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熟悉的气味
■孙道荣

回乡，探望生病的小姑父。
小姑妈要留我们吃饭。以前，他

们家都是小姑父做饭，现在小姑父身
体不好，显然不能下厨了。我们怕给
两老添麻烦，坚持要告辞，小姑妈笑着
说，你们不要以为，只有你小姑父会做
饭，我也会做的，你们今天一定要留下
来，尝尝我的手艺。

那就从命吧。
我们继续在客厅闲谈，小姑妈走

进了厨房。不一会儿，从厨房里飘出
丝丝缕缕的气味。我不自觉地嗅了嗅
鼻子，闻出来了，是油焖茄子的味道。

妻子也经常做这道菜，而且，特别好
吃。我看过她怎么做这道菜，用重油，旺
火，直到将茄子炒软，酥熟，菜油完全浸
润到茄子中了，再撒入葱花、姜末、料酒、
酱油、白糖、精盐，烩炒几下，出锅。妻子
说，这道菜的要诀是油要多。

但从小姑妈家厨房里飘出来的油
焖茄子的味道，是不一样的，你嗅到
的，是茄子在热锅上干炒所散发出来
的茄子自身的味道，带着一点青涩，一

点清香，还有一点点煳味。这气味飘
入我的鼻孔，倏忽就钻进了我的脑海，
陌生，又似乎很熟悉。

我想起来了。我曾经如此熟悉这
气味。小时候，奶奶就是这么烧茄子
的。我是奶奶带大的。那时候很穷，
菜油很少。奶奶烧茄子，都是先用干
锅烘焙，直到茄子完全熟蔫了，再倒入
几滴菜油。盛上来的茄子，表面漂浮
着几滴油星，看起来也油油润润的样
子，入口，先是一点点菜油香，咀嚼一
下，则是纯粹的茄子味道。

从小就吃惯了奶奶烧的茄子，以
为天下的茄子，都这个味道。长大了，
很长一段时间，不习惯饭店里油焖茄
子的重油味，感觉太油腻了，失却了茄
子自身的清香味。

奶奶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多年了，
我以为我再也尝不到她做的饭菜了，
没想到，在小姑妈家，再次嗅到了这熟
悉的味道。显然，小姑妈继承了奶奶
做菜的方法。我确信，那是我吃过的
最好吃的茄子。

从每一家厨房里，飘散出来的，都
是饭菜的香味，一样的烟火味。但你
细嗅嗅，其实是不一样的。

我有个老邻居，是北方人，特别喜
欢吃醋，不管烧什么菜，都喜欢加点
醋，就连做汤也不例外，从他家厨房里
飘出来的菜香里，就总是裹挟着一股
浓浓的醋香，让我这样不喜欢吃醋的
人，闻着就腮帮子发酸。有次我和他
儿子一起吃饭，菜一上桌，他儿子就让
服务员拿来一碟醋，他吃惯了爸爸烧
的饭菜，菜里没有醋，他觉着不够味。

二楼还有一户人家，全家人偏爱
肉食，经常炖牛肉、排骨什么的，持续
时间又长，从楼下悠悠地飘上来，上了
三楼，上了四楼，一直蹿到我们家的六
楼，越过我们家厨房的窗户，漂浮进
来。空气里，弥漫的全是肉香。

如果你鼻子够灵敏，到了做饭的
时间点，你经过楼道，或探身厨房的窗
外，嗅一嗅，就能判断出丝丝缕缕的气
味，都是从哪家飘出来的。你家的饭
菜香，我家的饭菜香，他家的饭菜香，

