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麻屋子，红帐子，里面住着个白胖

子……”

这是父亲给我打的谜语。 父亲生前

最爱吃花生。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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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那年冬天， 奶奶像往常

一样给姑姑和父亲一人几荚花生， 交待

他们好好呆在家里，然后去河边洗衣。谁

也不曾想奶奶这一去竟成了永别。 奶奶

在洗衣服的时候突然晕倒， 抬回家后没

留下一句话， 丢下两个年幼的孩子猝然

离世。 没有人知道奶奶到底得的是什么

病。奶奶去世不久，开了一家棉花铺的爷

爷就继娶了后奶奶。 后奶奶对姑姑和我

父亲非常疏离。姑姑成了我父亲的依靠。

白天黑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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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姑姑独自笨拙地照顾

着幼小的父亲。姑姑出嫁那天，坐在晒匾

里的她先是不停地啜泣，继而嚎啕大哭。

客人只知道新娘出阁时坐晒匾哭泣是本

地习俗，却不知道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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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新娘是因

为放不下自己的弟弟而大哭。

姑姑出嫁以后，爷爷忙着养家糊口无

暇顾及父亲，后奶奶又有了自己的第

3

个

孩子，对父亲不管不顾。 父亲成了无人看

管的“ 野孩子”。父亲

9

岁才进了学堂，放学

后还得到爷爷的棉花店里帮忙干活。 爷爷

背个“ 大竖琴”手握木槌一锤一锤地弹击着

震颤的牛筋弦 ， 父亲就在 “ 嘡———嘡

嘡———”的音调声中给旧棉絮撕旧纱。

每到暑假，棉花店生意清淡，姑姑就

会托人捎来口信让父亲去住几天。 得到

爷爷的允许， 这个在家战战兢兢的十来

岁少年，像蹦出五行山的孙猴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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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里坑洼的泥土路上，一个人用跳跃、奔

跑来表达自己的狂喜。

每次说起那段日子父亲都眼睛发

亮。 他在那时还打过一场架。 那天，几个

伙伴在煨花生，父亲也凑了过去。男孩说

花生是他的想吃得用知了交换， 父亲把

自己唯一一只知了给了他， 他却耍赖不

给花生。俩人争执着就打了起来。男孩眼

见着要输了， 他随手捡起石块朝父亲额

头一砸，转身就逃跑了。看见满脸是血的

父亲，姑姑心疼坏了，带父亲包扎好，就

赶到男孩的家里讨说法。 男孩的父母陪

了一堆好话，还塞给父亲几个鸡蛋。父亲

却固执地说不要鸡蛋只要花生。

在我的印象里， 姑姑是最疼我父亲

的。 碾了新米摘了时令果蔬一大早步行

一个多小时带给父亲尝鲜的，是姑姑；看

到父亲累了瘦了就忧心忡忡一心想着多

养几只鸡的，是姑姑；每年在父亲的生日

那天都要送来粉干、鸡蛋、花生的，还是

姑姑。这样的姑姑，她怎能看着自己最挂

心的弟弟受人欺负？

十多年后， 那个和父亲打架的男孩

成了姑姑的大女婿。

父亲为了吃花生打架后， 姑姑就决

定从自己家的菜地里清理出一畦种花

生。 姑姑不知听谁说， 沙质土种出的花

生，会格外香甜饱满。 姑姑要去挑沙子。

姑夫一声不吭地接过姑姑肩上的担子，

到丰溪河的河滩来来回回挑了好几畚箕

沙子， 和一畦刚收了蚕豆的菜地掺和在

一起，种上了花生。

从此后，姑姑种的花生，父亲一生不

曾稍离。

记得好多年前的秋天， 一到收花生

的时候，父亲就带上我们去姑姑家。看到

那一畦黄绿色的花生地， 我们按捺不住

跃跃欲试的心情。 姐姐用小条锄黛玉葬

花般一小锄一小锄斯文地刨挖。 我直接

扎起马步抓住花生藤像鲁智深拔垂柳一

般，用尽气力把一蔸花生连根拽起。因为

用力过猛， 泥沙随着拔出的花生荚果溅

到我的脸上，惹得姐弟们哄堂大笑。我顾

不得他们的嘲笑， 提起手中的一咕嘟花

生，炫耀着收获的喜悦。 父亲蹲在地头，

一边和姑姑整理我们刨出的花生， 一边

看着刨花生的孩子们，脸上堆满笑容。

一年四季， 我家那个圆柱形的玻璃

罐子里总是装有花生。父亲钟爱花生，我

们姐弟几个口味随了父亲也爱吃炒货。

我们常常认真的把罐子里所剩不多有三

粒米四粒米甚至五粒米的几荚花生搭配

均匀，平分着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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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那个和往年一样明晃晃的

