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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蓝山湖畔喝咖啡，看夕阳，看海浪，听
椰风，是前年的事。

桌子边就是一棵菩提树，张着翅膀，一枝
伸向蓝山湖，一枝顾着我们，只允许日光漏下
星星点点。像观世音，看护这人间，给需要阴
凉的人送来恰到好处的阴凉。

佛经上说，一念之间有九十刹那，一刹那
有九百生灭。一切轮回随时都在进行，须臾不
曾停歇。于是想到两个字：禅意。

于是“心”开始爬藤，就像春天的南瓜苗，
触须袅袅，伸向四面八方手。那么多“手”，是
要召唤什么吗？我不清楚。但我知道，那一刻
青春回来过，一瞬，又何止一瞬！

许多岁月，被不断堆上去的时光压扁，总
是有一些往昔被埋住，看不见。今儿因一杯咖
啡，牵出了隔风隔雨的初心。杯子突然好大，
大得像生活的海洋，又突然好小，小得若眼前
的小坐。其实咖啡本无心，有心的是喝咖啡的
人。

素华带的巧克力好苦，苦得不像样子，据
说是俄国货，百分之百的，不添辅料的，纯粹。

也许“纯粹的生活”都是苦的？

南山的咖啡也苦，但温和许多，香醇许
多，是“调和了的生活”。

认识了咖啡，还想认识咖啡豆，就好像认
识了鸡蛋，还想认识下蛋的母鸡。在海南岛的
求知欲，是从来没有过的旺盛。比如那天邻居
们拎几个袋袋回来，老远就撵着问：

是咖啡豆吗？
是五味子。
五味子五种味道吗？
大概是吧。
你们亲自尝过吗？
真实版的十万个为什么，估计人家都烦

死了。
几个旧同学在湖畔喝咖啡，聊天，吟诗，

拍照。连幼年的童谣也拎出来，细细咀嚼一
番，蓝山湖的大树小树都听到了，小灰兔子来
了，小白兔子也来了，嗅嗅脚，静静地。拎拎耳
朵，兔子抬头，眼睛清澈，坦坦荡荡，无忐忑，
无畏惧，不躲闪，很交心的样子。

三十年前，我们也是兔子，单单纯纯的样
子，就没有什么过夜的烦心事，天塌下来，睡
一觉烟消云散。青春是一棵四下通风的树，优
美、随意、舒张，轻松动地摇摆，没有窝风的地
方。

咖啡馆的院子里有一棵咖啡树，清秀妇
人模样，丰腴匀净，籽粒众多。第一次看到长
在树上的咖啡，爱得不得了，从那离开后，我
掌心里多了一枚青豆。生命中从来不曾有哪
一颗咖啡豆被我拥有过，熟悉咖啡的味道，不
熟悉咖啡的模样。原来它的青春是这个样子！
攥一颗青咖啡，一手掌的快乐。

一会儿高兴劲下去，我又自责了。一枚好
好的豆，最好的年华在它最恰当的地方，却因
为我的一念，丢失了生长的权利，再也不能成
熟了，它的理想壮志都成了泡影。

为了长成一颗可以磨成咖啡的豆子，它
曾那么努力，也许某一张桌子、某一只杯子、
某一个红唇，已在远方等候了许久。而我一时
高兴就摘了它，断了它的念想。咖啡豆会怎么
样？肯定伤心极了。

紧紧攥着它，我心想，要是能和母鸡孵雏
那样与它接通血脉就好了，用我的体温，让它
继续生长，长成它一直希望的样子！

生命可以像一张保存完好的旧底片，拿
出来重新冲洗，又洗出一个崭新的生命来吗？

春天，率领草兵花将，浩浩荡荡，兵临楼
下，满眼的绿，绿得放肆，绿得不可开交，绿得
无边无际。醉人的绿里，洇着红，粉红、绯红、
殷红、深红、大红……缀着白，浅白，银白，灰
白，纯白……这时候，你才迟钝地惊叹：春天
真的来了！

