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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专栏 □ 季振华

晚年日记（2018）
一

二

每当看见长江涨起大潮
我就感激它的救命之恩
青年的父亲谋生去沪
小帆船在江中搁浅了一夜
次日涨潮，他才捡回一条命
那时他还未遇到我的母亲
这事，他跟我说过多次
他每说一次，我就惊出一身冷汗
在我出生的20多年前
就经历了一次死里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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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四妇人
对着江面，双手合十，闭目诵经
然后，把一盆鱼放归江中
不远处，有人捕鱼
俄顷，那人网中有鱼蹦跳
不知是不是放生的那些
而那几个妇人还在那里诵经
双手合十

在那家小饭铺的门前
蹦跳着三五只麻雀
它们用眼睛的余光觑着行人
瞅准了空子在地上觅食
为了不惊扰它们
也表示我一点微小的敬意
我放慢脚步，绕开它们
它们明察秋毫
在看起来很干净的地上
啄着只有它们看得见的食物碎屑
这不像是它们觅食养命
更像替人们捡拾丢弃的米粮

他们都很认真，也不说笑
每人像有佛法护身
那么冷的天，都冒着热汗
他们要赶在下雪前修好
有许多向善之人要来寺院
寺院还等着那些心存歹念的人

一辆救护车，一辆消防车
一前一后，疾驰而过
它们是偶尔同路
还是赶赴同一地点
不管怎样，它们凄厉的鸣笛
都是生活疼痛的呼喊
多数人是这情景的旁观者
但难说永远和自己无关
一切不会总是平和，沉静的日子
有时也需要听一听它们的惊叫

刚跨进六号线轻轨车厢
一位姑娘就要给我让座
她正在低头看手机
不知怎么看见了我这个老人
好像她有第二双眼睛
姑娘起身让座的身姿
如同花枝在春风里伸展
这是我成为老人后第一次所遇
她的举动使我意外又惊喜
原来，老了会遇到如此的美好
我说：谢谢你姑娘，我喜欢站着
我要珍惜还能站立的日子

人们拎着活鸡排队等候
那女人将鸡割喉、褪毛、开膛
听口音，她来自江苏一带
又听她和熟人说

今日给父母扫墓
老妻说，你给他们说几句话吧
我说了句“我们看你们来了”
就卡住说不下去了，说什么好呢
说我平时其实很少想到他们
说我的悲伤正逐渐被时光洗淡
说我离古稀越来越近
说我们兄弟如今都不大联系
在这里，我不能说真话，
但也不能说假话
只能默默地鞠躬、鞠躬又鞠躬
把身子低低的压下
用几十年不愈的腰肌劳损
让自己又酸、又痛，又痛、又酸

九
我和老妻在墓园的墓碑上看见
多数丈夫先于妻子故世
而我曾多年往返养老院
亦看见老太远多于老头
此时，不免令人心有所动
老妻不说话，我也无语
不消说，两人想得都一样
忍了半天的雨，终于下了
我们没带伞，但也不躲避
还能在下雨的人间相伴行走
也是老天赐予的幸事

一个家庭的代代相传，把它比
作接力比赛如何？我看是可以
的。尽管用比赛比喻人生，会给人
以一种紧迫的感觉，让人觉得有点
喘不过气来，但是终究人生的竞争
就摆在那里，所以把人生比作赛
场，把代代相传比作接力赛，未尝
不可。

竞技场上的接力比赛，关键是
要看一棒和一棒之间的交接。到了
该交接的路段，前一棒在飞跑中迅
速地把接力棒送出去，后一棒就要
边起跑边及时将接力棒稳稳地接到
手里，然后奋力冲向前去。一个家
庭，于列阵而言，老子、儿子、孙子，
就像接力比赛时的第一棒、第二棒、
第三棒，是一代一代、一棒一棒分得
很清楚的。只是在实际的中国式的
代代相传中，我们看到的情景常常
没有像接力比赛那样责任分明。其
中尤其是老一代的人，明明自己的
路程跑完了，却还要帮助下一程的
人跑，结果，一面是老人自己跑得气
喘吁吁，跌跌撞撞，一面是后来人不

知道自己就是当跑的这一棒，稀里
糊涂，似跑非跑。这样的接力比赛，
责任体系和层次节奏等全部被打
乱，谓之“接力赛”，谓之“代代相
传”，已经完全名不副实了。

时常，我们会议论某些国家的
家庭文化，赞赏那里的子女及时离
开父母独立生活的自立精神。如
果同样以接力比赛为喻，他们的两
代人之间的这一根接力棒，交接得
既及时又利索，后来的人也跑得认
真和卖力。这样的文化理念，倒需
要我们好好学一学。一个家庭，一
代一代的人各就各位，然后在各自
的赛段里努力尽好自己的职责，才
会代代兴旺，世世发达。