夏天， 已经年过七旬还能背着沉重的摄

影包跋山涉水去拍风景的父亲， 突然就

病了。 一开始，父亲总是说颈椎不舒服，

每天牵引不能缓解， 去医院检查，

CT

显

示父亲的脊椎旁边有个阴影。 在县医院

当了

30

多年药剂师的母亲心里一紧，不

祥的预感像一块黑布， 从头到脚把她给

罩住了。 母亲慌了，忙陪父亲去上海。 长

征医院的一纸诊断书把我们全家击垮：

肝癌晚期。 癌细胞扩散肿瘤压迫到脊椎

神经，手术、化疗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父亲住进县医院保守治疗。 中秋节我们

接父亲回家过节。姑姑也来了。她拎来一

大袋新收的花生，一荚荚干爽饱满，个头

均匀。 花生煮熟后，父亲没有吃。 他靠在

躺椅和一直握着他的手的姑姑说着话。

那天晚上， 或许是看到至亲的人都陪伴

在身边，又或许是因为过节，依赖曲马多

被病痛折磨两颊都凹陷下去的父亲，一

直在轻轻地笑，慢慢地说。他平静的样子

就像窗外墨蓝色夜空上的一轮明月，清

凉、缥缈。两天后，父亲又送进了县医院。

姑姑接到我父亲病危的电话时，她

正在大表哥家后院刨挖花生。 姑姑从乡

下一路哭着来到医院， 又从医院一路哭

着陪父亲回到家。 中秋节后第六天的那

个晚上，

72

岁的父亲在我们悲恸的哭喊

声中渐渐褪了颜色， 一寸一寸沉入黑洞

洞的夜。姑姑坐在床沿，握着我父亲冰凉

的手，崩溃大哭。 我第一次见姑姑哭，而

且哭得这样绝望。

姑姑再也不种花生了。

父亲走后的第三年， 姑姑因为疾病

也去世了。姑姑过世后，我有时会在剥开

斑驳的硬壳、馥郁的花生香散发之际，陷

入无穷无尽的想像：在另一个世界，姑姑

挑了好几担沙子和一畦泥土掺和在一起

准备种花生， 父亲满脸笑容地在一旁帮

忙。姐弟俩在沙质土里撒下花生种子，然

后坐在地头说着话。这时候，父亲给姑姑

出了一个谜儿：“ 麻屋子，红帐子，里面住

着个白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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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栀子花开

,

端午向我们走来。

童年对我已经十分遥远， 但那山上

的栀子花香一直弥漫脑海。于是，我便想

起唐诗“ 鹤发垂肩尺许长，离家三十五端

阳。儿童见说深惊讶，却问何方是故乡。”