生活在四季模棱的城里，春天是万不可被
辜负的，冲下楼，漫步在青砖步道，像一个婴孩般
放松下来，剥掉世俗的外壳，放下所有的戒备，畅
然地被花香混合着草香紧紧拥在怀里。闭上眼
睛，深吸一口气，再徐缓地释放出去，整个人都像
被风摇落的一瓣花，在温柔的和煦里荡漾，恍若
半醒半睡在温软的摇篮里。

张开双臂，在花香的微醺里，徐缓向前，
猛一抬头，与一朵花的目光对接，心猛地晃荡
了一下，像一只安闲的鸟被落石惊起，扑棱棱
飞起，氤氲着一身落花的芬芳。你被眼前的景
象惊诧到了，仰望着那朵绯红色的花，被她的
美深深吸引并折服，平静的心湖被一朵盛开
的花激荡，荡起涟漪阵阵。你或许，从来没有
这么专注于一朵花，像专注于仰慕已久的女

神一样。你与花彼此没有言语，就那么专注地
对视凝望……

花不言，你不语。良久对视，对视良久，你
才把目光缓缓抽离。

当你欣赏一朵花的时候，那朵花正含情
脉脉地与你对视，与时间对视。在无涯的时间
荒野里，没有早一步，没有晚一步，你路过时，
那朵花恰巧敞开胸怀在等你。遇见，既美好。
花也芬芳，人也芬芳。

你下楼，被春天撞了一个趔趄，还没站
稳，又被一朵花狠狠撞了一下心房，宛若在春

天的路口撞见心仪已久的女神，紧张，激动，
又兴奋不已……只轻轻浅浅一瞥，便心旌荡
漾。整个春天，亦心旌荡漾。

与一朵花对视，在一朵花的眼神里，读懂
整个春天，读懂生命蓬勃的力量。

自由无拘，朝夕必争，努力呈现最美的自
己。在适宜的温度和适度里，马不停蹄，向世界
坦陈自己的芬芳。每一朵花，都涌动着生命的
力量。每一朵花，都蕴蓄着积极向上的昂扬。每
一朵花，都不会辜负任何一个春天！

设若，你仰视的那朵花是红色的，像血管

里不断涌动的殷红的血液，涌动的红如江河
奔腾不息，历经春夏秋冬的炼狱，终于酝酿出
一个骨朵，在某一个春天悄然绽放。为了这一
刻的绽放，拼劲全身的气力，抬起头来，骄傲
地站在枝头，若无其事地开着，仿佛从来不曾
受到任何磨难的洗礼。那份坦然的自若，踩到
尘土里，也掩盖不了迷人的芬芳。

你仰视的那朵花，可能是淡蓝的，或许是
浅白的，也可能是酱紫的，抑或是红白相间
的……万紫千红的花朵，在你万紫千红的仰
视里，是一条奔流不息的大河，是一座高耸入
云的山峰，是一朵云的一生紧紧依偎着另一
朵云……

你仰视一朵花，被一朵花感动，那朵花也
正被你感动，感动与被感动，何尝不是美在心
底悄然打开的一朵又一朵花。只要你懂得欣
赏和仰视，春天的花事是无边的，美也是无边
的。

湖畔的咖啡
黄圣凤

仰视一朵花
陈立明

前生似乎长在杏花
村，并且开一酒楼。什么
料儿都能够做成香喷喷
的饭菜。

从老家的树上轻轻
摘取十来棵香椿头，味
儿挺冲，这是自然的叶
香。

我的老家本没有多
少料儿，能够吃的屈指
可数，比如：稻米、玉米，
主要就这两样。麦子很
少，记忆中小时候看到
地里种过，较真回想，似
乎又不见了。山芋、芝

，集市里有卖的，平常
家里没有。逢年过节，山
芋干子、炒芝 还是常
常嚼在嘴里的，一个字：
香。果子很少，桃子、杏
子还是有的，梨子就少
见了，苹果长在国营农
场，只有看的份。所以，
论到讲见识，我算是人
群中最没有见识的了。
吃的是这样，其它也是。
我平生最怵到博物馆，
那些器皿，那些件儿，见
所未见，闻所未闻，整一个陌生的世界。机缘巧合，
后来与一古董店老板相识，买回一块龙洋，斯斯磨
磨玩了大半年，仍然感叹那龙的雕纹。有幸能够识
得万物，当真是一件幸福开心的事情。