各种各样的气味，在空中相遇，纠缠，
然后一起升腾，扩散。也许你无法分
清，哪一缕是哪一家的，但你应该熟
悉，并能够从众多的气味重分辨出来，
自己家的那一缕。

有一次，妻子加班，我只好下厨。
手忙脚乱，弄得厨房一片狼藉，烟雾缭
绕。我拉上了移门。正一头大汗地忙
碌着，忽听到门外，放学回家的儿子
喊：“爸，你在烧饭吗？”门是关着的，儿
子怎么知道是我在做饭，平时都是他
妈妈在做饭的啊。儿子说，这还不简
单，我一回家，就闻到厨房的气味了，
跟平时的完全不一样，肯定不是妈妈
在做饭，那不就是你了吗？

厨房的气味，是我们最熟悉的家
的味道，都是独一无二的。

夜航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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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独好 ■ 俞小男

摇橹船上的西溪
昨日午后阅读，翻到了周作人的《乌

篷船》，便很想念儿时坐过的小船了。如
今那样的小船，也很少见了。倒是在电
视上，看到西溪有稍大的摇橹船，可以坐
着边喝着龙井，边看周遭风景。

今天一早出门，天气晴朗。想着
“西溪”两个字，心里已有别样的温暖。
不知道西溪里是否有乌桕树，或者，小
时房前屋后随处可见的苦楝树也好。

从周家村主入口进了西溪，去西区
坐船。西溪是国内少有的在大城市中心
区域的国家级湿地公园。入园便感受了
它的好，一路草香，湿湿润润的空气，质朴
的秋色内秀而恬静。缓步走在其中，银杏
的黄，垂柳的半黄，枫树的红，都极美。

我却不敢心动，不作停留地径直去
寻摇橹船码头。摇橹船曾是记忆里最
亲切的交通工具。三十年前，随爸爸一
块出工去装打下来的稻谷时曾坐过，而
且是坐在船头——据说只有惹大人喜

爱的小孩子才被允许坐在摇橹船的船头。
再次坐上摇橹船，旁边没了稻谷

香，却是另一番景致。在西溪里，对岸
是小丛的笛芦，俊秀得亭亭玉立，沿着
船娘嘴里的5A级河道路线，一路向前。

坐摇橹船是悠闲的，慢慢悠悠，尽
可以仔细看周遭的一切。已是阴历的
十月中旬了，西溪里的植物却还大多绿
着，甚至有的还绿得欢。

离船码头不远的地方，是大片的梅
园。二三月大片的梅花开时，一点也不
逊色于桃红柳绿的欣喜。稍靠近湿地
中心，就能看见肥肥的灰鹭了，与印象
中美丽的白鹭并不是一个模样。

我在微凉的秋风里径自傻傻地笑
着，望着西溪上远处的天空，想着乌桕
树，苦楝树，皂角树。乌桕树的果实能
做桐油；苦楝树极苦，妈妈曾说过，一片
苦楝树叶掉入菜碗里，整碗菜都会苦；
把皂角树的果子外面那层皮剥下来，可

以洗手，当肥皂用，里面黑色的圆圆的
核，小孩子们可以用来当弹珠……

正出神时，船娘问我可认识前面那
些植物。“井树！”我快乐得就要跳起来
了。“是井树，很少很少能看到了！”因了
认出井树的快乐，又努力找着了“辣
草”，我大声地叫着“辣草！辣草！有很
多品种，好几个颜色！”

船娘也被我感染，快乐地笑着。一
路笑着，一路幸福。这西溪，像一幕记
忆的墙，画满了二十年前甚至三十年前
的，我导演并参与过的梦，以至于原先
特别想看的芦花，以至于坐着的摇橹
船，都少了戏味。

摇橹船因小河道两边的花草树木，变
成了配角，悠闲地渐向湿地的中心行去。

终于见到了大片大片的芦花，在篷
莲草、“革命草”的围抱中，烂漫地摇着
那片白色。最好看的是笛芦的花，色白
而飘逸，迎风作响时发着清脆的“沙沙”

声，远望去就是遮着面纱的秀气女子，
正值妙龄。竹芦强壮而挺拔，花更像果
实，老底子时竹芦可扎成扫把。甘芦如
它的名字般，是甘甜的，长得十分大
气。乓芦的花最丑，颜色稍深。

