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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老谢书与老谢书
□ 徐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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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明的食蟹民谚

老谢，久违了。
倘说星汉渺茫，天人阻隔，你我

相距太远；若谓灵魂不死，阴阳相荡，
岂非近在咫尺？曾经发生的四十多
年前的因缘相聚，后来成为记忆。记
忆乃生命之象征，记忆是一棵树，长
在心田中，心田有源头活水，记忆之
树便伸展青枝绿叶，有藤蔓，想起了
崇明岛上农人口口相传、很可能是农
人自己发明的一句成语：牵丝攀藤。

四十多年前，明媚鲜活的一个夏日。
我从崇明岛坐船到上海，光脚穿

一双破塑料凉鞋，找到汉口路的解放
日报社，传达室有个胖胖的师傅问：

“找啥人？”“谢泉铭。”“哦，老谢，上
去！上去！”语气友好多了。大约受
了传达室胖师傅的影响，初识，开口
便是：“老谢好！”老谢让座、倒水，我
从黄挎包里掏出一摞稿子，有写崇明
的组诗《茅屋颂》、《江芦青青》，以及
一个短篇小说《构思》。老谢略一翻
读：“你还写小说？”“偶然，有一点当
兵生活的小故事。”我清晰地记得，你
有点惊讶：“哦，你还当过兵？”“是的，
想退伍回来考大学，结果又做了红卫
兵。”你朗声大笑，你笑的时候，于今
想来，有一种敞开的澄明之境的感
觉，不仅是声音，还有你脸部本来就
宽厚慈祥的表情，没有一点客套。你
的头发又黑又亮，你每天出门的时
候，大约总是会梳头的，你曾笑着对

我说：“徐刚，你的头发乱了一点。”更
多的时候，是聊崇明岛以及我少小时
代的生活，芦荡旷野，孤儿寡母，田埂
小路，油菜花和丝草籽。你对我说的
乡间流传的水印木刻、绘图绣像的旧
小说特别有兴趣，从《封神榜》、《西游
记》到《说唐》等，你说晚清、民国，江
南的出版业已相当繁荣，再往前可以
推到南宋。“读书其实就是读史。”你
好像是随口说出的这一句话，在我偶
然回顾煮字生涯，问自己：因何由诗、
散文而旁及自然文学，康有为、梁启
超等人物传记时，忽然找到了那次并
不彰显却影响至深的点拨，史也，史
也，一块土地的历史，一处森林的历
史等等，才有我笔下后来的如此流
露：“历史的一部分是散落于荒野中
的碎片，”“历史作废墟状，在时光之
箭掠过太久之后，历史的废墟依然是
有温度的废墟”“山川就是历史”。

我要离开上海了，辞行、请益，你
淡定、平静，笑容可掬如往日，问得最
多的是我的年已七旬的老娘，一个人
住在崇明岛西北角乡下的两间朝东
屋里，“没有比母亲更伟大的了！”你
说。稍顿，又补充道：“徐刚，尤其是

你的母亲。”我要去北京学做编辑，你
对编辑的体会似乎只有两个字：“作
者！”你的带着上海口音的“作者”一
词的发音，有庄重感。后来我才体会
到办好副刊的诸要素中，作者是最重
要的，其中的另一层意思是培养新作
者，副刊上要有新面孔。在北京带我
的师傅是袁鹰、姜德明、李希凡和蓝
翎等，在编辑岗位上一待就是 10 年
——实做9年——另外一年被停职检
查，这风生水起的一年间，我接到过
来自上海的三封信（不含崇明），一个
是你，一个是刘征泰兄，另一位是王
周生女士，当其时也，鸿雁传书，少为
贵。后来便开始流浪，天南海北，深
山老林，写《夜行笔记》、《伐木者，醒
来》，偶尔路过海上，又重逢，先前未
曾有过的默默对视，随即，你笑了，笑
容依旧，你说，“徐刚，你还是老样
子。”你提醒我，要留意俄罗斯普里什
文的作品，“一辈子写自然，文笔极优
美。”我们谈到海洋、江河及森林生态
系统时，你曾问我，“读这一类书，会
不会枯燥？”我说，“不会，知道生命来
源于古海洋，古海洋又是汇集了当时
地球上的原始大雨，这大雨，不知下

