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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爿剃头店，原先在民粮河边上。
民粮河是一条东西向的横河，不

宽，但先前也是可以行船的。那时候，
开了春，河边的芦苇长高了，很茂密，
水也很清澈，一些人坐在河边钓鱼。
河北一条路，贴岸蜿蜒，说宽不宽，说
窄不窄，是泥路，连接了周边几个村，
可以行两个轮子的板车。剃头店紧靠
路边，一间又矮又小的房子，一抬手便
可够到屋檐。站在门口往里张望，里
面的景致一目了然。东墙上一面镜
子，镜子前一张转椅，西边靠墙有两三
张长条凳，是供等待剃头的人坐的。
西北角摆一只面盆架子，除了放置面
盆，还挂着毛巾。北墙下一排热水
瓶。煤饼炉上常年坐一只吊子，时不
时有滋滋的水声和壶盖与壶身咔咔的
撞击声，如一个坐卧不安的老人整天
自言自语。肥皂水的味道和煤气的味
道在屋子里弥漫，这是你到哪个剃头
店，都能闻到的标准气味。

这是五十年前的景象。
某年，门前的道路拓宽，剃头店不

得不搬迁。沿路往东走一百米，与一
条南北向的机耕路相撞。两条道路相
交处，河南河北，有桥，有人家，于是桥
头成了人群集散地，一天到晚总是很

热闹。剃头店的新址就安置在河南，
路西，靠近桥边。店主将原来的店面
拆了，旧的门窗、桁料、椽子，一车一车
运过去，只添置了一些砖瓦，原样砌了
一间房子。那房子，几乎就是原先房
子的挪移或复制，高矮胖瘦，找不出差
异，无非墙面白了一点，门窗新上了
油漆。

剃头店从来没有过正经八百的名
字，也没有任何行业特征的标识。从
我记事，第一次进店剃头起，到后来，
长长的岁月里，始终保持一个样子。
有人曾提议，即使剃头店不取名字，在
墙上写上“剃头店”三个字也好啊，至
少让过路的人知道，这里坐着或站着
的人，是在等剃头，也好让想剃头的人
歇住脚剃个头。店主人微笑着说：

“好，好！”但日子一天天过去，终于没
见行动。或许，主人真正的想法正相
反，来剃头的都是熟人，熟人要什么标
识，该来的总归会来。

岁月易逝，一晃就是几十年。
店主人斜腰康郎，有一副永远站

不直的身子。不知道是生下来就这样
还是后来生了一场脊椎方面的疾病所
致，总之是上帝的一根羽毛曾经擦过
他柔弱的腰身，于是，残了，水样的花
蕊上有了一个蛀洞。一个永远站不直
的身子，倾斜着往前走，抬头看天，便
有一副劳累不堪的样子。但他的脸上
却总是挂着笑容，虽有些苦相，眉毛打
结，但笑得还算灿烂，表明他对生活的
信心永远没有失去。

先是母亲带我去斜腰康郎的剃头
店剃头，稍大，我可以自己去了，手里
捏着一张一角的票子，人多的时候就
在门口等着。过一会，斜腰康郎会按
照客人等待的先后次序招呼谁剃头。
等待的人也十分明确自己的位置，从
不越位。如果哪个人有急事要插个
队，只要打一声招呼，等待的人几乎会
异口同声地说“好的好的”，说到底，都
是熟人，乡里乡亲。而且，等也不是空
等，街谈巷议，正好在这个时间相互传
递。所以到了后来，一些并无剃头意
愿的人，只要闲着，也会在墙边的长条
凳上坐坐。一爿小小的剃头店，成了
信息的集散地。

不知斜腰康郎有没有拜过师，反
正他的剃头是真正的、名符其实的、与

“理发”无关的“剃头”。理发以“理”为
主，不整理出个山青水绿不放手。而
剃头则以剃为主，推子附加剪刀，将头
发弄短，就算完工。老人的头，光头居
多，或者寸头，剃完了，被剃者抬手摸
摸，镜子都不用照，就说“蛮好蛮好”，
付钱走人。女人的头，主要是剪，剪短
削薄，清清爽爽。孩子的头更简单了，
剃好了，看热闹的人说：“啊呀，像个马
桶盖。”方圆数里，老人孩子，看见光
头、寸头，“马桶盖”，那一定是斜腰康

郎的作品。四邻八舍的许多孩子，是
顶着马桶盖长大的。

马桶盖的式样，也在我的头顶上
盘旋了许多年。

后来，我离开了崇明岛。
又回来了。
退休了。
当我在一个周末的下午重新踏进

这爿剃头店的时候，我惊异于这五十年
来，世界已变得面目全非，而它却以一
成不变的姿态，默默地坚守在这条同样
变得面目全非的河边，迎来送往一个个
需要打理或已经打理好的头颅。

