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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举行的学生成人礼上，他和
我并肩站着，高出我一大截，俊朗的
脸上长着几颗青春痘。在年轻和激情
的海洋里，他表现出少有的亲昵，把
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我侧目注视这
只我曾牵过的手，手掌宽大，手指细
长，已完全是一个成年男子的骨型。

是的，不知不觉间，他就十八岁
了。闲聊时，曾经不止一次地和朋友
开玩笑说，现在要是用拳头教训他，
如果他还击，我大约已经不是对手了。

回想2000年的一个晚上，当他从
娘胎里来到这个世界上时，我甚至不
知道怎么去抱他。或许是用力过度，
或许是姿势不对，反正他在我怀里

“哇哇”哭个不停。当我用手去触摸到
他温温软软的小手时，他手指间传递
给我的细细的力量，让我初为人父的
幸福和喜悦，如同喝了一杯蜂蜜水。

在之后的几年间，他胖乎乎的小

手，时常带给我无穷乐趣。清晨，我
还没醒来，他会淘气地用手摸我胡
茬、挠我耳朵；我掏出香烟，他会强
行抢过打火机，给我点燃；我喝醉
酒，他会端一杯水，摇摇晃晃地递过
来……尤其让人气恼又好笑的是，当
他的愿望没得到满足，或我们无视他
的表达和要求时，他一边哭闹，一边
手舞足蹈。

至少在他小学三年级以前，他都
特别喜欢让我牵着他上学、回家。初
上幼儿园，他咬着嘴唇，神情紧张，
即使把我的手心攥出汗也不放，一番
好说歹说，他终于肯放手了，但小脸
上却是怎么也擦不完的泪水。放学在
校门里，当他在人群里搜寻到我时，
挥舞着小手狂奔过来，一把拉住我的
手……阳光下，我们一长一短的两个
影子，绝对是人间最美的画。

握住他温温软软的手，看着他灿

烂的笑脸，我觉得，所有的劳碌、辛
苦甚至委屈都烟消云散、不值一提。
那时候我就想，终会有一天，他会不
愿意再牵着我的手，会挣脱我的手，
一个人出门，一个人上学，一个人回
家。我以为这很遥远，没想到时间过
得这么快。

如今他的手，会握笔，会捧书，
会拿着手机玩游戏，以后还会牵某一
个女孩的手，但肯定不会让我再牵着
他。而像成人礼上他搭着我的肩膀那
样，这种亲昵这么多年来也不过三四
次。这就是不同于母子、父女的父子
关系——内敛、矜持，甚至还有一点
隔阂，不善表露心里的爱和牵挂，不
懂彼此如何相处。

因此我常常对他妈说，现在他三
天两头想回家，就不要阻拦、责怪
他。只不过多花几个车票钱而已。当
他某一天真的牵上某个女孩的手，当

他或为事业打拼或已成家立业时，你
盼他三天两头回来一次，他也许一年
半载都没时间陪伴你一回。

就像当年我的十八岁一样，一心
想着逃离父母、逃脱束缚，越远越
好；就像人到中年的我们，懂得父母
恩了，总想着多回去看看老母亲，奈
何杂事缠身，回一趟乡下如同去做
客。这是人生的阶段与过程。

十八而至，梦想以行，作为一个
零零后，他从现在开始，成年了。零
零后的世界我不懂，但作为一个父
亲，我唯愿他的手掌能越来越宽厚，
能尽早独撑起一片天地，能托举出不
悔的人生之路。歌曲《父亲写的散文
诗》唱道：“想一想未来我老成了一堆
旧纸钱，那时的儿子已是真正的男子
汉，有个可爱的姑娘和他成了家，但
愿他们不要活得如此艰难。”这，应是
天下所有父亲的心声。

每到一个城市，最喜欢的地方是菜场，充满
了浓浓的烟火气息，虽然杂乱，却温馨熟悉。在
这里，有最亲民的价格，最实在的货品，最热闹
的人情。在这里，我们还能感知四季的更迭，当
莴苣们被装在菜场附近的大卡车里，喇叭循环
播放：莴苣，莴苣，五元一捆，五元一捆。我就知
道，早春的季节，到了。莴苣的价格从高到低，
几乎一天一个价。从最初的八元到最后的十斤
五元的甩卖，就是春意逐渐的来临升温。