抹眼一片黑，还是回到做菜上。
这十来棵香椿头，怎么做？用来炒饭吧。
香椿头人人都吃过，但用来炒饭还不多见。
先备好料：香椿头、小蒜、两只鸡蛋、剩饭、盐、

山西醋、生抽，还有罐装的油。
先用水洗净香椿头，那嫩丫里，上天慢慢沉积

下来的灰尘，很不容易洗呢。最近在看一个人写的
日记，上面有讲到：时代的一粒灰尘，落到一个人的
头上，就是一座大山。这让我在洗灰尘的时候，心里
突然生出一种沉重感。也许是我想多了，灰尘就是
灰尘，哪里是什么大山？

再洗净蒜。当下的蒜，从寒冬里走出来，有冬天
的凛、春天的和。懂点文化的人，都会拽一下：蒜是
蔬菜中的荤。听说和尚是不吃的。忌讳，都是人想出
来的，有一个聪明的，大家认可的人想出来，慢慢地
就成了规矩。事实上，这规矩经不得推敲。许多习
俗，放在科学的晒谷场中一晒，就成不了正形。

这两样东西，分别用薄刀切成沫，那香味就散
发开来。这种切法是讲究方法的。我小时候打过猪
草，切过猪菜，炼了十来年，刀功有基础。切出的段
儿，大小几乎相同，该粗的时候粗，该细的时候细。
放在一起，像沫，放开来，就是一个一个小小的段，
怎么摆放都有型。

然后把燃气灶打开，锅有响动，就用抹布擦净，
放上适量的油，等油起烟了，取来新鲜的鸡蛋。记
住，鸡蛋一定要新鲜的。小时候看报纸，看到上海一
到日本留学的，说吃鸡蛋都吃出鸡屎味了，我当时
就想，这个家伙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我在那个时
候，粗茶淡饭，常愁吃不饱。吃一枚鸡蛋，要等到生
日的时候。娘用勺子放在火中，把一个鸡蛋打开放
入，再加点红糖。那甜香味至今还留在颊上。

记住，鸡蛋要搅匀了，浑然一体，一点清与黄的
影子都见不到了，见到的，是新的不清不黄的汁。煎
的时候，薄薄地摊开，稍一成饼，就取出来，否则就
糊了，背面发黑，味儿就苦。蛋饼好了，就用炒蛋的
油，把香椿头和蒜沫放在油中炒，去青芒味，把自然
的芳香激发出来。我至今都不明白，现在的人们炒
菜喜欢放鸡精什么的。这些人真的把自然界赐给我
们的芳香糟蹋了。所以餐馆里的菜，吃一次两次还
行，两天一吃就腻味了。自己家里，粗茶淡饭，也不
会吃厌。正如漂亮的女孩子，不去用清水洗漱，而是
不断地涂脂抹粉，还去用医学手段整整形，把上天
给出的清丽糟蹋了。

等香椿头和蒜沫和香味一出来，就再把鸡蛋饼
放入，随手炒几下，放入剩饭。

这个时候，才到了关键时候。炒饭炒饭，重点在
炒。这种炒，就是不断地用锅铲翻来翻去。翻阿翻，
翻阿翻……直到炒饭呈现微微的黄亮色。这时候，
香椿头的天然香，小蒜的凛与和，鸡蛋的鲜与嫩，剩
饭的中与平，都一起焕发出新的味道。

