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红波

生
活
小
品家 庭 煮 男

少年记忆里，老辈人说一生
忙碌辛劳，只不过为了一只碗一
双筷子。那只满了又空了碗，那
双飞舞的筷子，在年过不惑之后
的某天，突然懂了：世俗的欲望，
在前行道路上变得平淡然后逝
去，真正属于自己的只有生活。

每天要过的日子，虽然不能
精彩纷呈，但一样要充实丰盈。
与竹林对视，有大山为伴，跟江
水为邻，一个家庭煮男的日常，
在冯友兰先生说的自然境界里，
也就逐渐清晰起来。多年早起
的习惯，闹铃响或者是不响，过
了5点就清醒过来。

科技时代的便利，冰箱里可
以准备一些菜，不至于想不起烧
什么，高压锅煮粥是定时的。睡
之前考虑好的，醒来下楼之后，
按图索骥一般，忙去就可以。厨

房是一个人的表演空间，厨具是
静默相伴的亲密战友。

藕片或是杏鲍菇，羊角或是
鸡蛋，它们认认真真的在那里排
好队，备菜是快乐的，看着圆的
长的蔬菜，在菜刀下变成片、细
成丝，然后红辣椒大蒜，在砧板
的一角红白相间着，一场好戏就

“锵锵锵”开始了。微微的油烟，
在空气里弥漫，带着轻微的爆炸
声。准备好的菜，前赴后继地排
队入锅。灯光下的厨房，整个世
界都是我的，竹制的锅铲悄无声
息地在锅底滑过，看到浅浅的水
流变成稀稠的汤汁，洁净的方形
蓝花瓷盘，是它们汇聚的地方。

晨光落在窗户上，落在门帘
上，来往的车声出现，然后密集喧
哗而过，菜也就粉墨登场。生活需
要一定的仪式感，托着饭碗满街

走，是山村的风景。蜗居在小县
城，站在门口大路上看风景，饭没
吃两口，灰就满满一嘴了。小小的
玻璃圆桌，是菜盘和饭碗集中的地
方，它们之间的默契，尽在不言中。

厨房，是生活的战场，是家
庭的主场。为着一日三餐的思
考，是伟大的事情，高高兴兴上
班或上学，民以食为天。仓廪实
而知礼节，普通菜烧成佳肴，干
啥都有劲。三五个菜，偶尔有
汤，青的绿的红的都有，在小桌
上约聚着，普通人家的日子，就
那样简单。或在深夜，煮一盘水
饺，或泡麻辣粉丝，也可以。

其实，做个家庭煮男哪里需
要他人说呢，该做的本分事，按
部就班做就是，能有一份心就出
一份力。做个煮男，为着锅碗瓢
盆，挥舞着锅铲，也是人物一个。

早 安 , 城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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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秋天多雨，整个城市浸
泡在雨水中。有天凌晨我便早
早醒来，还不到五点钟。打开微
信，发现还有比我醒得更早的人，
已经在发朋友圈了。比如开长途
货车的老刘，那天凌晨他发的朋友
圈是这样的：他把车灯打开，一束
亮光划破黑沉沉的夜空，朦胧的群
山还在酣睡之中。我给老刘点了
一个赞，发现这样还是太流于形
式，于是再加点评：“刘哥，辛苦了，
早安！”老刘回复，凌晨四点就起床
发车了，拉着公司的货物正从贵州
的山路上赶回来，停下车，在朋友
圈里给亲友们道上一声平安。老
刘在微信回复里还对我加了一条
问候：“兄弟啊，喊你睡前喝一杯牛
奶有助睡眠，你喝了吗？”

那个秋凉的早晨，听到老刘
这样一声问候，心头一暖，听窗
外雨声，落在心里转瞬就换了季
节，成了春雨。

高额挺鼻秃顶目光幽凉的老
何，他外表看起来是一个很阴沉
的人，其实骨子里是个热心肠。
想起那年我买房，接连找了几个
朋友借钱，都遭到客气的拒绝。
有天上午，老何戴着一顶电影里
当年地下工作者似的帽子，他推
开办公室，见没有旁人，“哗”地
一下打开裹着的报纸，是捆着的
一叠钱。老何拍着我的肩膀说：

“我说你啊，怎么不说上一声呢，
这些钱，借给你买房子去！”原来
老何从别人那里知道我的事情
后，从银行取来了十万元主动借
给我。那天我一把搂住瘦骨嶙
峋的老何，却说不出一句话来。