作为舶来品的莴苣，似乎更受西方人欢迎，
格林童话里的《莴苣姑娘》就是一个例证，不过
这篇文章一直给我的是惊悚感觉。

一对常年无子的夫妇，好不容易妻子怀孕
了，馋得无以复加。这个怀孕的女人偏偏看上
了隔壁巫婆家菜园子清脆碧绿的莴苣，每日里
想得茶饭不思神魂颠倒，男人找到巫婆，巫婆说
吃莴苣可以，要拿怀孕的孩子来交换。怀孕女
的馋嘴馋出新境界，同意了巫婆这个奇葩的想
法。童话故事的世界我们永远不懂，巫婆得到
那个女孩，那个女孩就叫莴苣姑娘，巫婆建了个
高高的房子把女孩囚禁起来，上上下下只用莴

苣姑娘长长的头发，后来结局还算喜剧，莴苣姑
娘遇到心爱的王子，战胜了巫婆幸福生活在一
起。可是每次我看见莴苣，总会想起莴苣姑娘
放下长发给老巫婆上下，头皮也总会有点发麻。

莴苣在英语里是 lettuce，包括茎用莴苣和
叶用莴苣，我们常说的莴苣是茎用莴苣，西方人
眼里，lettuce 更多的是叶用莴苣，其实就是生
菜，生菜和莴苣一样，叶子断了，有白色乳汁流
出，据说这是新鲜莴苣的循环体液，能让莴苣的
鲜美度大幅度提高。西方人更多喜欢凉拌，素
衣淡妆，吐气如兰。我们的莴苣食用办法可多
了，新鲜莴苣上市，素吃可以蒜泥凉拌，青翠碧
绿惹人喜爱；切丝炒韭菜炒竹笋，鲜香青翠颜色
宜人；荤烧里有鱼香肉丝、宫宝鸡丁、莴笋肉丝
等，莴苣都是当家花旦；莴苣咸鹅煲，红烧肉莴
苣更是珍馐美味。红烧肉的莴苣记得一定要留
一半嫩莴苣叶，吸收了肉汁的莴苣叶带了淡淡
苦味，却比莴苣块的美味更耐人寻味，给味蕾带
来特殊的清香鲜美，大快朵颐之余让人齿颊芬
芳。当然，有此美味的只是经历过漫长冬季的
莴苣，冬天大棚里的莴苣是没有此等口感的，暴

露在阳光空气和雨雪中的莴苣，经过雨露滋养
历练，吸收了天地精华，也自然味道鲜美。

我的小院也栽种了十几棵莴苣，小小的莴
苣苗在几年的大雪里，三四瓣被冻得红色的莴
苣叶在低温里几乎不长，叶子基本被冰雪封锁，
晶莹剔透下宛如施华洛世奇的透明美。等来
年，春天的莴苣像竹笋般蹿高，撑起绿裙蹁跹而
舞。砍断一棵莴苣地下的根，就有乳白色汁液
流出，回家拿起刀子狠狠削，一直削出碧绿剔透
的心，凉拌清炒，鲜脆得无话可说。

春天每次回老家，邻居总会送几棵新鲜的
莴苣，不管家里有没有，我们都会热情收下，不
仅仅是几棵莴苣，更是农村乡人的热情。

莴苣就是平常人的日子，平常人的幸福，幸
福的日子，就是小院里慢慢浸染的绿意盎然。

给鸡毛掸子下个定义：世界上最不科学的清扫工具。也
不知道谁发明了鸡毛掸子，更不知道它的最初功能是不是清
洁，反正我小的时候，家里的鸡毛掸子就是用来掸灰尘的。
那只威风凛凛的红褐色鸡毛掸子，在奶奶的手里上下挥舞，
所到之处灰尘扬起老高，待它们舞累了，又灰归原处。

它总是插在桌子上那个大大的青花瓶里，毛冲上，红褐
色的，饱满浓密。父亲每天清晨用它来掸那些心爱的瓷器，
手起灰扬，鸡毛掸子在空中划出优雅的弧线。我喜欢它的柔
软和神秘，常常趁父亲不在的时候拿过来玩儿，掸掸这儿，掸
掸那儿，甚至掸掸自己的脸，过瘾啊。

那时候它在我眼里不光是清洁用具，还是“玩具”，甚至
还能制造“玩具”，偷偷地拽下几根鸡毛，扎成鸡毛毽子踢。
当时能有个鸡毛毽子，在小朋友当中是很有面子的。当然，
毽子是决不能让父亲看见的，否则肯定鸡毛掸子又会变成