别了芦花，终于到了“秋雪庵”。“十
里荷风飘馨远，一溪芦雪入庵深”，秋雪
庵在西溪湿地的最中心位置，除了船只，
步行不能到达，这“深”的寓意，许也是有
所指吧。据说秋雪庵是灵隐的老和尚的
休息之所，因此别名“灵峰下院”，只是不
明白，和尚的休息之所，怎取个“庵”字。
入了弹指楼，登上逍遥阁，推窗远望，西
溪的芦花、水道、花草树木，刹那间变得
大气，意境深远。忽想，郁达夫曾在秋雪
庵夜宿。秋风敲窗，芦雪送香，秉烛而
读，定是神仙日子……

我重又坐了摇橹船，从河道的另一
端回码头。西溪的小船，晃悠着，不过两
三小时，而坐船的心，却行了十数年……

闲坐烹茗 ■钱金利

急棍
结棍在沪语里是厉害的意思，跟沙

地说的“煞照”一个意思。沙地里的“结
棍”，我更倾向用“急棍”，不论读音和是
用意上，急棍更贴切些。沙地人说急
棍，是快，是迅速，是效率高。和煞照、
厉害有很大区别。

“你急棍些！”是要迟到了，催你熬烧快
些。说这个小伙子老急棍，是指这个小伙
子做事情风风火火，效率很高。说你介急
棍做啥？是说你不要心急，泰悠悠个来。

跟急棍相反的，应该就是泰悠悠。
泰悠悠是一种状态，也是一种态度。泰
悠悠，就是慢悠悠，不疾不徐。儿时看
《笑林广记》，说有一书生在路上走，遇
雨，路人都快速奔跑，找地方躲雨，唯他
不跑。别人问他为什么不跑，他说前面
也在下雨，为什么要跑？

这笑话本意是说这书生迂腐，浑身
上下冒着一股子傻气。在我看来，这倒

是一种好的态度，试想想，在急雨中闲
庭信步、能够保持一种镇定与从容的
人，不是智障，就是圣贤，就是神仙。身
上不仅仅只有傻气，也有仙气、神气。
最怕是沙地人说的“气也没有屁也没
有”，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响屁来。这种
人，你想让他急棍是急棍不起来的。

急棍有时候不只是一种态度，而是
一种能力。从容的人，有傻气的人，不
代表他急棍不起来。他只是觉得不应
该急棍，不需要急棍，不值得急棍，在该
急棍的时候他能比任何人都急棍。只
是看他想不想急棍。

沙地人是很急棍的。过去，沙地人靠
做做吃吃，不做就没得吃，不急棍不行。沙
地人去田头，走路都是踮着脚小跑的。过
去有女人裹了脚，细脚伶仃，小跑起来一颠
一颠地，像在田埂上跳芭蕾，很是好看。

过去，沙地人相亲，看一个女人好

不好，不看相貌，要看整体。整体是个
感觉，就是要感觉这个人急棍不急棍。
一个人急棍不急棍，即便坐在那里，什
么都不说，什么都不干，只看眼睛、看神
色、看身板，也大致能看来。说得不好
听一点，像去买牲口，能干活不能干，有
经验的，一眼就看得出来。和一见钟情
一个道理。那是一种感觉，只可意会。
当然，如果还能看伊走两步，倒个茶，做
些活，当然更好。

急棍的，娶回家去，做人家，一家人
不愁吃穿。不急棍的，就要想一想，娶
回家去，养得起养不起。

所以有人说，谈恋爱和结婚是两码
事，因为标准不一样。谈恋爱要的是浪
漫，漂亮，风花，雪月。结婚要实打实地
过日子。徐志摩当年扔下张幼仪，心里
恋着林徽因，肉体又与陆小曼结了婚。
徐才高八斗，陆风情万种，但这段不被