小家庭决定大家庭，这样的接
力意识如果扩散至社会发展的各
个领域，就能使社会世代繁荣了。

中国式的家庭接力
□ 北风

我还想说，对你的善举
我也应以站立表示敬意

路过一个寺院
一群工人在为它修缮

她老公的病到了晚期
看见一只只鸡在她手上死去
我有点难受
看见她生意很好
我又有点宽慰

那是一把普通的伞。
一早下雨，我撑着伞到了地铁口，

那里有几个眼巴巴等候的人，像是被
那雨惊到了，停滞在那里。其中的一
个年轻男人，一脸着急，不时皱着眉，
看样子是个刚毕业参加工作的。目光
不时地朝着雨在看，又不时地踱着步
叹气，看着雨中甚至有冲出去的动作。

我上班的公司，从地铁里不用到
室外，即可直达办公大楼的地下二
层，坐电梯上楼办公。

突如其来的恻隐之心，我停住了
要走下楼梯的脚步，转过身，走到了
年轻人跟前。我说：“这伞，给你吧。”

年轻人像是不信，以为是自己听
错了，眼神在我身上看了好久，却不
敢去接我的伞。

我说：“这伞，我给你。”又说了一
遍。这次，年轻人是听清了。

年轻人问：“多少钱？”问得小心

翼翼，怕我狮子大开口。
我笑了笑说：“不要钱。”
在年轻人还犹豫是真是假还是

有更大陷阱之间，我把伞递给他，转
身就下了楼梯，往地铁里走去。

后来很多次，还是那个地铁口，下
着雨的天，总是有不带伞的人，我都会
义务地把伞给他们。

那一段时间，我送出去好几把
伞，老婆甚至给我提出了抗议，说：
“你这伞是拿去吃了吗？”我笑笑，说：
“忘性大，忘性大，都忘地铁里了。”

其实，我想过给老婆解释。
刚来城市的那个夏天，我在这个

城市穿梭，茫然地漫无目的地行走。
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劈头盖脸的包
围了我，突然，雨是停了吗？我看到
了头上的伞。眼前，是一个老太太微
笑的脸。老太太说：“小伙子，我前面
就到了，这伞一会给你吧……”

陌生人给过我的温暖，我也想传
递给其他的陌生人，像一股源源不断
的力量。

多年后的一天，我离职了，去了
一家公司面试。那是家这几年兴起，
很知名很有实力的公司。

面试的那个男人，我看着眼熟。

那个男人看我，似乎也多看了几
眼。他不会也觉得眼熟吧。

在我拍脑袋想起来的同时，男人
也拍了下桌子，他也想起来了。这个
男人，竟是我第一次送伞给他的年轻
男人。

男人问我：“当年为什么把伞送给
我？知道吗？那个时候我刚来这个城
市，有彷徨，有犹豫，甚至想过回老家
……是你的伞，改变了我的主意。”

我把我当年的故事告诉了男
人。男人紧紧握住了我的手。男人
是这个公司的年轻老总。我留下了，
并出任了售后服务部经理。男人说：
“那把伞，撑起了我的一片天。”男人
还说：“这个职务，最适合你了。”

“谢谢你。那把伞，也撑起了我
的一片天。”我一脸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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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诚骏 书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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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得 很
清楚，上世纪
五十年代，崇
明“ 上 下 百
沙”就已有了
“ 菜 瓜 ”之
谓。 这一称
谓代代相传，
如今 外来岛
上的 建设者
也都晓得，崇
明的 菜瓜并
非当 菜肴吃
的黄瓜、金瓜
之类，还入乡
随俗 也称之
为“菜瓜”。

菜 瓜 在
崇明 历史悠
久，现存最早
的明 朝正德
《崇明县志?
物产》中，就
载有 它的鼎
鼎大 名。从

古到今的几部县志里，还有称“甜
瓜”、“香瓜”的。百年前的民国初年，
崇明菜瓜就已名扬上海滩。

旧时崇明农村，几乎家家种菜
瓜，它与芦穄一样，是岛上消暑解渴
的美食。夏日炎炎，悬浮在江海之滨
的崇明岛，莫说冰激凌，连几分钱一
支的棒冰也是稀罕物件，不过有菜瓜
享受，也很称心快意，自给自足“用勿
着花钞票”。所以即使人民公社年代
只有丁点自留地时，也要种十根廿
根，起码让小囡“过过念”。