“家法”来收拾我。
这就是看似优雅的鸡毛掸子魔鬼的一面。白天惹了事

儿，晚上父亲下班回来，威严地坐在藤椅上问我们几个：谁惹
的祸？谁带的头？可气的是白天一起疯淘的弟妹，这时候就
会一起指向我：老大让干的！父亲不问青红皂白，严厉地看
向我。我也知道不用解释，在父亲眼里，我都是“惯犯”了，于
是知趣儿地伸出手，父亲就会视情况或轻或重地连打三下。
时间一长，看见父亲拿出鸡毛掸子我的心就忐忑。

鸡毛掸子的毛掉得差不多了，要更新，但一定要等到过
年的时候再换。一个鸡毛掸子多少钱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一
定不贵，因为好多人家都有，有灰色的，有褐色的，有黑色的，
但最好看的还是我喜欢的红褐色，高贵华丽。毛色是有质量
好坏之分的，上等的鸡毛掸子是用大红公鸡身上的毛扎制而
成。

慢慢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它渐渐地退出了我们的生
活，取而代之的是吸尘器等高级的清洁工具。偶然发现，如
今也有鸡毛掸子卖，可是它的价钱都能赶上收藏品了。很多
文人雅士在花瓶里配一个供掸——连名字都变得高雅了，代
表有胆识，出入平安；有讲究的人家嫁姑娘，陪嫁里要有一对
供掸，寓意壮胆儿，又有“家法”之意；乔迁镇宅；腊月二十五
打扫屋子扫除晦气；放爱车里保一路平安。

看着价格比鸡肉贵上几百倍的那堆鸡毛，我还是有想买
的冲动，不为别的只为怀旧，还有等我儿子不听话的时候，拿
出来“震唬”他：再气我，小心家法！

我书房窗外的大石头上，突然出现一只小狐狸在顾盼
自豪。一瞬间又跳上来一只共享风光。过了一会儿又挤上
来一只。最后一石不容三狐，一番你推我挤后，两只下台，
在草丛中拨拨弄弄后，追奔而去。那占石为王的，没了臣
民，一会儿也厌了，随后也蹦蹦跳跳地消失在林中。那一刻
我好像是在看野生动物纪录片，但又身临其境。惊喜快乐
难以言喻。惊喜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

自从我住进这山中，我和狐狸真正照面大概有三次。
一次是它在我书房外走道上，拖着条大尾巴、施施然走过，
害得我直想可惜不是狐狸精。一次是它从车道走过，看见
我坐在池边看鱼，停下来和我对望了一阵，走入树林，躲在
一株树后，又伸出头来，看我仍看着它且毫无动意，不屑似
的转身而去。我不知它原来是否要到池边来。另外一次是
我在林中，看见它在一棵倒下的大枯树干上，鬼鬼祟祟地，
然后突然跃下，看不清咬住一个什么样的鼠类，匆匆跑走。

另外我得知狐狸的行踪是靠听觉，而次数就相当多
了。一般是在黄昏时猫头鹰突然喝叫起来，然后就是狐狸
的反抗叫声，争吵相当激烈，显然是开始进行一场陆空大
战。因为位置时常变动，我猜狐狸是且战且走。有时猫头
鹰会招来一两只同伴合攻，而狐狸好像总是独力作战。大
概二三十分钟，一切又恢复安静。我知道猫头鹰吃不了狐
狸，狐狸也伤害不到猫头鹰，战事大概都是雷声大雨点小，
不了了之。但我每次都很懊丧，相距太远林木又密，无法目
睹实况。听叫声每次先发难的都是猫头鹰，它们高居树上，
狐狸又惹不着它们，我难免不为狐狸抱不平。

再者是听到一大群狗，锣鼓喧天地狂吼怒叫，从山西叫
到山东，从山上叫到山谷，满山乱转，有几次我看见它们在
我这个山坡下面边嗅边叫地跑，我猜那一定是追狐狸。狐
狸这时是不回嘴的。常常这样热闹个大上午或下午，最终
是听到这狗群声嘶力竭地鸣金收兵。我就知道大概又无功
而退了。我猜狐狸的策略是跑几个连环圈圈，然后岔出，留
下那些狗绕着这些圈圈跑到力尽而罢。其实这些狗恃强凌
弱，以众欺寡，被耍也是活该。