老何还是一个偶尔写上一
点诗的人。有天早晨六点，我沿
着大街散步，突然撞见了老何，
见他正拿着一匹树叶舔上面的
露水。我好奇地问老何：“你这
是做啥呢？”老何认真地说，半夜
里醒来，来了灵感在一张烟盒纸
上写了一首诗，其中有关于露水
的一个句子，却为找一个合适的
词语反复琢磨，于是早晨出来尝
一尝叶子上露水的味道。“天一
亮，阳光一照，露水会没了的。”
老何说。我知道，像老何这样写
诗的人，都是追逐灵感闪电的

人。老何对一首诗歌的态度，让
我想起了那个为“僧推月下门”
还是“僧敲月下门”深夜徘徊的
唐朝诗人贾岛。后来，老何那首
诗歌发表在一家省级诗歌刊物，
他兴奋地给我打来电话，说要请
上几个人吃吃饭庆祝一下。老
何的那次宴请，花了四百多块
钱，稿费是按每行诗歌两块钱计
算，共是二十四行，杂志社可能
是按“四舍五入”算法，给了他五十
块钱稿费。老何，在这个年代，你
还在为写诗，像小男孩一般舔一舔
清晨叶子上的露水，我向你表达
敬意。在这个人流滚滚的城市里，
谁又路过了谁的世界？老何，或许
就是在那天清晨，我路过了你心
上湿漉漉的柔软小径。

还有来自乡下的吴小妹，她
租 了 房 子 陪 儿 子 在 城 里 读 高
中。她在城市里开了一家卖早
点的门市，那家门市隐身在一条
巷子里，老墙上都有了一层青苔覆
盖。我喜欢吃她卖的包子馒头，还
有她亲自磨的豆浆。在这个城市
早起的人中，也有吴小妹家店铺里
明亮的灯火，在刚刚揭开蒸笼的热
气腾腾中，我似乎可以嗅到老家麦
田里的气息。有天早晨我在她店
里吃了包子喝完了豆浆，吴小妹执
意不收我的钱，我迷糊了，问她：

“吴小妹，你这是为啥？”吴小妹
说：“哥，你是我来城里唯一一个
喊哥的客人，我儿子已经考上了
大学，我的店铺明天就要关门了，
我想回老家种果树。”那天早晨，我
离开吴小妹的店铺，心里突然升腾
起一丝难舍。吴小妹，从今以后，
在这个城市早起的人中没有了你，
在乡下的鸡鸣声中，你是不是披着
一身露水穿行在你的果园中？

在城市里，早起的人从雾气
中似乎还打着呵欠的街灯下，从天
幕拉开的熹微晨光中影影绰绰走
来：扫大街的清洁工、开垃圾运输
车的环卫司机、出租车司机、上学
的孩子、为孩子做早饭的爸妈、赶
往车站码头航空港的旅客、早市的
人、晨练的人……是他们，让一座
还处于睡意昏沉的城市早早醒来。

让我这个常常也早起的人，在
心里为他们默默道上一声：早安！

家庭手记 吴清健 那些温暖的记忆那些温暖的记忆
国庆期间，原本是计划带

从北京赶回黄山休国庆长假的
女儿和准女婿到我父亲、他们
的爷爷墓地去祭拜一下，然后
再到父亲老家北岸转转，最后
到我扶贫的万二村看看，谁知
84 岁老母亲听了行程后，一改
往日从不喜欢出门玩的习惯，
主动表示要跟我们一起去。这
样正好一车，我们便启程动身。

父亲的墓地，是在他半个多
世纪以来几乎每年过年都要前
往拜年的我外婆家徽州区潜口
村，黄山第一峰紫霞峰的紫霞公
墓的高处，这是一个目前有着数
百位已故潜口人的最后的安息
地，就在潜口民宅边上一两百
米拐弯处，正前方面向岩寺城
区，右可望黄山经济开发区，左
看到潜口塔……父亲去世距今
已经快两个月了，这是我母亲
第二次来这里看望。