一共就炒两小碗。妻盛了一碗，疑惑着。我说，
吃罢，吃就会感觉到，一切尽在不言中。妻吃了一
口，没有讲话，再吃一口，还没有讲话。我知道，那饭
需要三口以上，才会把味蕾激活。我等着那一个声
音：太妙了！太好吃了！事实上，这个时候，吃已经不
重要了，重要的是那个感觉和我的辛苦与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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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声啼散满天星
晨风徐徐 扑楞楞放逐
芳草叶尖的光芒

惊蛰已过
偶遇隔年的虫族
呼朋引伴 分外亲切

万物欣然学习春的守诚
青果点点是心得
蓓蕾灵犀 次第绽放
农家的心愿

我家祖祖辈辈都是泥腿子出身，没有
经商的遗传基因，我更是老实巴交，生性
胆小，少言寡语，高中毕业之前，没见过世
面，羞于见人。家兄弟3人，我排行老末，
平时很少上集买东西，更不用说卖东西
了。

俗话说，人到弯腰处，不得不低头。
1975年，我虚岁15，读初中二年级。时值春
末，青黄不接。一个星期五的下午，我不小
心弄丢了老叔送给我的视若宝贝疙瘩的
英雄牌钢笔，我吓得不知所措，不仅害怕
父母责骂，更担心没有笔写作业，完不成
学习任务，过不去老师那道关。在放晚学
回家的路上，我心里犹如15个吊桶打水七
上八下，魂不守舍，惴惴难安。好不容易煎
熬到家，放下书包，磨蹭到父母面前，嘴里
像包着个大胡萝卜似的，嗫嚅半天，才挤
出两句话来：“我把钢笔弄掉了，下星期上
学没法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了。”说罢低
头看两只脚尖，等待父母的责罚。看我十
分害怕蔫巴的样子，在家中又是老小，父
母没怎么发火，只轻轻地熊了几句，更没
有让我受皮肉之苦。但两位老人也感到十
分着难，不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当时正
赶上春荒头，家无隔夜粮，吃了上顿愁下
顿，连买盐打煤油的钱都没有，哪有钱给
我买钢笔呢。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坐
卧不宁，怄愁了一夜，几乎没有合眼。

星期六早上起床，我仍六神无主，没
精打采，不知如何是好。大哥知晓情况后，
两只眼珠子转动几下，说到：“俺老兄，这
好办，把我前几天钓的几斤黄鳝拎到集上
卖掉，买支新农村钢笔还绰绰有余。”大哥
的主意，宛如一股神风，一下子吹散了始
终笼罩在我心头上的愁云。终于有救了，
我的脸上立马由阴转晴，恨不得跳起来，
拥抱大哥一下。大哥雷厉风行，立马找来
蔑篓子，把养在窖池中的十几条大黄鳝，

一条条捉住，放入蔑篓里，交到我手上说：
“你把它拎到集上卖掉，保准够买一支钢
笔的。”听到叫我拎黄鳝到集上卖钱，头皮
立马就酥了。这简直要我的小命了。我从
来没有上集卖过东西，十分怕丑，更怕遇
见熟人，尤其怕碰见老师和班上的同学。
我央求大哥道：“我卖不好，你好人做到
底，还是你去吧！”大哥说：“眼下正赶插
秧季，一个劳力顶两个人使，我怎么走掉
呢！”父亲使老牛，更走不掉。姥爷和小哥
都是满劳力，同样忙于生产队插秧，脱不
开身。无可奈何之下，为了能继续上学念
书，吃过早饭，我只好硬着头皮拎着黄鳝
篓子上街，做了一回小贩子。