了多久，不知下得多大，天上的雷鸣
电闪不知何等壮怀激烈，会生出太多
想象，指向起源。”你似乎略有感慨：

“说你还是老样子，其实不确切，至少
还可以补充一点，一个人知识结构的
变化，同时也改变了这个人谈话的内
容与方式。”你告诫我，“诗，不能丢，
那是你的文字基础，还有崇明，你想
象开始的地方。”

老谢，倘若我说谢谢你的教诲，
很可能有违你的本意，你只是在和一
个文学青年聊天，用你的话说是作
者、写作者、艰难刻苦的写字者，那时
文坛不是官场，也没有“著名”，没有
一根小草是著名的，没有一滴流水是
著名的，作者而已，一首小诗、一篇短
文，晨作夜改。至今我还在写字，我
仍是作者，老谢，这是我可以向你报
告的很可能是关乎我个人的唯一的
好消息。我有一个手工小作坊，这个
小作坊随我而行，走到哪里带到哪
里，一纸一笔足矣。

在一次路途更加遥远，长达三年
的远行之后，我回到北京，又两年，因
为时任崇明县长曹树民先生的邀请，
在春雨绵绵中回到阔别十年的崇明
岛，修缮母亲留下的老房子之后，事
前与季振邦兄商定，在上海稍作停
留，专为与你一聚。是晚，我于“好望
角”酒店设便宴，在门口等候你，相
见，握手，我不记得与你有过如此之

久的握手，你的手依然肥厚而温暖。
有一道菜是龙虾，你说：“太破费了。”
你笑容、温情如往昔，却一句也不提
我海外三年的生活，只是问：“以后怎
么办呢？”“回京后便去河西走廊，进
腾格里沙漠，写风沙线。”“路是对的，
就是太辛苦。”“我喜欢，荒沙荒野荒
凉，沙漠植被和种树的人，我心向往
之。”在“好望角”门口，我和你握别，
上海之夜的车水马龙，很快淹没了
你，也淹没了我。

几年后的一个早晨，我蛰居北京
通州农舍时，电话铃响了，振邦兄沉
重而凄凉地告诉我：“老谢走了……”

辛卯中秋过后，我回乡，恰逢上海
文艺出版社约写纪念你的文章。十多
年的思念，提携之恩，关爱之重，一时涌
出，是有此书。又思及康有为的《论死
生》，南海谓：“万物莫不生，而不知其由
死而生也；万物莫不死，而不知其死而
复生也。”《易》曰：“原始返终，故知死生
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如是观之，
老谢，你是功德圆满而往生者也，我是
尚在跋涉之向死者也。所谓死生如此
而已。老谢，我还想在你面前再犯一次
狂，苏东坡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且改
成“十年生死两相望”，你以为如何？

别矣！老谢，别矣！故乡。
待秋天的雕像披挂雪霜，然后冰

晶玉洁地流淌出荒草重绿，清明时
节，我再来。

董桥的朋友老穆自南洋回无锡
看恩师，临别前，恩师割舍出明代仿
定窑白釉印池，董桥这样记述：“老穆
打开布包拿出锦盒里的印池给我品
赏，瓷色如月，暗雕如锈，池中老印泥
还闪着艳光，真是雅致的旧梦。”

这确然是旧梦。印池和章都是
前朝旧代文人雅士案头把玩的珍
藏。试想，雪白的宣纸上墨色如潮，
一枚红色的印章端然而落，犹如游龙
睁开了眼睛，字和画顿时生色了。一
幅字画，纸如雪，墨如星，印如唇，淡
然像天外之人，浓烈又如胸口的激
情，无论谁都会喜欢。

现在私人的章真是“闲”的了。
因为办事都用签字，不用再罗罗嗦嗦
的印章跟随。母亲那一辈人却不然，
只要办理书面的东西，印章便要和主
人一起出现。有几次看见母亲急急
地赶回来，把自行车一停放，从红木
镜台抽屉里拿了两个小盒子就走，那
时就想，这是要紧的玩意。