驱车一个钟头左右，我和
母亲来到了父亲老家歙县北岸
村。记得前几年，我和妻子开
车带着父亲来北岸，岂料那次
竟是他最后一次回到老家，当

时他年纪也八十又五了，见到
还健在的少年伙伴时，精气神
仿 佛 一 下 又 回 到 了 当 年 ！ 今
天，父亲不在了，我只能陪我母
亲来老家看看：吴氏宗祠、风雨
廊桥、破败的一百多年的祖屋
……母亲迈着缓缓的步子，凝
神 看 着 这 熟 悉 而 又 陌 生 的 一
切，又仿佛在寻找着她当年与
我父亲一次次来北岸时留下的
美好记忆。从我们一行在北岸
廊桥的留影里母亲那开心满足
的微笑中，我知道她是一直想
来父亲老家看看的，这次来了，
在我父亲去世不久就赶来了，
这 是 母 亲 在 替 父 亲 再 看 看 老
家，再看看老家的乡亲！

父亲 1952年参军后就离开
了北岸，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
个火红的岁月，他在部队两次荣
立二等功，受到省军区和南京军
区通令嘉奖，并在国庆十周年时
作为积极分子参加了安徽省委
举行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
表彰大会。父亲小时候虽只读
了三年书，但靠着顽强的自学与
努力，写作且发表了不少小说、

诗歌、散文、新闻稿，还有小剧
本，听我父亲生前说过几次，在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父亲还在
芜湖军分区时写过一部小剧本
发表在《安徽日报》上，那年过
年回乡，看见村里人正在排练
的节目内容，竟是他发表出来
的小剧。正是由于父亲的勤学
苦练，上世纪六十年代他在徽
州军分区司令部工作时，被层
层推荐至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
学院文学创作班学习，一切手
续办完毕，岂料文革开始了，此
事便戛然而止！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父亲还
在歙县工作时，曾蹲点老家北
岸支农一年，一直吃住在村，与
农民一道种田、割稻，当年天大
旱，他还把家里祖屋旁边的一
块宅基地主动拿出来，并带领
村里百姓一起打了口井，解决
了周围几十户一百多人的用水
困难。几年前，由于父亲在北
岸村是一个仍然健在而又得到
村民们广泛认可的老人，村里
人把打好的《北岸村志》初稿带
给父亲，让他把关，由于父亲年

迈，多年身体不适，便让我和他
一起共同校阅，这一看差不多花
了三个月工夫，最终《北岸村志》
以志书精品出版了。遗憾的是，
在北岸吴氏宗祠前村志首发的
那天，我父亲身体状况已不允
许，去不了，我也正好参加省社
科联工作会议没能去成，村里人
之后专门派人把装帧与印刷精
美的《北岸村志》送到我父亲手
中……父亲虽已离开了大家，
但没曾想到，这次当我走进北
岸廊桥时，十多个在廊桥里悠
闲聊天的老人，一听说我是“福
喜”（我父亲在家乡时的名字）儿
子，一下把我围了起来，说都知
道你家爸去了，我说走了快两个
月了，八十八岁走的，他们说，年
寿很高，你父亲是个好人哩！听
了乡亲们的话，我的心里不禁一
阵温暖起来，诚然，在老家，我真
的一 直 从 内 心 为 我 父 亲 骄 傲
的！

告别了北岸老家，虽然时
间不早了，但按计划我们马不
停蹄，在傍晚时分赶到了我扶
贫的昌溪乡万二村。由于地处

深山尽头，暮色来的比外面早
许多，在村口广场上，我扶母亲
下车，母亲略微环视了一下四
周，第一句话就是“你扶贫就在
这个大山里啊”，言语中听得出
来，她为我在这个大山里生活
工作了两年多、且还要呆一年
多而牵挂。这是作为母亲的她
老人家此时此刻的最真实的感
受与想法，这就是我最亲爱的
母亲！由此，我又想起我父亲
离开我们的前几周，我周末从
村里返回去医院照顾他老人家，
当他听说我到下面扶贫后身体
有些状况，本已经说话很吃力的
他，却一次又一次地反复叮嘱我
说“不要跑得太累了，那样血压
会更高的，要照顾好自己”……

父母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
代的老党员，对待做儿子的我，
他们没有过多地用大道理教导
我，却无时不体现出对儿子的
关心。是的，正是这种最真切
的关爱，成为了世上最伟大的
父爱母爱！也正是这种爱，激励
着我们做子女的为了实现人生
的理想而孜孜以求、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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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山按约定时间，在伊佐美

火车站等候我们。一个多小时
后，见到姗姗来迟的我们。这位
看上去很绅士的男人，以极冷的
面孔迎接我们。上了他的丰田商
务车，才听懂他的英文，他责备我
们不该迟到这么久。同行的洁赶
紧用英文道歉解释说明我们不是
故意的，是没赶上火车，但他似乎
并不想原谅我们。