一路上，我好像做贼似的，见到熟人
就往路边上躲，不敢走大路，专门捡小路
绕着走。好不容易挨到街头上，见到熙来
攘往的人群，十分害怕，不敢抬头正眼看
人。最怕遇见了老师和同学，小脸无处搁，
怕他们心生疑问：庄有禄怎么能上街卖黄
鳝呢？那是小商小贩干的事情呀。如果真
的碰到了他们，眼前若有地裂子，肯定会
一头钻进去的。走着暗忖着，忐忑不安地
来到街沟中间，我急忙搜寻合适的出售地
点。向前走了40多米，忽然发现一小块空
场子，便闪了进去，把黄鳝篓子放稳，后退
到街沟南墙跟底下蹲着，低下头，用眼睛
的余光斜视街市上的往来行人。我心里仿
佛长满了小草，乱糟糟的，十分矛盾，不是

个滋味：既怕遇见了熟人，更怕无人问津，
卖不掉黄鳝，没钱买笔。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我的心提到
了嗓子眼，无比祈盼着尽快把黄鳝卖掉，
赶紧吹灯拔蜡，拍屁股走人，不在大街沟
里低眉垂眼了。心里怕什么，就来什么。忽
然瞥见有位女同学从前边走过来，吓得我
立马转过身子，面对着山墙，背对着大街，
深怕被她发觉。谢天谢地！好不容挨过无
比难熬的几分钟，没被发现，我十分庆幸
躲过了一场尴尬。

在我犹豫不决、想收摊子回家的时
候，一位中等身材、白净面皮、穿着讲究的
中年男子，手里拎着篾筐，款步走到我的
黄鳝篓子跟前，蹲下身，把篓子拎起来，掂
了几下，发现黄鳝大小十分匀溜，每条差
不多小酒盅粗细，上下蠕动，身上大都沾
着白沫，花纹清晰，滑溜抢眼，鲜活可人。
他轻轻地放下篓子，不慌不忙地问到：“这
是谁卖的黄鳝？”见状，我犹如看到了救命
稻草，急忙上前答道：“我卖的。”“多少钱
一斤？”“4毛钱一斤。”“太贵了！3毛钱一
斤卖不卖？”“我大哥说了，低于3毛5分一
斤不能卖。您瞧俺这黄鳝个头大，匀称。您
就给3毛5一斤吧，都卖给您。” 这位中
年男子，看我是乡下来的，半拉橛子，说话
实诚，又有礼貌，便发了善心，说到：“看
你实诚的份上，3毛5就3毛5吧，我都买下
了。”对话中，我仔细打量了中年男子一

番：五官端正，慈眉善目，讲话和风细雨，
像个有工作有文化的人。我暗自庆幸运气
真好，碰到个好买主。我随即说到：“大
叔，我没有称。”他觑了一眼旁边的摊主，
搭讪地向他借来一杆称，钩住篓子一称，
4斤6两。接着，他把黄鳝倒进他带的篾筐
里，再称一下篓子，不轻不重正好1斤，除
去皮，黄鳝净重3斤6两。中年男子称完黄
鳝后，看着我说：“小朋友，你算算摊多少
钱？”我稍加思索后答到：“1块2毛6。”中
年男子面带笑容地夸道：“小朋友算账又
快又准，真俏巴。”说罢从上衣口袋里掏出
一卷钞票，抽出一张1块的，一张两毛的；
又从口袋深处抠出3个2分的银角子，一
起交到我手上说到：“小朋友，数数看，没
错吧。”我点点头，他满意地走了。

生意终于做成了，我如释重负，仿佛
完成了一项伟大工程，心里特别熨帖。赶
紧拎起空篓子，快步向街北头的文具店走
去。到了文具店，花了7毛3分钱，买了根
黢黑发亮的新农村牌钢笔，喜滋滋地装进
口袋，宛如揣了个大元宝，一路上用手紧
紧捂着口袋，始终不敢松手，深怕不翼而
飞了。

