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陡峭的山坡，飞瀑激流，水花卷卷；
苍松挺立，翠枝横斜。山脚下，一道宽宽
的清流汩汩而下……这幅画的年龄有近
四十年了，应该是高中的时侯，我先是用
铅笔素描的，后来碳色变淡便用毛笔加
色。它的取材来自一本叫《李自成》的小
人书。

说起小人书，它应该是我年少时最
主要的课外知识来源了！那时候，我们
村里有户李姓人家，男主人识字，会打算
盘，拉二胡唱歌，像个秀才。他家里藏着
不少小人书。那个年月，日子虽穷，但乡
风淳朴。尤其这人家主人温厚开明，又
是当时少有的有些文化气息的家庭。所
以他们家常是孩子的乐园。我们可以去
那里看书，也可以借回家读，不定期限
的，看完还回去再换别的书来读。

我记得那些小人书既有黑白的也有
彩色的。小人书的题材很广，内容非常
丰富，涉及古今中外的都有，比如：《钢铁
是怎样炼成的》，男主人公保尔·柯察金
这一名字我便终生难忘，而最后那段“一
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
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
因碌碌无为而羞愧”的励志名言也深深
印在我的脑海里！再如，像讲中国古典
故事的《粱山伯与祝英台》《商鞅变法》，
戏曲类的如《铁弓缘》，说近代历史的《李
自成》，关于神话传说的《马兰花》等等。
还有许多敌特战斗探案内容以及国内外
名著改编的，内容繁杂，数不胜数！这些
小人书绘图生动，图下配以简洁文字介
绍说明，所以直观易懂，很适合文化粗浅
的小孩子阅读。

可以说，当年这些小人书是一扇我
幼小稚拙的心灵了解广袤世界广阔人生
的窗口！书里五花八门的故事是喂养我
当年空乏大脑的宝贵精神食粮！不仅如
此，男主人，也就是李老师，他还会讲许多
鬼怪故事。我们小时候，尤其农村社会还
比较落后，没有现在的电脑电视手机这些

信息量大传播又迅疾的工具。因此，普通
百姓的业余生活还是比较贫乏的。通常，
晚饭后或农闲的雨天，有的人会足出户外
串个门，男人们说说节气与农事，女人们
则聊些做鞋子缝补浆洗带孩子一日三餐
等等的女工家事。而李老师呢，或许也谈
过农事的。只是我记得的却是那些诡异
的神鬼传说。那个时候，经济不发达，电
力缺乏。大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我
们还是点煤油灯（多数失了灯罩）照明
的。即便后来通电了，一般人家也主要是
只安装一盏 15W 的灯泡。因此，电灯也
好，煤油灯也罢，在那样灯火昏暗的厅堂

中听鬼故事，往往觉得背后凉风飕飕，仿
佛一回头一个狰狞的鬼怪正盯着自己。

无疑，看小人书听鬼故事滋养了我
贫瘠的少年生活。而画画则又是我自觉
自愿的另一趣事。当然，我所谓的“画”
纯属“喜欢”。至于“如何画”却是相当盲
目！而且所画对象也常是“就物”取材，
比如：邻居家饼干瓶上的古装女子，报纸
上的插画，电影杂志上的女明星肖像，美
术课本上的范画，自家门前的桃花、洗澡
花，甚至亲戚绣花用的花样子，题材天马
行空，随心所欲。虽然画得毫无章法，但
自我感觉良好。比如，那时看电影，有许

多古装的关于小姐丫环内容的，像《追
鱼》，我就特别爱画这些环珮叮当裙带飘
曳的女子。记得有一回，是个雨天的周
末。在完成了家务及作业后，我便拿出
纸笔坐在堂前的饭桌前画将起来。当
时，我的父兄正在边屋里打铁。其间，他
们不时到堂前来倒杯水，看着我在涂鸦
他们会驻足停留，面带微笑，不时还点评
几句。我迄今仍记得二哥笑眯眯说的一
句话，“这个人上身太长了，下身短。”经
他这么一说，我方才意识到我是从没有
注意过人物身体比例关系的。我只是享
受着画的过程和看见自己“作品”的喜
悦！以至之后许多年我还是乐于去做这
件事，我会用钢笔或圆珠笔在自己抄录
本里的文字后配上插图。