我的童年是在武夷山下度过的。 那里山

路十八弯，水路九连环。 翠竹满山坡、茶

树一行行。 是连四纸、河红茶的故乡。

小时候，我寄养在乡下奶娘家，他们

对我视同己出。 端午前夕，时值仲夏。 山

外闷热潮湿， 山里早早晚晚还是凉爽宜

人，特别是那山中溪水彻骨透凉。 早晨，

浓雾包裹大山，山头在云雾中时隐时现，

几声清脆的鸟鸣从竹林里传出， 划破寂

静的大山。 爹身着短褂、脚穿布鞋，腰间

别把柴刀，肩头扛根扁担上山砍柴，身后

跟条东嗅嗅西嗅嗅的大黄狗。 约摸一顿

饭功夫，爹晃晃悠悠挑担柴火返回家中，

坐在门槛上歇气、吸烟。 一会，他收起烟

杆，向掌心吐口唾沫，双手握住锄头在房

前屋后锄草。 裹着泥土的草根东倒西歪

地躺在地上，散发出泥土芳香。 锄完草，

爹围住墙脚里里外外遍洒雄黄酒， 并边

洒边唱：“ 五月初五端午节， 虫虫豸豸门

外歇。 ”再在大门、后门两边插上一小捆

刚砍来的艾草和菖蒲。 听老人讲雄黄酒

能驱蛇； 艾草和菖蒲的芳香气味能驱蚊

避邪。 看到叶子上带白毫的艾和挺拔碧

绿的菖蒲插上门庭， 我们家便有了端午

节的气息。

上午，浓雾散去，炊烟升起，太阳穿

过山谷照亮村庄。奶奶坐在屋檐下，鼻梁

上架副老花镜举起针线缝制香囊， 囊内

塞有朱砂、雄黄、薄荷、艾叶等芳香开窍

的草药，供小孩吊在胸前驱蚊辟邪。

长相富态的娘， 有双又黑又亮的大

眼睛。她蹲在屋后，用毛竹筒里流下来的

山泉水，洗刷一片片青青的箬叶。再把浸

泡过的席草、箬叶晾干水分，把泡在木盆

里的糯米倒入筲箕沥干水， 放入半调羹

白碱，拌匀。娘开始裹粽，她坐在竹椅上，

把一片大箬叶和一片小箬叶错开叠成漏

斗状，灌入糯米压实封住斗口，用席草扎

紧，一只有棱有角的粽便裹好。我给娘打

下手，把粽边多余的箬叶柄剪平，十只一

串编好草绳浸入水桶中。

晚上，初月升上天空，屋外传来阵阵

虫鸣。 娘守在厨房煮粽。 她坐在小板凳

上，不时往灶膛里塞块柴，那火苗舔着木

柴映红了她的脸庞。 放在缸盖上的一盏

油灯，把她身影拉的老长、老长，空气中

散发缕缕粽香。我在八仙桌上做作业。夜

深了，便趴在桌沿打瞌睡，睡梦中迷迷糊

糊听见娘喊粽好了。我睁开惺忪睡眼，面

前有娘剥好的两只粽， 我大口大口地吃

起来，那热乎乎的金黄色碱水粽，吃在嘴

里糍糍粘粘，又香又甜。 吃完粽，我枕着

“ 哗哗”流淌的溪水进入梦乡。

第二天早上，天边现出一片火烧云；

大公鸡站在柴垛引吭高歌； 几只麻雀在

柚子树上“ 叽叽喳喳”闹个不停。 今天是

端午节，娘给我穿上新衣服，胸前吊只香

囊和装有鸡蛋的七彩丝线网兜。 上午吃

过粽、茶蛋、包子后，娘还要我再吃一瓣

蒜头，那蒜头虽然煮熟了，吃到肚里仍有

点辛辣，我不喜欢吃。 但拗不过娘，她说

吃蒜头能杀菌。 我吃完蒜头用手抹一把

嘴巴，“ 咕咚、咕咚”灌几口冷茶，便跑去

找小伙伴们玩耍。比谁胸前的鸡蛋大；与

小朋友顶蛋，看谁的硬；满山坳跑，摘栀

子花过家家。 中午，饭桌上摆满红烧肉、

清炖鸭、香菇白菜、鸭杂炒水笋、薄荷炒

螺蛳壳等美味佳肴。 其中炒螺蛳壳是端

午节的必备之菜， 据老辈人传端午食田

螺眼睛光。吃完中饭，我和小伙伴们顶着

热辣辣的太阳，沿着崎岖山道，来到山外

河边观看龙舟比赛。这时，河床两岸早已

人山人海，有撑伞的妇女、有拿芭蕉扇放

在额前遮拦阳光的老奶奶、 有肩头驮着

小孩的叔叔、 有坐在树桠上观看龙舟比

赛的顽童。 路边有卖枇杷的、 卖乌米饭

的、炸韭菜饼的；还有背木箱卖冰棍的，

肩头扛根草棒闲走的，上面插满风车、风

筝、气球的小商小贩在人群中穿行；各种

吆喝叫卖声不绝于耳。不一会，河面上传

来“ 咚、咚”的锣鼓声，只见划船的汉子们

身穿短褂， 分两排坐在竖有三角形彩旗

的龙舟两侧，在“ 咚锵、嘿哟，咚锵、嘿哟”

