，置身人世间，与生
活贴身肉搏，在汗水、泪水凝
结中，在醉眼朦胧中，触摸到
柔软的心，还有坚硬的现实。
我想，多年后我还是要圆一个
摆摊卖书的梦，哪怕这在他人
眼中是多么微不足道。

□雪樱

夏日的阳光，将大地
撩拨得激情高涨，河边的
芦苇像拔节的麦子一蹿一
寸，叶似韭菜的马莲草直
指苍穹，如端午的阳光一
样挺拔。“五月五，是端阳。
门插艾，香满堂。吃粽子，
撒 白 糖 。龙舟下 水 喜 洋
洋。”流传千年的儿歌，和
着季节的节拍，把端午的
粽香送到了我们的面前。

故乡蓝田背靠秦岭，面
临灞河，稻米丰硕。每年端
午前，父亲都要张罗着包一
锅粽子，以慰家人，以飨亲
友。精挑细选的隔年芦苇
叶，捆绑整齐的马莲草，放
入锅内浸煮。这些原本粗糙
干燥的叶子，在热水的抚慰
下，经脉尽舒，容颜尽展，柔
软至极。母亲趁热打铁，将
那些墨绿的芦苇叶一片一
片地清洗，一叶一叶地捋平
叠好。洗好的芦苇叶铺在搪
瓷盆里，再浇一壶热水，随
着水汽散开的袅袅香味，如
同沸水冲茶点染的清香，沁
人心脾。父亲如三军升帐似
的稳坐当中，周围摆放着母

亲淘好的白莹糯米、个
大圆润的鲜红大枣
以及清香的芦

苇叶、马莲
草。那吸

足水分的糯米加碱变黄，粒
粒饱满，慵懒得像是饮了一
夜的琼浆浓睡未醒。这是父
母春育苗、夏插秧、秋收割
的一季稻米。虽然它们产量
低得让人皱眉，但父母每年
都要种上一些。自己种植的
吃起来总是称心一些。父母
总是用这句话来告慰自己
辛苦的劳动。

一切准备就绪，父亲就
开始了自己的演绎。三四片
苇叶错落排开，两手抓住首
尾，轻轻一弯，便弯出一个
漏斗形状，左手握紧，右手
放枣、添米，然后把尾部多
余的叶子平折盖到漏斗上，
再将多出来的叶子沿着漏
斗周围折叠包裹起来，最后
用马莲草三下五除二地系
好。这环环相扣的一连串动
作，不到几秒钟就完成了，
一个四棱饱满、四角尖尖的
粽子便成了。

小时候我年年跟着父
亲学包粽子。虽然父亲不断
地重复、反复地讲解，但我
总是不得要领，不是握在手
心的漏斗松了，就是米漏
了，抑或是包成了马蹄笼似
的长形，拿在手里更不敢像
父亲包的粽子那样上下左
右摇晃。父亲说，包粽子不
能心急，要眼到手稳，配合
到位。添米时只加七成，不
要太满，要给米粒散发膨胀

留足空间。用马莲草
捆 绑要系 活

扣 ，既

不能太紧也不能太松，太紧
会束住米粒膨胀的腿脚，太
松会让粽子失形散开。没想
到，看似简单的包粽子学问
却如做人的道理一样深奥。
而我跟在父亲后面学了十
多年，终没能学会，也许年
少的我总难有父亲的耐心
与爱心。

南北饮食的差异，让
端午粽也分成了南北两
派。北方以蜜枣、豆沙为
主，南方以大肉、火腿为
好。不仅在口味上有区别，
就连包粽子的形状、使用
的材质也有很大区别，有
竹叶包、马莲草绑的四角
形，有槲叶包、线绳子绑的
椭圆形，还有一些地方则
用槲叶或荷叶一裹了事。
各有各的嗜好，各有各的
讲究，而我最喜欢的还是
故乡那种芦苇叶包、马莲
草绑的粽子。

煮熟的粽子如拳头般
大小，轻拉活扣，散发着淡
淡清香的晶莹透亮的米粒，
还有隐匿其中的暗红色枣
儿，在翡翠绿叶的衬托下，
光彩照人。轻咬，细腻、糯
滑、柔软、清香。若放点白
糖、加些蜂蜜，更是香甜。