年少那些事日渐远去甚至模糊，然
而，往事并不如烟！所有事情背后的敦
厚平和与无私温暖，就像那少年时代里
的一道阳光，让我在贫寒的岁月里自由
茁壮地成长。

黄山杜鹃
汪桂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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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黄山的春天有巅峰的
话，杜鹃盛开便是。

一切变幻莫测的自然奇观，都在
这些天结伴而至，峰石丹崖，春雨烟
波，花开叶绿，日出云涛，霞海宝光，
演奏着这个轰轰烈烈的季节。

四月初，木兰刚开那会儿，杜鹃
还沉睡在漫长的冬季里。它和人一
样，冷的时候，总是蜷缩着身子，厚厚
的革质叶片卷成一个个圆筒，挂在枝
头的冰雪里，直至春风拂绿，才慢慢
醒来。一枚枚走过严冬的花苞，在叶
片的拱护间也渐渐丰满起来，玉立在
青翠的枝杪上。

雨和阳光是春天的乳汁，它们装
在春风的吸管里，滋养着是土地的孩
子。当远处的丹崖绯上淡淡的铁红，
山中的灌木浮上一层薄绿，林下的小
溪丰腴成弯弯的大路，木兰花瓣带着
脂的质感飘向新绿的土地时，杜鹃才
浩浩荡荡地君临黄山，在红肥绿丰
间，肆意地妖娆着，像春天的皇后。

黄山杜鹃和松树一样，是有资格
妖娆的。它们植株不高，枝干也没那
么挺拔，就像徐霞客描写的松树那样

“平顶短髲，盘根虬干”，它不择栖息
之地，丛林里，溪水边，坡坎上，崖壁
间，随处可见它遒劲铿锵的姿容。始
信峰上，“龙爪松”旁的一棵松树下，
裸露的树根围成的“怀抱”里，竟长出
一株杜鹃，小鸟依人状。在那青绿的
叶丛间，撑起的一支支火炬般的花
朵，如婴儿的手，如爱人的唇，脉脉含
情，让人心随花动。

“杜鹃开向春光后，烧遍峰头万
树红。”或是每天迎接第一缕阳光的
缘故，始信峰的山石褶皱间，古树虬
枝，怒放的杜鹃总是率先到来，一簇
簇，一丛丛，如霞落人间。天海、步仙
桥的杜鹃开得略迟一些，微微张开的
花苞上，缀着点点腮红，萌萌的羞涩
状，仿若情窦初开的山中少女。

在玉屏峰、狮子峰的岭矼上，在
排云亭、西海门的崖壁中，杜鹃是雨
后初霁的宠儿。千姿百态的峰石，缥
缈在若隐若现的云端；葱绿欲滴的虬
松，拂动着烟波浩渺的雾纱；柔嫩如
玉的新绿，托举着晶莹剔透的水珠；
光和雾组成的精灵，绽放在视野的尽
头，如幻如梦。松石，云雾，霞光，它
们不过是春天舞台的背景，娇艳欲滴
的杜鹃才是黄山的主角，如仙女般吸
引着人间的万千宠爱。

杜鹃花开的季节，温润的湿度，
总能织造出万千变幻的光和云，这种
花海和云海的完美组合，将黄山的春
天推向巅峰。但人与杜鹃的心灵之
距仍遥不可及，因为它的整个绽放过
程，从嫩红到猩红，从粉红到颓白，直
至最后化作春泥，始终表达出一种飘
逸脱俗的孤高。即使像我这样常年
漫步在黄山之巅者，每次站在这簇簇
娇花前，还是有些语无伦次的拘谨，
内心那份火热的情怀，也常在花开的
声音中慢慢地融去。