母亲是贫下中农，案头文玩与她
离得太远，但看得出还是非常珍视，
专门用一个小抽屉盛放。章是一块
黄色作底子的石头，里面藏着云絮似
的花纹。它放在黑色的长条形的盒
子里，盒子有着漆的光亮，盒盖可以
抽动，非常精巧细密的样子。印是蓝
印花瓷，带着盖的碟子状，盖上蓝色
的图案有着蓝天的清澈。打开或合
上印盖的时候，瓷与瓷接触的沙沙声
像亲密的絮语，让人心动。当章亲吻
了印泥之后，九曲回肠的字就在纸上
声情并茂了。小小方块里，红色的线
条你连着我，我连着你，仿佛遥远的
路途都要手拉手地走，又流畅得像小
河弯弯。当时就喜欢了，于是常常偷
偷地拿出来当玩物。心想长大了必
得要拥有一枚印章，自己的名字后面
跟着它，如影相随，谁也不孤单。

成长的路总是漫长，一眼就印证

了的欢喜时不时会冒出来，牵引着不
问目标的往前走。后来在福州路上
兜兜转转地买到一本印章的拓本，虽
然觉得粗糙了点，每天还是不离不弃
地描摹。那时的班主任老师姓商，教
古代文学，父亲是资本家，文革中遭
了殃，他被当成崽子扫到了偏远山
区，小时候积累下的文学功底在接受
再教育中一点没有荒废，文革结束后
返回上海已是两鬓斑斑的中年，寻妻
立家，女儿诞生时我们刚好是他的门
下，他携带着满包的巧克力分发给我
们，吃着巧克力，听着他越发激情洋
溢的课，感觉他的女儿真好。老师见
到的好东西多，眼力好，他说这本拓
本一般，以后这本子就无影无踪了。

一个同学知道我喜欢印章，她说
她要帮我刻一枚。我好奇地看住她：
这是真功夫，不是说成就成的。原来
她已刻苦练习了一段时间，因为爱
恋。小伙子是外地人，在崇明的一个
镇上开了小小的门店，每天以刻章作
为自己的工作。她说小伙子长得帅，
关键是章刻得好。她隐瞒着她的父
母亲，他们肯定不会同意自己拔了农
根的女儿去嫁给一个外地的农村小
伙子。她说万一她的父母亲知道了
这件事，要我帮忙做说客。我想了很
久没有同意。看着她痛苦纠结的样
子，知道这便是青春无悔。她说了一
句仿佛是名言的话：攥在手里的东西
如果挤干了水分那还是浪漫吗？

毕业前夕，她郑重地把印章给了
我，石头是黑色有花纹的，简体字。
看得出字的棱角经过修改，那肯定是
她朋友的作为。

石头印章我至今收藏着。只是
不知道同学的爱情是否修成正果。
如果真的如送我的印章一样，一个字
留下了两个人的痕迹。“印”，是印证
他们漫漫岁月中的心心相印，那就格
外的好了。

□ 宋张

时间推推搡搡 推我入秋
一阵凉风迎面泼了过来

池中苇丛折了 矮了
枯黄的芦笛吹不出绿的歌
听得残荷兴味索然

田野真的瘦了

条条土埂 根根肋骨
几只麻雀前来觅食啄食
啄痛了孤鸿投下的淡淡身影

已是秋天了 无疑是萧瑟阴冷的
可是 可是为什么
你为我盛开如一朵春花

已是秋天了已是秋天了

提起老鼠沙，我就想起留守老鼠
沙的最后十二天。

1971 年 12 月 24 日，奋战在老鼠
沙三号坝岸转河工地的建设公社 10
大队三百多民工，统一回家过年。临
走时，大队干部邢亚香赶来我队，动
员留一人，与西片的老郭一起看守全
大队的二十余个环洞舍，时间十天，
到1972年1月3号有人来接班。我主
动报名留下。到了 1 月 3 日，接班人
没来，有老娘老婆孩子的老郭等不得
了，向我打个招呼先走了。我住下再
等，没想一等就没了天数！

此时的我，最后的一点点酱菜昨
晚已吃完，身上只有五角钱，留着回
家乘车用的。晚上点灯的煤油干了
二天，用来写字消遣的钢笔因墨水早
已用完而成了摆设。值得宽慰的是
还有二十来斤大米。我开始一日三
餐无盐无酱的白扒饭。