祝福的婚姻，最后，从天上落入了凡尘，
美好的浪漫也散作烟尘。张幼仪倒是
不疾不徐地活了88岁。当年徐把陆娶
进门的时候，估计没有想到过“急棍”这
个词，也没考察过陆是否急棍，也没思
量过自己是否养得起养不起陆？一对
夫妻，只他一个人急棍，只他一个人拼
命，结果，可以想见。

当然，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些
都过去了。现在形势不一样了。现在，不
存在养得起养不起的纠结。沙地富的人
多了，有些富人，一辈子不干活，也吃不完
用不完了，虽然他还是结棍，还是在那里
拼了命干，但心态到底是不一样了。

沙地里现在泰悠悠、奶悠悠的人多
了许多，主要是有底气了。像那种大国
的自信。

（选自作者的散文集《故乡的腔调：
沙地土话与生活日常》，有删节）

温馨一刻 ■ 冯筱筠

陪伴妈妈的日子
14日午休起来，妹妹发来一条微

信，令我顿时紧张万分：“妈妈心梗住院
了！”“情况很严重，现准备进手术室
……”瞬间发生的变故，容不得我做过
多的耽搁，请假、订票、安排手头工作、
收拾行李，熬过一个不眠之夜后，第二
天清早便飞回了兰州。

路上，信息不断地递进更新：“手术
放了两个支架，现已进ICU室，有七天
的危险期……”我想妈妈肯定是累倒
的！为了照顾82岁的爸爸，76岁的她
基本上全身心地围着爸爸转，其实我们
兄妹仨早就说请个保姆来照顾，可妈妈
却始终认为自己可以，请个外人还不如
自己照顾好，这次是真的累倒了，可千
万别出其他岔子呀！

下了飞机，坐上妹夫的车直奔医
院。妈妈住在1号楼15楼心血管内科
一病区的ICU室。亮码进入院区，我按
要求戴上口罩、头套、鞋套，穿上陪护
服，望见10号病床上睡着的妈妈，无比
酸楚……我真想喊一声：“妈妈，儿子回
来看您了！”但是我没有，而是静静地凝

视着她，我从未这么近、这么仔细地凝
视过妈妈。平时满面春光、笑容可掬、
性格开朗的妈妈，如今满头银发、一脸
倦容，平躺在病床上，曾经忙碌的双手
显得特别清瘦，鼻孔、脖颈、手臂上都被
绷带软管缠着绑着……

正当我凝视发愣之际，妈妈慢慢睁
开眼，似乎一下子愣了：“你怎么回来
了？”“我回来看您啊！”我尽量用平静的
语气，千万不能让她太激动。

妈妈的眼睛一下子湿润了，我赶紧
打了盆温水，用湿毛巾擦拭起妈妈满是
皱纹的脸颊和干瘦的手臂，然后添好围
脖，一口一口地给妈妈喂饭，依稀看见
了小时候妈妈给我喂饭。

为了让妈妈吃好，妹妹每天变着花
样，都按妈妈平时喜欢吃的口味，有雀
舌面、臊子面、豆浆、南瓜稀饭、土豆饼、
馄饨、饺子、米饭等……

在ICU里，更多的也是最珍贵的是
每天与妈妈的交流聊天。妈妈回忆说，
其实自己感觉不舒服有好几天了，曾想
着早点看，可放心不下家里需要人照顾

的爸爸，又拖了几天，直到周四下午，尤
为感觉不对劲，才把我哥叫去，在交代
好了照顾任务后又熬了一个晚上，周五
才在妹妹陪同下到医院检查。一个上
午的奔波，折腾到中午刚坐下准备吃
饭，突然就晕倒了，可把妹妹和外甥女
吓坏了……不过她们反应很快，120一
打，立马就上了救护车……如果当时妈
妈坚持要回家去，若上了公交车，中途
不舒服，有可能就一下子过去了……