在这种陆空夹攻的情形下，我常想狐狸可生存得真不
容易，而难免为它们担心。现在看见这么活泼可爱的三只
小狐狸，我是不必杞人忧天了。狐狸真不愧是狐狸。

最近很喜欢读汪曾祺的书，其中
一本名为《人间草木》，封面上有几句
话格外有趣：“如果你来访我，我不
在，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它们
很温暖，我注视它们很多很多日子
了。”突然，就爱上了这种温暖的感
觉。如果一个人，在薄凉的世界里，
依然可以这样柔情地生活着，该多
美。他还有一本名为《食事》的书，用
极其细腻的笔调，为我们详细描绘着
各种小吃和地方风味，充满闲情雅
致。似乎他经历的每一件事，吃到的
每一种食物，都可以成为生命中极有
趣的经历。

我们往往敬仰那些名人，感觉他
们一定常常正襟危坐，吝于言笑。比
如著作等身的老舍先生，我总是怀着
无限敬仰的心情去读他的作品。等
我到了济南，特意去拜访他位于南新
街的故居。普通的小院子里，有荷有
泉，他在这里度过了人生中最为幸福
的时光。在《夏之一周间》等文章中，
老舍详细记述了他暑假中一天的生
活。“六点左右起床，自六点至九点写
作，九点以后写信，浇浇院中的草花，
和小猫在地上滚一回，然后读欧亨
利。十二点吃午饭，饭后睡一大觉；

下午备课弄讲义；六点吃晚饭，饭后
到齐大的花园去走半点钟，回家后，
洗个澡，在院中坐一会儿，听着街上
卖汽水、冰淇淋的吆喝，九点钟前后
睡觉。”而在他家的全家福相片上，还
赋上一首打油诗：“爸笑妈随女扯书，
篮里猫球盆里鱼。”此时，我仿佛感
觉老舍先生就如邻家的大叔，正微笑
着与家人逗猫、写字。

人们喜欢老树画画，因为在老树
画画中，你经常可以看到了一个民国
时期身着长衫的人，他嬉笑怒骂，却
将生活过得极有趣味。他幽默的文
风，充满禅意的画卷，格外受人青
睐。他画这个长衫的人在春天里扛
着一树花，淡雅的画面上写着几行随
口诗：“待到春风吹起，我扛花去看
你。说尽千般不是，有意总在心里。”
让人忍俊不禁。

其实，并不只是名人和大家具有
生活情致，我们周围的很多普通人也
生活得极有趣味。我的一位朋友，工
作之余喜欢自驾远行，而遥远的藏区
更是他的所爱。前往青海去看两湖，
那遥远的扎陵湖仿佛就在天边。而
最让人懊恼的是，那一路几十公里的
搓板路。朋友虎虎生风地把私家车

生生地开成了“拖拉机”。他回来笑
着对我们说：“你很难想象，那种酒窝
路的按摩效果，我生怕车里的哪个零
件被按摩得散架了。”

在缺氧的扎陵湖畔，天高云淡，
一切似乎都充满了空灵的意味。湖
边到处是玛尼石，经幡猎猎。而湖水
清澈无比，人仿佛会有一种时空停
顿，亘古不变的感觉，仿佛千年、万
年，这里的一切从未改变过。人与自
然有了一种融合感。于是，他在湖边
尽情地拍照，支起画板涂抹眼前的风
景。晚上，他在帐篷里露宿，看到了
最明亮的星空。回来后，他对我说：

“你知道吗？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艰
难到达处。”其实，人生莫不是如此。

我们是一个普通人，生活似乎在
上班、下班、家务中周而复始。可是，
你是否偶尔慢下脚步，看看这花红柳
绿的春天，在心中珍藏一份美好，并
将这种美好传递给他人。培养一种
爱好，读书、写字、画画、锻炼，让生活
充实而有趣味。

做个有情致的普通人，也许，生
活会瞬间美好起来。

狐狸邻居
□ 陶诗秀

鸡毛掸子
□ 夏学军

零零后已十八
□ 李美坤

做个有情致的人
□ 刘云燕

莴苣，早春的小清新
□ 李 军

花满垄 言燕华 摄

《北京女子图鉴》 编剧 张
佳 改编 余姗姗 定价：
42.00元

十年在北京，“漂泊”变
成了“奔跑”。

《朗读者》董卿 主编 人民
文学出版社 定价：52.00元

以节目为基础，增加文
学含量，提升阅读品质。

《怀旧》周作人 著 江苏
凤凰文艺出版社 定价：
32.00元

周作人的怀旧散文集。

《记忆中的时光》郭敖 主
编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定价：32.80元

新概念作文大赛二十
年作文精品选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