“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花
开和花落一样，都是有声音的，这是
花儿从苞蕾到骨朵，再到花瓣艳艳伸
展的声音，是花儿疼痛而又欢愉的生
命过程，是植物在不同生存空间里，
表达它自身的存在和对环境的适应，
以及在漫长的地球生物演化过程中自
我认同的声音。同属杜鹃科的映山红
再过十多天也要开放了，黄山的映山
红，在绒绿的嫩叶间，托举着支支血红
的花朵，相比山下那些先花后叶、单调
无衬的鲜红，它们更具生命的张力。

世间没有一种花是简简单单地
绽放的，它们走过四季，就为这短短
十几天的绽放。

在黄山的春天里，真正的盛宴是
这如烟如霞的杜鹃花景，它们用一年
的孕育吟唱着生命的诗篇，鲜活的，
质感的，缎的光泽和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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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 1925年出生在河北阜平。那
里地处自然条件较差的太行山区，当年
人们生活极为贫困。父亲的大哥（我的
大伯）周福生，被日军抓到山西大同煤
矿当劳工，难耐的劳累和饥饿，一次下
矿背煤时死在矿井下。爷爷奶奶得知
儿子周福生累死在煤矿井下后，伤心欲
绝，国仇家恨怒火中烧。

1937 年下半年，共产党领导的八
路军来到阜平，建立晋察冀抗日根据
地。了无生机的苦难之地仿佛晴了天，
穷苦的人们尽欢颜。八路军带领人们
投身抗战，同时在当地开展减租减息运
动，帮助穷人申冤诉苦，被地主盘剥去
的一亩旱地重又归还到爷爷手里。八
路军在村里还办起了夜校。父亲之前
读过一年私塾，因家贫辍学，12岁当儿
童团长的父亲，白天站岗放哨查路条，
晚上在夜校里学文化。

父亲 16岁任村抗日青年救国会主
任、抗日救国先锋队队长，18岁任乡武
装委员会指导员、公安员。这期间抬担
架，架电线，组织乡亲为八路军缝衣做
鞋，多次步行 90 多里地，越过封锁线，
到山西境内一个叫神堂堡的地方为八
路军运送粮食，不顾安危与风险，只因
革命理想高于天。每年春秋季节，鬼子
都会来扫荡，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
恶不作。为与敌抗争，父亲参加了第五
区武装委员会举办的埋地雷军训班。
为了白天和晚间能全天候地熟练埋雷，
白天训练时用布蒙上眼睛，模拟盲眼靠
两手摸索练习安引信、插雷管、接拉
索。在村口和山道上埋雷时，父亲常带
着一只牛蹄或羊蹄子，背一袋干土，地
雷埋好后，撒上干土遮盖湿土，再用随
身带的牛蹄或羊蹄在干土附近轻轻按
上几个蹄印，仿佛有牛羊经过，以麻痹
和迷惑敌人，巧妙神秘的布雷埋雷，狠
狠痛击来犯之敌……

1949 年 4 月父亲随大军南下来到
安徽，先后在石台县、太平县等地工
作。父亲话语不多，待人真诚，对生活
贫困农民怀有深厚情感和同情心。他

在原太平县老和平公社（现已被太平湖
水淹没）以及移民后的和平公社曾担任
公社书记近 14 年，与当地百姓结下深
厚情谊，当地人们喜欢称他为“老周书
记”。和平公社古芒队有位贫困户，那
年腊月二十八在和平街上只买了两斤
猪肉回去过年，父亲得知这一情况后，
心想：他一家老小 7 人，仅两斤猪肉这
个年怎么过呢？父亲自掏腰包买了三
斤肉、两条鱼送到他家。那位贫困户非
常感动，逢人便说：周书记真好呀！言
语间充满感激之情。这些尘封的往事，
父亲可能早已忘怀，而淳朴的乡亲却一
直铭记在心。