孩子们对菜瓜情有独钟。他们
别的可以不放在心上，自家的菜瓜种
在哪里一目了然，熟门熟路。“瓜仁”
还在花屁股里时，就三天两头光顾，
看着它一点点长大，待到拳头大小
时，天天去看几趟，还要闻闻摸摸，往
往“半生拉熟”就进了肚皮。

崇明菜瓜品质优良，县志记载
“比吴中者尤佳”，是说胜过盛产甜瓜
的苏州吴县（现已撤销），早就以瀛洲
特产走出了海岛，销往东南巨埠大上
海。听祖辈说，年年多有“跑班头”过
江去，穿街走巷在十里洋场，华界租
界到处可闻“崇明菜瓜吃伐”的悠扬
叫卖声。“本县运沪之菜瓜、西瓜等特
产，在沪设合作社市场管理。”从《瀛
报》报道可知，民国年间，上海多有合
作社组织，专门从事崇明菜瓜的收
购、运输、推销。

菜瓜品名繁多，《民国崇明县志?
物产》记载，以色泽分有黄、白、青三
类，各类又有几种，并称“惟青皮青练
者佳”。

“青皮青练”，即现在所说的“青
肉青练”，堪称崇明菜瓜中的精品。
这种瓜的皮、肉都是青的，似翠玉之
绿，绿草之青，入口又甜又嫩，听得摊
主“嗳，青肉青练”一声吆喝，顾客循
声而至。

“糖加甜头”可与“青肉青练”媲
美，顾名思义，甜上加甜之谓也。瓜
皮呈奶白色或泛出丝丝金黄又有香
味时，说明长熟了。成熟了的“糖加
甜头”还有一个特点：瓜柄或瓜蒂四
周会生出圆形的裂缝。

“十轮瓜”，又叫“十棱瓜”，点一
下果真十条棱缝十个轮，“轮”在崇明
俗话里是“埭头”的意思。它甜度上
乘，瓜肉厚实，老早的“十轮瓜”都是
白皮的，近年也有了青皮的。

“小麦瓜”，收割小麦时节开始成
熟，故名。奶白色，长圆形，肉香甜，
小巧玲珑，瓜皮细腻嫩滑，深受各式
人等喜欢，常听如是赞语：“革个小囡
皮肤滑秀来像小麦瓜。”

崇明菜瓜大都近乎圆形，只有
“牛角瓜”例外，以蒂部粗大柄部稍细
状如牛角得名，也有因其粗壮如牛腿
叫它“牛腿瓜”。特点是个头大，四五
斤一只不算稀奇，肉厚汁多，即使五
大三粗的壮汉，半只下去就已“饱胀”
了。它的成熟期晚至高秋前，是时别
的菜瓜已经落市，牛角瓜正好补缺，
虽是淡淡的甜也显得以稀为贵。

“黄糖柿瓜”，熟透了时特别的
香，几十步外就能闻到香气，又特别
酥软，有如圆子里的豆沙芯，所以又
叫酥瓜。历来“黄糖柿瓜”属稀货，往
往用来孝敬牙齿不全的爷爷奶奶，轻
轻掰开，张嘴一吮，酥软香甜瓜肉满
口。民间有传言有老人因贪吃大口
吞咽噎得气不来，所以又有别名“噎
煞人瓜”。

林林总总，崇明菜瓜品名多，还
有颜色花纹像青蛙的“田鸡瓜”；白皮
红心的“红练瓜”；个体大水分特多的
“水梨生瓜”……

县志里有把菜瓜叫作香瓜。事
实也是，菜瓜的香沁心脾。顾客几乎
统一的动作，先凑在鼻尖上闻闻，情
不自禁“香来”，马上过秤成交。香的
一定熟，熟的才会甜。

老夫有个习惯，菜瓜起势后，壁
橱里书架上轮番放几只“小麦瓜”或
“十轮瓜”，圆润可爱、秀色可餐，又有
原生态的瓜香袅袅，赏心悦目怡神，
真叫“捂爽嘞”！

沧海桑田，星移斗转，“糖加甜
头”、“青肉青练”、“十轮瓜”、“小麦
瓜”等崇明菜瓜良种，生生不息，代代
相传，即使有了玉菇、绿宝石、伊丽莎
白等“新贵”的今天，也还是风光依
旧，受人青睐。

撑起一片天

笔走心缘

□ 崔立

作家专栏

岛
居
之
味

刘海勇 水墨画《金英正晓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