“粽子香，香厨房。艾
叶香，香满堂。桃枝插在大
门上，出门一望麦儿黄。”
端午的歌谣脆生清亮，端
午的粽子清香诱人。在走
南闯北的生活中，我吃过
箬竹叶包的肉粽、槲叶子
包的“麻鞋底”粽子，还有
艾香粽、薄荷香粽、菖蒲叶
粽子等等，但心中最合意
的还是父亲生前包的芦
苇叶粽子，只可惜今生
再也吃不到了，只能
把这种隐藏在心底
的味道，和着端午一
起咀嚼成鲜活的记
忆、一种告慰心灵的
寄托。

如今我很少看朋友圈，
甚至刻意不去翻看，感觉它
像潘多拉的盒子，每次打开，
都会看到很多人把自己的吃
喝拉撒、日常行踪、抱怨牢骚
喋喋不休地放到众人面前。
看过之后，原本平静的内心，
很快如乱麻一团，揪扯不清。
我宁肯安静地发呆，晒晒太
阳，听听风声，看看行人，也
不想被海量的“晒”与“秀”席
卷并淹没掉。

就在片刻之前，朋友将
我们共同认识的一个女人的
朋友圈截图发给我看。我漫
不经心地问了一句：这人是
谁？明眸善睐，小巧可人，看
上去好像某个二十多岁的小
网红。朋友听了哈哈大笑：这
是你隔三岔五就可以见到的
某某啊！我听了也哈哈大笑，
又忍不住想要骂人，骂那个
造出美颜软件的人，可以让
女人醒来后不用洗脸，用纯
色的旧毛毯一裹，就能拍出
一脸的风情。那个发过度美
颜照片的女人，现实中穿着
打扮皆是中等审美，几张自
拍的照片里，却直接将五官
都PS到家人不识，尖尖的瓜
子脸上，是鲜红的樱桃小嘴、
明亮犹如婴儿的双眸、清纯
宛若少女的笑容，以至于还
引来她前夫的好奇，问她是
不是折腾去哪里整了容。

打开另外一个长久没有
联系的熟人的朋友圈，看到
他每天都忙得团团转，时而
为明星的绯闻与人争执，时
而为国际大事操心到焦头烂
额，时而对物价、房价的升降
发表高论。通过朋友圈看到
的他，是学识渊博、视野开
阔、胸襟大度的体面知识分
子模样。可是，我所熟知的
他，却是另外一副模样：批判
女人对物质贪恋之时，自己
却借钱买昂贵的奢侈品，而
且，还是借女人的钱。批判国
人一窝蜂冲去买房之时，自
己却因听信人言，借钱买房

投资，结果被骗，搞得拆东墙
补西墙地尴尬度日。

朋友圈里偶尔还会有些
令人悲伤的信息。几天前，微
信里又一个熟人意外去世。
我跟这位去世的先生算不上
朋友，却常常在一些场合遇
到，也曾因他总是在各式场
合发表激情昂扬的超时演说
甚至当众给人作诗而跟朋友
吐槽过他，觉得他是那样不
合时宜，甚至带着一些文人
的傻气和天真。年过六十，依
然孩子一样虚荣，总是将朋
友圈里已经发过的个人创作
的文字或者获得荣誉的消息
再群发给所有人。以至于有
那么几次，我被群发信息打
扰，立马生出冲动，想要将他
删除。但其实，我是能够理解
他的。他已经老了，不再被社
会需要，而他却放不下曾经
的光环，希望继续留在那些
热闹的生活中。

很快，他的工作单位就
在公众号发出怀念文章，短
短几个小时，就有五万人点
击。那些熟人的留言，将每一
个侧面的他呈现给众人。他
的父母，他的兄弟姐妹，他的
儿女，他的妻子，皆被世人知
晓。甚至，他买不起车子、书
房简陋、孩子一样沉迷于刊
发的文字……这样一些之前
不为人知的片段，都因他的
英年早逝而暴露于众人面
前。

我忽然觉得有些喧哗，
就对朋友说，何时我意外辞
世，世人也会这样给我写一
篇公众号文章，引来无数相
识不相识的人点赞吧？如果
那样，实在可怕。朋友感慨：
不知那时，能否有什么办法
不让世人知道我去世的消
息？到时你也会为我写一篇
纪念文字吧？

不，我要将朋友放在安
静的心里，永远地怀念，而
不是喧哗的朋友圈。我这样
想。

喧哗的朋友圈

□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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