这位高冷男人虽不太开心，
却依然带我们先沿伊东海岸线兜
一圈，浏览海岸风景之后入住他
的民宿。其实，他不知道，昨天我
们已乘伊东急行列车到伊东海岸
线，聆听了海湾汹涌澎湃的涛声，
领略了醉人落日。他边开车边介
绍当地情况。伊豆不大，仅有人
口七万，是距离东京两个小时车
程的安静小镇，周边温泉遍布。
但小小的伊豆却因川端康成的小

说《伊豆的舞女》（日语称《伊豆的
初恋》）而闻名世界。伊佐美站外
不少店铺，无论是卖水果或甜品
店抑或咖啡店，几乎都摆放着小
说《伊豆的舞女》及配套纪念品。

民宿在一座山顶上，离伊佐
美站 10 里左右。汽车向山顶爬
坡，开到一栋西式建筑前，针山替
我们拿下行李。登上几级台阶，
弯腰脱鞋进门，抬头一看:好一个
充满艺术元素的家！整栋屋子漂
浮着艺术气息，处处体现主人对
艺术和生活的热爱。一楼空间超

大，右边是舞台般宽敞大厅。大
厅一角，摆放着二架钢琴，其中一
架三角钢琴。靠窗户一边有一长
条扶手，像练功房。一打听，果然
是他女儿练功的地方。他有三个
女儿，针山祐美，针山真美，针山
爱美，全是芭蕾舞蹈演员，现分别
定居东京、纽约和德国柏林。立
式钢琴上摆放着一家人合影。三
个女儿个个身体曲线优美，面貌
端庄大方。针山说：如果你们愿
意，可以在这里弹琴，唱歌，跳舞，
做你想做的一切。每年都去两次

纽约，所以他的英语不错。
针山带我们上楼放行李，我们

住的房间是他女儿的房间之一，布
置得温馨舒适，楼上有卫生间和洗
漱间，也有一个大厨房。楼下有温
泉洗浴间，很大，和一个小浴场一
般，主人细心地为每位房客准备了
毛巾和浴巾。转到一楼餐厅，装潢
精致的餐厅通往木制阳台，可以眺
望大海。针山早已摆好精美茶具
和餐具，等候客人。他烧好开水，
泡好茶，嘱我们休息一会儿，去了
厨房。透过厨房透明玻璃门，见他

手法娴熟在做日式料理，我和洁十
分意外，为迟到而再次愧疚自责。

回到 5 米长、可以坐下十几
二十人的长方形餐台旁坐下。环
顾四周，墙上油画，餐边柜上摆放
着雕塑及女儿们演出照片、演出
节目单。演出单上印着他们夫妇
合影和介绍，原来针山先生和妻
子和子均毕业于大阪音乐学院，
和子是钢琴专业，一个吹协奏曲，
一个钢琴伴奏，夫唱妇随啊！和
子在横滨教授钢琴，只有周末和
休假才回来，针山已从大阪乐团

退休。三个女儿出嫁后，针山将
这栋房子用作民宿，广交世界各
地朋友。别看他今年 70岁了，整
栋楼的卫生就他一个人收拾。他
年轻的时候经常举办小型音乐
会，邀请很多朋友在家里聚餐，还
请来做寿司和中华料理的师傅，
这样一来，他的厨艺提高不少。

我们在音乐中享受针山亲手
做的生鱼片和甜虾、日式炸鸡块
传统料理，晚餐伴奏的 CD，是他
本人演奏时录制的。

针山很健谈，我们用英语夹

杂手势沟通，渐渐发现他是位温
和的老人，网络上，许多房客称他
针爸爸，孩子们喊他针爷爷，尤其
难忘他自制的美食。

“您女儿常回来住吗？”我好
奇地问。

“东京的小女儿回来多些。
楼上的房间是他们出嫁前住的。”

早晨，天还没亮，楼下响起一首
首吹奏乐曲。针山先生在放什么CD
呢？洗漱完下楼吃早餐，瞥见针山
先生正摇动身体，满怀激情吹着单
簧管，才知道那好听的乐曲，不是碟
片里出来的，而是男主人吹的。意
外之余觉得太好听了，还想听！我
走上前，冒昧地恳请他再吹一曲。