慎 用 手 中 权 ，不 为 自 己 谋 私 利 。
1966年，当时家住石台老县城广阳镇，
父亲那时就在广阳大河对岸一河之隔
的和平公社任书记。我叔叔携妻带子
从河北举家搬迁到广阳投靠父亲，欲在
地肥水美、物产丰富的和平公社安家落
户，并想让我父亲在当地为其安排一个
工作。按父亲当时所处环境和工作岗
位，若想想办法，打个擦边球，是可以为
我叔叔一家办理迁移落户手续并为其
找个事情做的。可是父亲婉拒了叔叔

的要求，力劝其回原籍务农劳动。叔叔
很不理解兄长为何要如此这般。为此，
他们俩几次争辩，似乎闹了不小的矛
盾。他俩为此而不快时，我静静地待在
旁边，清楚记得父亲曾这样说：“接收户
口迁移落户，是有政策规定的。不能因
为你是我弟弟就网开一面，放宽要求违
规为你提供便利。我虽是公社书记，可
我无权违背政策那样做呀。”“那个姓陈
的不是前不久从外地落户本地了吗？
你能接收他一家，怎就不能接受我这个
弟弟呢？”父亲说：“那位老陈是退伍军
人，受过伤，吃过苦，上面有规定，接收
他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最后，叔
叔一家从哪里来回哪里去，重又回到河
北阜平老家的乡下。

叔叔一家乘车回河北的那天，我与
父亲送他们到广阳车站，父亲从口袋里
掏出一些钱塞进叔叔的布包里，说：“回
去以后好好劳动生活，多通信，常联系
……”立于广阳大桥的河坎岸边，望清
澈见底的舒溪河水缓缓东流……也记
得那位户口顺利落户和平公社的陈叔
叔为了表示谢意，曾送来一只猪腿，父
亲严肃谢绝：“我不能收这只猪腿，接收

你们一家将户口迁来当地，是按政策规
定办事，不是我个人的功劳，要谢就谢
国家政策好。”

不媚上不欺下，堂堂正正做人，清
清白白做事。上世纪 70 年代初，和平
公社综合厂开办了一个菜油加工厂。
那年春节前的一天，父亲接到当时县
委办公室一位负责人打来电话，说：

“快过节了，能否给县里领导弄点菜油
和太平湖的鱼……”父亲明白此话的
意思与点拨，然而却明知故问地用他
那河北保定方言问对方：“县委办公室
是付钱来买菜油和鱼吗？如果是付钱
来买，我可以想想办法！”电话那头支
支吾吾一番后，撂下话筒再也没了下
文。就在当天，父亲却给新建大队和
南安大队的几名贫困户送去自己掏钱
买的 12 斤菜油。不知抬头看天，只知
低头看地，率真、刚直，几乎是这位北方
汉子的秉性使然。

上世纪 80 年代初，原太平县委纪
检委成立初期，父亲曾在县纪检委主持
工作两年多。他本着老实做人，认真做
事，对党忠诚，对工作负责的态度，积极
开展纪检工作。曾多次顶住说情并拒

收礼品，查办案件一丝不苟。有两次我
亲眼见他将送来好烟名酒的说情者和
当事者拒之门外，冷峻的眼神，直爽的
话语，令我惊诧，令送礼者尴尬。多年
后，人们常挂在嘴边也是当今社会所提
倡的“请客不到，送礼不要”等等与清正
廉洁有关的说词，老父亲其实在很早以
前就已经开始认真实践并自觉执行
了。尽管当时相关纪律与规定还不是
很完善，而父亲却能够如此这般洁身自
好,我想,他可能完全是在凭直觉和良知
行事，正如他曾经所说：“做事难求完
美，只求问心无愧。”父亲胸中一定存着
一片蓝天，自有一杆准秤，一片冰心。