听到这，我的心里一下子就紧张
了，我知道妈妈这一路走来很不容易：
2016年因血脂高做过造影，17年因血
脂升高住院，18年又切除了胆囊……这
次突发状况其实也是这几年，最严重、
最让人揪心的一次……

于是，我便与妈妈先聊起了自己亲
身经历过的一件惊心动魄的事。那是
2013年9月份，我部后勤科陈科长在一
次体能训练时出现心源性猝死症状，因
当时送医及时，加之途中做了心肺复苏，
经过急诊和ICU抢救，昏迷近56个小时
的陈科长终于从死亡的边缘被拉了回

来。陈科长痊愈后办理了自主择业，现
在边休养身体边做生态甲鱼生意，生活
得有滋有味，时不时地还电话信息联系
问候一下我。听到这里，妈妈眼睛里充
满了希望之光。我拿出正在读的陈忠实
《好好活着》一书，选出一段话读给妈妈
听：“人生最痛苦最绝望的那一刻，虽是
最难熬的一刻，但不是生命结束的那一
刻；心软一下，熬不过去就死了，死了一
切都空了；熬过去了，挣过去了，就会开
始一个重要的转折，开始一个新的辉煌
历程！”我就这样宽慰着妈妈，希望她能
慢慢放下那颗忙碌的心，重新开始。“好
好活着，活着就有希望！”

我们母子俩就这样不停地聊着，
母亲聊到了照顾爸爸，聊到了我们仨
小时候的事，聊到了我们的小孩，还聊
到了当下的疫情近况、美台动向……
在我们兄妹仨的努力下，在术后第四
天妈妈由重症监护改为I级，第六天终
于从 ICU转到普通病房继续观察，应
该说挺过了七天的危险期……祈愿妈
妈早日康复！

往事悠悠 ■徐友良

亲历5万亩围垦

上周周末，儿子带了小孩一起来我居住的地
方。两个小孩搬离这里已经快三年了！孙子对这
里还是有记忆的，孙女因为离开时太年幼，在看到
爸爸妈妈的结婚照片后，才引起了一些回忆。

儿子帮我整理客厅和阳台上的堆物，在整
箱整箱地被清理出来后，送到垃圾场去。

清理出来的物品中，有衣物、包包、小孩玩具、
花盆等。其中有一把由麦草编织的扇子，因时间久
远，扇面已经发黄，引起了儿子的兴趣。孙子孙女
从未见过此物，儿子告诉他们，这是一把年龄比他
们还大的扇子，并给两个孩子示范了摇动扇子的样
子。儿子希望我把扇子继续保存好。

屈指算来，这把扇子应该已“年逾花甲”
了！当年在老家临浦乡下，每逢麦收时节，家家
都会收集一些较清爽干净的麦草，取其靠近麦
穂附近约三十厘米的一段，简单漂白后，巧手的
农家姑娘用其编织扇子。我家在萧山时，农村
亲戚多，我的多位表姐都能编织。所以每当初
夏，或多或少总能收到几把扇子。

儿子找出来的扇子，记忆中应该跟随我有
六十年了。在萧山期间，没有自己的房子，居无
定所，大的搬家好像经历了四次。退休后随夫
人儿子到上海，先短时寄居岳父老宅数月，继而
租房居住近三年，直至今日已经是四易其地
了。自己也没有估计到，如此轮番折腾，居然还
能留下一把麦草编织的扇子。

几十年前，这种扇子在临浦一带到处可见，
可以说大人小孩都能编织。但是，如今要再找
几个能编织草扇的农妇，恐怕不多了，更不必说
年轻人了！再说，现在农村中种麦子的田地不
多，即使种了麦子，用机械收割后的麦草，也绝
无编织草扇的机会。这种曾广为使用的扇子或
许将绝迹了。这是不是也可以算是一种非物质
文化遗产呢？