餐厅钢琴边，一本乐谱打开
着，是“IT DON’T MEAN A THING”
(给我摇摆，其余免谈) 。我想象
着他们一家人沉浸在音乐中的欢
乐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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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来黄山，是在大学时
期了。那是大四的运动会，之前
三次的运动会都因要参加开幕式
的艺术体操表演，或有参赛项目，
不能离校，每每听着满世界游山
玩水归来的同学们讲述他们游历
中的趣闻，真叫羡慕嫉妒呀，于
是，便在大四那年的运动会时玩
了一次逃之夭夭，和两名好友相
约游了一趟离南京不远的黄山。

那可是 32 年前的事情了。
那时候的黄山没有缆车，我们历
时三日，靠着还焕发着青春稚气
的两条腿一步步硬生生地登上
了天都峰，爬过了鲫鱼背。黄山
的美景自不必说，要说的是三日
之后回到学校，腿脚都不再听使
唤了，平路还可缓慢挪移，上下
楼梯，却几近个残废，不扶着楼
梯，一层的阶梯上下，都好似登
天遁地，最怕的是被别人触碰，
一旦被撞，惊慌失措中必叽哇乱
叫一通，全身更好似被雷电击
中，剧痛难堪。现在再回想当年
事，脑海里浮现出来的，却是老
顽童黄永玉的那幅画：一个叼着
烟嘴儿的老头儿闷闷不乐地站
着，像是在自己罚站，上方草书
旁白曰：余五十岁前从不游山玩
水，至今老了，才觉得好笑。

这次进山，得知如今黄山天
都、莲花二峰，一时间只开放一
峰。这次开放的是莲花峰。回
忆第一次来黄山，对莲花峰印象
并不算深，这一次因为有手机可
随时取景拍照，不时要选择角
度，反倒对莲花峰格外了然。回
来看照片，看那峰说是莲花，的
确很形象，要在一个吃货或者植
物爱好者的眼里，说不定会说更
似可补气润肺的百合球茎。清
代文人袁枚在他的《游黄山记》
中，先把山峰描写为“如笔，如
矢，如笋，如竹林，如刀戟，如船
上桅”，袁枚还写他当时的感受：

“恨不能化千亿身，逐峰皆到”。
也许有阵子没登高爬山了，

俨然忘记了登山对腿脚功夫的要
求。爬不到一半时，我已经呼哧带

喘，总是落在最后，家人友人都不
时回头望眼欲穿地寻我，到了后
来，立志做医生的大儿子使出绝招
——赶猪一样地站在了我身后，
我快他快，我慢他慢，我停他站，
还不时地像个保健医生似地下着
口令：深呼吸，少说话，专心休息，
不要着急。等回来后，听到他们
偶道腰酸腿疼，我才大梦初醒，原
来不只是我有登山惧痛症哈。

虽说已是两次游黄山，但对
黄山之美，我至今难以尽述。这
么多年来身居海外，世界各地的
名山大川也游历过不少了，北美
的洛基山、欧洲的阿尔卑斯山、
南美的巴塔哥尼亚山、南非的桌
山，以及中国境内的各大名山，
虽各有特色，可与黄山相比，难
出其右。所以于我，黄山只要有
机会一定会再来。更何况同道
的滁州朋友说起了黄山冬日的
雾凇，那是此生必看的；还有一
层，黄山“四绝”，奇松、怪石、云
海、温泉中的第四绝温泉因此行
时间短暂，未能感受，据传始祖
轩辕黄帝就曾在此沐浴，因此黄
山温泉又被称为“灵泉”。凡人
如我，虽并不期待什么返老还
童，但追随轩辕始祖的足迹，则
是我几十年身居海外一直的夙
愿。

黄山归来后，在回顾黄山照
片的时候，看见奇峰异石长云秀
松的美妙风景中，偶尔隐没着蚂
蚁搬大小的幢幢人影。国庆长假
的黄山，人多自不必说，因心中早
有准备，并不为此烦恼，只是想起
一则幽默趣事，不觉哑然。说画家
赖少其曾做一幅《黄山之旅》长卷，
并请著名画家黄胄在画上画了19
匹驴子。画成之后，两人相视开怀
大笑。黄胄意犹未尽，还口占一
绝，挥笔题曰：“驴子从不登黄山，
老赖旨意往上牵，三十六峰尚可
觅，唯有此图最奇观。”回头再看
那些隐没在黄山云松峰石中的幢
幢人影，哑然之余，心下更是一
横，这黄山之美，真是让我做头驴
子也是坚决还是要再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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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过天青水，晚来云浸楼。
江水石上过，草木不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