2019年 7月 14日 16时 35分，父亲
周玺与世长辞，享年94岁。

整理父亲的遗物时，我们家人发现
他的写字台抽屉和床头柜抽屉里整整
齐齐摆放着一些书籍。里面有《中共党
史大事年表》《毛泽东选集》《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等
政治理论书籍。两本信笺写满了诗歌
和顺口溜，略一翻看，都是纪念抗日战
争，歌颂共产党，赞美祖国和黄山当地
繁荣发展的一些内容。一位老党员、抗
日老战士不改的初心赫现眼前。父亲
的衣橱里还珍藏摆放着 4 枚由中共中
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以及安徽省委、
省政府在不同时期颁发给抗日老战士
的纪念章，其中一枚“纪念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章”说明书上
有这样一段文字：纪念章抗日战士浮雕
体现中国人民不畏强暴、奋起抗战，寓
意伟大的抗战精神；橄榄枝象征和平，
表达对抗战英雄、烈士和为抗战胜利作
出贡献各界人士的崇敬之意……

低眉春已逝，抬首夏伊始。
谷雨之后，家乡的蚕豆上市了，大

街小巷，隔几处就能看到肩挑担子的
农夫或腕挎竹篮的村妇，满满的碧油
油、肥嘟嘟的豆荚，鲜嫩得能掐出水
来。鲁迅先生在《社戏》里写到他和小
伙伴们坐乌篷船看社戏，回来途中，看
到“岸上的田里，乌油油的都是结实的
罗汉豆”，勾起了肚中馋虫，于是，几个
毛孩子去六一公公家田里偷摘了一大
捧，剥豆的剥豆，找柴的找柴，生火的
生火，煮好后“用手撮着吃”，时过境
迁，先生在提及往事“真的，一直到现
在，我再也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
文中令先生念兹在兹的“罗汉豆”，在
我家乡唤作“蚕豆”。

立夏前后的蚕豆最为鲜嫩，焖、
炒、炸、煮各种烧法，样样好吃得紧，用
指甲剥去外面的豆荚，跳出来的豆子
碧绿嫩糯，加一点切碎的咸菜，连内皮
炒，滋味尤赞；炒红苋菜时加几颗蚕豆
瓣，色香俱佳；番茄蛋汤里放上一点蚕

豆瓣，亦能提味；我家乡有豆瓣饭，用
蚕豆小麦一起煮饭，可以预防疰夏。
我最喜欢的吃法却是最寻常不过的葱
花蚕豆，热锅下油，母亲将蚕豆倒入锅
内，麻利翻炒起来，末了，抓一把葱花
扔进去，颠两下，直至豆皮起皱，一道
极有特色的家常下饭小菜就上桌了。
此时的蚕豆，入口酥绵，清甜的汁液在
口中迸出、在唇齿间流淌、在舌间酝
酿，鲜嫩莫名。无怪乎范烟桥盛赞：

“煮而食之，可忘肉味”。
江南有《蚕豆谣》：“蚕豆青，蚕豆

黄 ，青 的 嫩 ，老 的 黄 ，由 青 转 黄 太 匆
忙。”嫩蚕豆上市半个来月，豆嘴处变
黑，蚕豆渐老，可老蚕豆自有老蚕豆的
吃法，譬如，烹调前可在豆嘴处剪开一
刀，方便吃时吐壳，彼时的蚕豆略带点
沙，别有一番滋味。还可以加点油盐，
连壳炒来吃，这就是民间小孩子最喜
欢吃的“炒盐豆”。鲁迅小说《风波》里
被九斤老太骂“一代不如一代”的曾孙
女六斤，在吃晚饭前捏一把在手里吃

的就是炒盐豆。有一种久负盛名的吃
法，将老蚕豆连皮煮熟，加点桂皮、食
盐，美其名曰“茴香豆”，既可作下酒
菜，亦可白嘴当零食吃。在鲁迅先生
故乡绍兴，茴香豆是一味极好的佐酒
之物，《在酒楼上》，先生请故人吃酒有
雷打不动四样下酒菜：茴香豆、冻肉、油
豆腐、青鱼干，茴香豆亦身列其中。孔
乙己一到店，便排出九文大钱，对柜里
说，“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在落魄
的人生里，给他带来了短暂的快乐和满
足。为身临其境体验一下，我特地来到
绍城的咸亨酒店，店面临街柜台上置有
栅栏，栏内摆着茴香豆、加饭酒，我学着
孔乙己要了一碗黄酒、一碟茴香豆，坐
在方桌上有滋有味地品尝起来，咸亨的
茴香豆很有嚼劲，黄酒也有年头了，酒
香和豆香在唇齿间弥散开来，恍然间，
似乎穿越到了那个年代。