万家灯火 ■顾正昌

麦草扇

作为从小在钱塘江边长大的萧山人，我目
睹过万顷良田沉入江底的惨状，也看见过无情
的海潮，冲刷海塘带来的巨大破坏。还有幸参
加过无数次造田工程，其中记忆犹新的是36年
前的5.2万亩围垦工程。

5.2万亩围垦工程，是继1970年军民联围十
万亩后又一次规模大、参加人员多、工程难度大、
影响面广的大围垦。1984年九、十月二次小潮
汛期间，时任县委书记、副书记的虞荣仁、赵永前
率四区和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在外十工段集中
出发。沿途踏沙滩，越沼泽地，经过5个小时的
跋涉，到达十五工段终点。经二次踏勘，确定了
这次围垦的规模、走向和定位。

1984年11月23日清晨，围海造田5.2万亩
围垦战拉开序幕，15.4万大军从义蓬、瓜沥、城
北、城南四个区、43个乡镇出发，浩浩荡荡向钱
塘江边十二工段集结。

远的一百多里，近的也有二三十里。有船只
的乘船走水路，大部分骑自行车或挑着铺盖、工
具、伙食步行，中午时分各方人马汇集到新湾闸
口段，蔚为壮观。时任县长的马友梓站在十一工
段的闸旁高处，指挥着大堤上熙熙攘攘行走的大
军：“闸上路狭，注意安全！”无数次的叫喊，喉咙
都嘶哑了！一路上，一道前往参战的姑娘们，却
为内急叫苦不迭。还是男人急中生智，三四个男
人靠路边反向一圈站，让女同胞面背蹲下就地解
急。搞围垦的艰辛与困苦可见一斑。

各路人马一到驻地，就按指定地点马不停
蹄迅速搭起茅草棚，解决夜宿问题；炊事员则垒
起土灶，生火做饭。有些生产队，把女青年也动
员出来上工地，几十号男女老少混合住在二三
十平方草棚内，真有点为难！于是把女青年安
顿在最里面，中间隔一个年长可靠的长辈，以示

“保护”。就这样，结束一天的劳累，钻进各自的
被窝，安分守己，相安无事。

在围垦工地上，以生产队为单位，清一色地
集体带淘锅，各自带米，带菜，吃蒸饭。极大部
分农民都是霉干菜浇点油，很少有鱼有肉，吃得
非常清苦。茶叶是奢侈品，把又苦又涩的河道
水烧开，再抓几把干菜这就是茶了。

驻地到工地，不少于5公里，为了抢时间，
赶在小潮汛之前把堤围起来，大家天未亮，就披
晨星，冒严寒，踏冰霜，浩浩荡荡奔走在沙滩上，
向工地进发。此刻，清晨的工地上已是红旗招
展、广播嘹亮、人声鼎沸，一派你追我赶热火朝
天的场面。

老天还算帮忙，没下雨，也没特别寒冷，筑
堤工程到第四天，14000多米长的巍然大堤，初
露雏形，在钱塘江杭州湾南昂然屹立起来。当
晚，民工们还在挑灯夜战，浙江电视台记者在工
地现场采访时任义蓬区区长、二万五千亩围垦
义蓬片总指挥的我：萧山农民在如此艰难困苦
的环境和条件下，有如此高涨的热情，投入拦海
造田，靠的是什么？

我记得当时回答了三点：首先是农民对土
地的眷恋。特别是江边农民解放前饱受坍江之
苦。现在人民政府带领大家驯服苍龙，拦海造
田，给子孙后代造福，老百姓由衷地高兴拥护参
战。而萧山乡镇企业崛起，需要向海涂要地，缓
解企业用地受阻的瓶颈。其三，党和政府强大
的号召力，以及对大工程非凡的组织实施能
力。萧山围垦，每围必成，就是稳、准、狠；是科
学规划是顽强意志是无私奉献。要知道，参加
围垦的农民和干部都是不领报酬的，仅仅是生
产队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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