园中即景
马显葆/配诗 流冰/摄影

卖黄鳝
庄有禄

1990年3月，受地委行署指派，
我和市直20名青年干部，去舒城查
湾乡扶贫。
写此文为纪念1990赴查湾扶贫

30周年。回忆当年那些风雨同舟的
年轻朋友，他们艰苦奋斗的事迹感
人，真正为查湾扶贫脱贫工作做出
了突出贡献。

两年之约
从修路拉开战场
一条盘山公路
将幸福连接了偏僻的山庄
群众走上致富路
查乡脱贫有希望

两年之约
村村通上电网
一座座水泥石桥
横跨村边河流溪水上
方便了生产生活
村民们一致夸奖

两年之约
整治了水土流失
封山 育林 造林
留住青山绿水
保护了生存环境
惠及子孙家园

两年之约
大力发展多种经济
推广低产茶园改造
名优茶 抓试制
小兰花处处飘香气
茶农们增产增收心欢喜

两年之约
科技兴农进村庄
办班到村 培训进户
引进板栗良种
传授嫁接技术
让铁杆庄稼在查湾乡处处生长

难忘91年洪灾
田毁 路断 倒房
队员们与乡村干群风雨同舟
日以继夜战斗在工地上
铺路 修桥 赈灾 建房
让受灾村民的房舍新颜绽放

那年初春中午
大火烧在太阳尖林场
山上锣响催人急
工作队和乡村干群一齐上
面对熊熊火势
没人畏惧退让
争先恐后勇敢扑进火场

手执树枝农具
自动组成人墙
不顾大火烤焦了眉发衣裳
拼命地扑打山火
要与烈火较量
没有人装怂退让
没有喝水没有吃饭
坚持奋战六小时 直至山火扑灭

扑灭山火的战斗
经历了生与死考验一场
使工作队员们更加成熟坚强
两年之约铭记不忘
战胜困难 勇敢坚强
在收获的喜悦中完成任务离乡

查湾，两年之约
曹光森

周五上午，我正在办公室审阅竞标公司的资料，父亲打来电话：“荣
光，明天来家一趟。”我刚想问有什么事，父亲就挂了电话。父亲的话就是

“圣旨”，尽管父亲从纪委退休后也是如此。一般没什么重要的事，父亲是
不会叫我回去的。第二天，我驱车回镇上的老家。从县城到老家也就半小
时的路程，刚下车，父亲就指着一只水桶对我说：“带上这桶，跟我去水
库。”桶里装的是只大乌龟，龟壳上还有可辨的字迹。我疑惑地问父亲：

“就为了这只乌龟叫我回来？”父亲严肃地看着我说：“你去放生它。”
又一个周四上午，我在办公室继续审阅竞标公司的资料，父亲打来电

话：“荣光，周六来家一趟。”说话的语气很坚决。周六上午，我驱车回老
家，刚下车，父亲指着一个挂在院中桂花树上的鸟笼对我说：“带上它，跟
我去街后的树林。”鸟笼里关着一只黄鹂，我不满地问父亲：“就为了这只
普通的鸟叫我回来？”父亲紧盯着我的眼睛说：“你去放生它。”

竞标截止日期临近了，这天上午，从小看我长大的父亲的战友黄叔来
找我，询问这次人民广场的竞标情况。黄叔也是这次竞标者之一，他闪烁
其词，话中有话。我给黄叔倒了杯水，这时电话来了，是父亲打来的：“荣
光，马上来家一趟。”我忙说：“我这有事呢，再说我这里还有客人。”电话
那头的语气还是那样坚决：“不管什么事，立刻回来一趟。”我送走了黄
叔，立刻驱车回老家，刚下车，父亲指着一个兽笼对我说：“带上它，跟我
上山。”兽笼里装着一只白狐，妩媚的眼珠正水汪汪地盯着我。

下山的路上，我终于爆发了不满：“就这些小事，几次三番地叫我回
来，局里很多事还要我处理……”父亲放慢了脚步，打断我的话，说：“小
事？你认为这是小事？今天你黄叔去找你了吧，他在我这碰了几次钉子
了。”父亲停下脚步，回过头来，看
着默不作声的我，继续说：“这水里
爬的，天上飞的，连这聪明一世的白
狐，都能进了套，何况你了，如果哪
天你也进了网，谁来放生你？”

放 生
何圣林

小小 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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