儿时，曾寄居外祖父家，外祖父素
喜饮酒，我那心灵手巧的外祖母常用
蚕豆与鸡蛋、韭菜、蒜苗、咸菜、火腿、

笋片……或烧或炒，做成一道道美味
可口的下酒菜，吃得我差点连舌头也
吞下肚。外祖父无事常独坐老宅的庭
院里，靠着藤椅，抿一口黄酒，夹一粒
茴香豆，嚼起来嘎嘣脆，豆子是姨妈从
上海老城隍庙捎来的奶油茴香豆，也
叫铁蚕豆，非牙口极好，压根嚼不动。
我看他吃得香，也嘴馋起来，忍不住抓
一把塞进小嘴里，硬梆梆的豆子差点
把我的乳牙磕没了。打那以后，我再
也没碰过茴香豆。

“翛然山径花吹尽，蚕豆青梅存
一杯”，又到一年立夏时，蚕豆易老，
正如年华易逝，我忽地忆起外祖父当
年吃茴香豆的场景，便从橱柜里取出
友人赠送的青梅酒，去街上杂铺店称
了半斤茴香豆，自饮自酌起来，我从
冲 龄 迈 向 而 立 ，一 口 好 牙“ 无 坚 不
摧 ”，母 亲 听 得 我 嘴 里 发 出“ 咯 嘣 咯
嘣”那干脆利落的嚼豆声，忽地扭转过
头来，羡慕的语气中略带一丝惆怅：和
你外公一样，天生一口好牙！

生活的馈赠一钵蚕豆，清欢有味 申功晶

 周太生

父 亲 的 一 生父 亲 的 一 生
人
生
档
案

家里养了一只乌龟，它的名字
叫做“甲骨文”。想必你已经想到了
这个名字的由来，对，我们的祖先最
早使用的象形文字就是刻在龟壳上
的。

我仔细观察过它的龟壳。它上
面有 19块椭圆形的格子。如果你的
想象力足够丰富，还可能看到上面
写着一个山川的“川”字，它除了肚
皮是青白色的，其他地方都是墨绿
色的。就像诗人艾青写的《绿》中
的：好像绿色的墨水瓶倒翻了，到处
是绿的……它的头软软的，两边还
有两只看似眼睛的红色圆形。当
时，我理直气壮地对妹妹说：“你看，
乌龟的眼睛是红色的。”后来才知
道，乌龟的眼睛是红色圆形旁边的
那两个黑色圆点。

刚买回“甲骨文”时，它就像一

个渴望见到光明，迫不及待想要越
狱的“囚犯”，时常用它那又长又锋
利的指甲用力地抓着龟盒里凸起
的那个高台。那声音，任谁都会被
它 吵 得 受 不 了 。 而 现 在 ，它 很 安
分，甚至几十分钟也不动一下，可
能它已经知道再努力也无法逃出
这个“监狱”，慢慢地适应了现在的
生活。

可能是因为认命的原因吧，它
对我给它的龟粮置之不理。有一
次，我特意把龟粮撒在它的嘴边，可
它居然吃进嘴里咬了咬又吐了出
来。我心想：好啊你，敬酒不吃吃罚
酒。我拿起龟盒轻轻摇晃起来，可
它却不慌不忙地把头、尾巴和脚全
缩进了龟壳里。

然而，就在我放下龟盒的瞬间，
似乎望见黑色圆点朝我眨了眨。

家
庭
手
记乌龟乌龟““甲骨文甲骨文””

 李臻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