的鼓、号声中整齐快速地划动船桨，几条

龙舟争先恐后，箭一般向前射去。大人小

孩欢呼雀跃，为龙船呐喊、助威。顿时，平

静的河面变成欢乐的海洋。

梅雨季节， 天地如一轴水墨淋漓的

倪瓒山水。屋后杨梅树枝斜倚墙头，似古

画，留白写意，自生风雅。

梅雨淅沥，杨梅溜圆，形如枇杷，通

体长满纤细小刺。日渐成熟后，细刺变得

柔软绵滑。 枝干虬曲，树姿孤高峻挺，一

颗颗或紫或红、晶莹透亮的杨梅，映射阳

光，凝翠流碧，玲珑诱人，赏心悦目。

杨梅肉丰质糯， 酸甜可口， 汁多味

甜，果核细小，入口清香。淋几场透雨，新

鲜成熟的杨梅红里透黑， 远望去总是让

人浮想联翩，惹人垂涎。 轻风吹拂，酸甜

青涩的香味扑面而来。满目的杨梅果，在

青色天幕下呈现透明质感， 构成一幅浑

然天成的水墨画。

故乡的杨梅不打农药，不加催熟剂，

吸吮饱满阳光和自然甘露，自在生长。我

喜欢驻足凝望，禁不住摘一颗杨梅入口，

轻轻一嚼，齿颊间顷刻弥漫一股甜汁。酸

涩清甜的滋味堪称一绝， 爆浆的果汁让

味蕾陷入鲜美的沼泽中。酸甜之间，仿佛

闻到杨梅花的清香，阳光的味道，河畔芳

草的气息，让人回味无穷。

杨梅又称圣生梅、白蒂梅、树梅，乃

果中珍品，具有很高的药用和食用价值。

杨梅素有“ 果中玛瑙”之称，文人墨客对

杨梅情有独钟。 北宋苏东坡曾云：“ 客有

言闽广荔枝何物可对者，或对西凉葡萄，

予以为未若吴越杨梅。 ”比起荔枝，苏东

坡更爱杨梅。“ 未爱满盘堆火齐，先惊探

颔得骊珠。”陆游把杨梅喻为龙颌下的明

珠，可见杨梅为宋代夏日首选佳果。“ 筠

笼带雨摘初残，粟粟生寒鹤顶殷。 ”宋代

方岳把杨梅艳如丹顶鹤鲜红肉冠之色描

摹出来，令人拍案叫绝。“ 旧里杨梅绚紫

霞，烛湖佳品更堪夸。 ”明人孙陛借杨梅

倾诉心中的缕缕乡愁。

黄梅天， 燠热闷湿， 南方人易犯风

湿、脚气病症。《 本草纲目》载，“ 杨梅可止

渴、和五脏、能涤肠胃、除烦愦恶气。 ”雨

后初霁，暮色清凉而欢悦，庭院中置桑木

桌，杨梅叠放青花盘里，圆润青碧，村姑

一样，内敛且忧伤。取一捧色泽光鲜的杨

梅，做成酸甜爽口的冰镇杨梅汤，生津止

渴又健脾开胃。 乡野生活，缱绻温馨，雅

致而有禅意。

杨梅除了鲜吃、冰镇，还可腌制成酸

甜可口的杨梅干。 母亲喜欢把杨梅洗净

放在竹匾里，曝晒数日。 再配以白糖，蒸

透晾干，便制成杨梅干。母亲做的杨梅干

味道甜美，有一种醉人心田的滋味。

杨梅酱也是乡间的佳馔。 作家郑逸

梅赞之：“ 梅酱为家厨隽品 ， 涂面包啖

之，味绝可口。 ”村妇采来青梅，盐水浸

泡后 ，在土灶上柴火熬煮 ，去核搅拌 ，

果酱由黄绿转深褐，完成蜕变。 凉拌黄

瓜或西红柿时 ，淋上新制杨梅酱 ，美味

可口。 灵动的蔬果 ，如幅幅水墨小品 ，

隐逸着一份轻盈和厚重，令人顿生不知

今夕何夕之感。

梅子酿酒， 十里清欢。 杨梅浸于米

酒，兑少量红糖，堪称消暑佳酿。 抿上几

口杨梅酒，令人气舒神爽。 喝杨梅酒，嚼

塘鳢鱼，嚼青蚕豆，嘬青螺蛳，最是暖心

熨帖， 顿觉天地宁静， 不由忘却喧嚣尘

事。梅酒入胃，甜润的果肉顷刻化作酽酽

汁水，满口酸甜，沁人肺腑，心旷神怡。

杨梅亮艳于庸常生活里，温婉清美，

恣意安然。黄梅天，啜一口故乡的冰镇酸

梅汤，尝一口青梅佳酿，一如东坡眼中雪

沫乳花、蓼茸蒿笋，都是清欢。 而我更喜

欢故乡的酸梅汤， 乡愁缭绕中， 尘世渐

远，岁月绵软而悠长，心中弥漫着田园生

活的清苍疏旷和平和恬淡。

“ 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

远， 则至者少。 而世之奇伟 、瑰

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

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

也。 ”北宋名臣王安石借游褒禅

山之旅道出其对人生攀登、干事

创业的感悟，引人思考。

追风赶月莫停留，无限风光

在险峰。 奇峰险峦因山高林密、

路途艰险而人迹罕至，然而每一

座都是登山爱好者的挑战坐标，

他们通过一步步地海拔提升，既

丈量了大山高度，也攀登出人生

高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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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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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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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原国家登山队队员夏伯