老鼠沙日出日落很美丽，出奇的
空旷寂静也很让我海空遐想，荒无人
烟又让我无比自大。但是朔风寒雨
也很恼人，而且有段时间不是上午一
场雨夹雪就是下午雪夹雨一场。我
找不到人，也没有人来找我。我常想
反正有白扒饭吃就饿不死，虽说顿顿
白扒饭也很难咽的。我用观赏风景、
回忆往事、大声唱歌等度过寂寞，战
胜冰寒。我也记不确切今天是几号

了，只知道春节越来越近了，只是一
天突然间发现米袋里见底了，才意识
到什么叫危机。这一天中午，又风雨
加雪花，我终于在十一大队舍区找到
一个姓倪的看舍人，向他说明情况，
委托他帮助照看一下，接班的明天一
定来。他答应了我。

我走到草棚镇，才知道今天已是
1972 年的 1 月 14 日大年初一！从 1
月3日算起我已吃了12天白扒饭！

我出现在邢亚香面前已是傍晚，
我交待后才回家。此时雨雪停了，一
个一个熟悉的景物眼前移过，我的轻
松和快乐用任何语言表达都是多余。

我风风火火一进家，晴天霹雳！外
婆过了，今天遗体已火化！我眼前一黑
……我外婆没儿子，我娘是小女儿，外
婆住我家八年了，对我们小辈非常慈
爱，没想到走得那么突然！“没有办法通
知你，也不晓得你为啥过年了还不回
来，外婆面也看不到！”娘呜咽着说。

我注视着外婆遗像，默默地说：
“外婆，外孙留守老鼠沙，无法尽孝，
很对不起你……”

从此后每到大年初一，我很缅怀
在老鼠沙的最后十二天。

印

忆留守老鼠沙的最后十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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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柴焘熊

□ 黄振忠

西风生，蟹脚痒，又到了崇明老毛
蟹上市的季节。这个时候，一走进崇明
岛上的菜市场，到处可见叫卖老毛蟹的
摊位，到处可见挑挑拣拣的顾客。

因为水质和水域的缘由，崇明老
毛蟹不如阳澄湖大闸蟹那样体重个
大，名气似乎也没它响亮。其实，老
毛蟹和阳澄湖蟹一样，也同样膏肥黄
足，味道鲜美，而且，价钱远比阳澄湖
蟹便宜。

关于吃食老毛蟹，崇明岛上还有
不少民谚流传，这里不妨记述几则。

“秋九八月撑壳黄，巴掌着身也
不放。”秋天的老毛蟹，只只都是满壳
的膏与黄，这时候食用特别有味。早
先崇明乡下的每一条河沟里，都可捕
捉到老毛蟹，是农家餐桌上的寻常之
物。其鲜美的味道令人爱不释手，即
使在吃蟹时遭人打巴掌，也不肯放下
手中的蟹只来自卫。这是多么令人
拍案的夸张。

“面拖蟹是败家星，杜米粞饭对
直盛。”（杜米：玉米；对直：连连）杜米
粞饭是崇明乡间的主食。由于面拖
蟹的美味程度不亚于河豚鱼，吃了令
人食欲大增，因此杜米粞饭盛了一碗
又一碗，欲罢不能。这是多么惹人发
笑的描述。

“蟹脚吮酒几茶盅，面孔个个像
关公。”用小菜下酒，崇明人叫“吮
酒”。在崇明，家家户户都自酿老白
酒，农户用老毛蟹脚下酒，能饮上几
大碗，因此面孔个个红得像关帝庙中
的关羽。这是多么让人叫绝的比喻。

“煠蟹等勿得红，掀开镬盖就要
动 。”（崇 明 人 把 用 清 水 煮 食 品 叫

“煠”）蟹要煮透变红后才能食用，不
然有可能中毒。有人急于品尝它的
美味，不等蟹壳变红就要急着动手。
这是多么叫人赞叹的形容。

读了上面几则崇明岛上关于老
毛蟹的民谚，我想人们对它也会有一
定的印象。看看近来电视新闻里播
放的万千车辆驶向阳澄湖食蟹，造成
京沪高速拥堵的场面，不由让人生出
些许感慨。其实在阳澄湖大闸蟹货
少价高的今天，人们也用不着一窝蜂
地去追到那里品尝购买。上海郊区
的崇明老毛蟹同样能给你带来无穷
美味，而且它还被国家质检总局授予
过“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保证只
只货真价实。

你说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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