渝

,

从珠穆朗玛峰南坡出发 ，经

过

7

天，凭借义肢登顶世界最高

峰。 他的这段传奇经历，被制作

成纪录电影《 无尽攀登》 ，夏伯渝

用不一般的人生足迹生动诠释

了人类征服险阻、探索未知的攀

登精神。

一往无前，要敢于攀登。“ 世

界上没有坐享其成的好事，要幸

福就要奋斗”。 最美的风景属于

山顶，幸福和美好未来也属于敢

于攀登的人。 近现代史中，国家

在复兴过程中，也遭受了各种各

样的磨难，伟大的事业和成功从

来都不是康庄大道，往往是猿猱

欲度愁攀援的奇险山路，风雨过

后的彩虹便是对攀登者最好的

奖励与肯定。

勇毅笃行，要坚持攀登。 从

整理中医药典籍到走访名老中

医，历经数百次实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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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

失败发现青蒿素的屠呦呦团队；

坚持十几年如一日地训练，最终

在北京冬奥会上夺金的徐梦桃；

苦练刺绣手艺，绣出别样人生的

“ 独臂绣娘”陈再英。山脚下的人

最多 、山腰上次之 ，山顶上是最

少。 为山九仞，恒心与毅力才是

成功的不二法门，只有在旅途凝

练坚定的恒心，在行进中磨砺坚

韧不拔的毅力，才能在困难重重

的环境下顺利抵达初心的彼岸、

事业的高峰。

没有比脚更长的路，也没有

比人更高的山。 攀登的是高峰，

也是人生。 我们要砥砺“ 世上无

难事，只要肯登攀”的决心、锤炼

“ 寒暑不能移，岁月不能败”的毅

力、拿出“ 青史见此世，明台空净

思 ”的智慧 ，方能一览险峰的无

限风光。

很长时间， 我执着于文字的

练达与优美，近乎病态地享受着

平平仄仄的韵味。 在这条道路上

走得久了，也渐渐地迷失在形式

的繁花中，忘却了“ 我写我心”的

初衷。

我记得小学某个夏夜 ， 躺

在木板床上 ， 思绪翻飞 。 具体

想了些什么 ， 我记不清了 ， 能

记得的是那种被灵感击中 、 像

是触电般的战栗感 ， 以及一股

“ 我必须写点什么” “ 我必须做

点什么 ” 的难以抑制的冲动 。

我猛地从床上弹起 ， 迅速打开

电灯 ， 将情感倾泻于纸上 。 这

是我有记忆以来， 第一次自发、

自觉、 自愿“ 写作”。 我感到内

心前所未有的安宁 ， 感到了心

血哺育的巨大成就。

于我而言， 在漫长的成长道

路上， 文字始终充当着有用、有

趣和陪伴的角色。 我常想，那些

不时在我脑海中跃动的文字，究

竟是耗了多大的力气，才能穿过

重重的时空之壁，义无反顾地来

到我身旁。 无数个日夜，是它带

我遨游万千世界 ： 领略山川锦

绣 、体验人生百态 ，尝遍忧惧苦

乐 ，感悟本我非我 ，使我能从古

今先贤的智慧中汲取养分，从而

让理想照进现实。

文字带给我的， 亦是让我充

满热爱并愿终生保有激情的奥

义 ， 保有充盈的成就感和价值

感 。 这是我能堂堂正正立于天

地， 并且不断前行的内在动力。

如果剥离这种情感，丧失人生方

向，充满溺水感的灰色片段。

我刚步入社会，充满激情，期

待创就一番事业。 但现实却狠狠

地给了我一记耳光。 不知道从何

时起 ， 我就陷入了渐渐被边缘

化， 不断自我否定又不断自愈的

人格撕裂的泥淖。

“ 人生就这样了吗？ ”“ 仅仅

止步于此了吗？ ”

“ 只能屈服于现状及所谓的

命运了吗？ ” 一遍一遍，我反反复

复地自问。

这么多年读过的书， 这么多

次辗转的沉思，这么多摧毁又重

建的顿悟，又算什么呢？

我在想“ 人为什么要向死而

生呢？ 活着又是为了什么呢？ 我

可以为这个世界做些什么呢？ ”

想着想着，就这样恍然度过了诸

多年岁。

所幸，时至今日 ，我也能时

常惊喜于工作上的进步 ， 从而

收获快乐与成就 。 这种温暖的

正能量紧紧包裹住我 ， 让我学

会收敛内心不完美的自己 ，从

而感到切肤的存在感 、 感到自

我的意义与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