门外的泥土路已铺上了水泥，河
边青芦不见了，河岸做了护坡，虽然结
实，但看上去简单粗暴。小店里的格
局当然也有一些变化。烧水的煤炉换
成了电热淋浴器。原先一眼望到屋顶
的房子不知那年已经吊了顶，有一块
顶板有些松动，摇摇欲坠。镜子下面
的吧台上，手工的推子换成了电动
的。转椅仍然是原先的那张，现在已
经破旧不堪，每转一圈，“吱嘎”呻吟一
下，如伛腰老人的重重喘息。两张五
十年前的长条凳，凳面锃亮，那是无数
个屁股经年累月摩挲的结果。相比之
下，摩挲不到的地方，木质疏松，灰暗，
凳脚已经腐朽，有一种因缺少关怀而
自暴自弃的绝望。坐在上面的人，每
动一下，凳子就要晃一晃。

斜腰康郎对我笑笑：“来了？”
我说：“嗯，来了。”
一声“来了”，跨过四十多年的岁

月。仿佛剃头的斜腰康郎一直在等着
我的回来，或早已预计到我会再来，

“来了”这两个字在他干裂的嘴皮上徘
徊已久。我的“来了”，是跋山涉水，风
雨兼程地穿越而来的，有些迟疑，干
涩，仿佛与旧时的岁月握手言和，重归
于好。

归来已是暮年。
他的腰更弯了，脸依旧黑而瘦，一

笑，皱纹凸显出来。
这一辈子，他从未远离这爿赖以

生存的剃头店。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忙的时候忙着，闲的时候，或坐在店里
发呆，或坐在檐下看天看地看远方。
听人说笑，听人诉落，他跟着笑，跟着
悲。在别人上天入地，穿云破雾地周
游世界的时候，他始终如一地，守着自
己的一间小屋，一方天地。长条凳上
坐着的人，只管沿着自己的心思谈天
说地，不知有没有想过，这个一辈子守
着一间小屋的人心中有无悲喜。门前
的路上，已经通了公交车，来来往往的
人，他们的视线里不知有没有一个剃
头店。这世界忙，这世界上的人，
都忙。

他是一个与这个世界无关的人。
斜腰康郎老了，走南闯北的人也

老了。

《紫藤花开》（油画）陈丽勇

□ 陆茂清

□ 北风
睡出来的清醒

我常常要羡慕人家，其中特别羡
慕人家每天晚上睡的那一个深沉、甜
美的觉。总听说，有些人每晚一个枕
头还没有摸准，就呼呼地睡着了，中间
难得做梦也不会醒来，就这么完完全
全地、扎扎实实地一觉睡到大天亮。
羡慕人家觉睡得香甜，其实是羡慕他
们醒来以后的精力和体力，怎么天天
都像一台加满油的机器，不知疲倦地
高效地运转着？

我自己，先是入睡有些难，再是睡
的一个觉，总被扯成许多碎片，像写文
章那样分出无数的自然段来。每一自
然段里，还总会有许多情节，那就是梦
（那梦如果收拾起来，每天总有几箩
筐）。这样，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就
是昏昏沉沉，立有点儿不稳，走有点儿
晃悠，脑子像灌满了铅似的，也像灌满
了浆糊似的，所以什么事情都做不好，
写作也只能靠抢白天小憩以后那么一
点短暂的好转时段，去糊弄几下子。

检查自己，是晚间躺下来以后，内
心过于清醒了。不知怎么的，一副眼

睛，睡下了反倒新鲜了，控制住了闭起
来，脑子又开始发动起来了，东想西想
连续不断。好不容易睡着了，思想却
转换成了一个个梦，有家常的、喜悦
的、郁闷的、古怪的、惊险的等等，从来
不准备却从来不缺少素材。晚间一片
漆黑，该是最为糊里糊涂地睡上一大
觉的时候，可我一个自己，身心却是那
样活跃而难以抑制。

现在，我正在渐渐明白，一个人白
天的清醒，原本是晚间的糊涂换来
的。只有糊涂得彻底，才会清醒得彻
底。反过来说，你不会糊涂，也就没有
清醒，继而也谈不上什么精力、体力、
心力之类的充沛。明白之下，已经开
始渐渐地往某些糊涂状态里走，所以
觉睡得比过去好了些。更为重要的
是，我又渐渐明白，糊涂能够换来清
醒，实际上不单单是就睡眠而言的。

悠悠往事

应聘为对台宣传通讯员有年，
与台北崇明同乡会的人士接触交往
多些，如恳谈会、研讨会、发行会、餐
聚、参观等。不止一次听他们津津
乐道，少小离家老大回时，享受久别
重逢家乡美食的欣喜。其中的一
味，就是拌金瓜丝，作东款待宾客，
拌金瓜丝不可或缺；亲友有请吃饭，
反客为主点名要这道菜。

同乡会有名曰《乡情报道》的会
刊，作者是两岸的崇明人。一次宴
请家乡的作者，葱油拌金瓜丝端上
来了，金灿灿，黄澄澄，香喷喷，叫人
齿颊生津。“来，请”声中，各各伸出
筷子，啧啧夸赞：“崭！”“味道真好！”

“色香味形侪是一只鼎！”
旅居台湾的崇明同胞，青少年

时代大都在家乡度过，不只爱吃金
瓜，还种过、收摘过、保藏过，你一言
我一语，兴趣盎然忆话。讲到怎样
拌金瓜丝时，就是否去皮、蒸还是
煮、火候掌握、如何出丝、佐料添加
等争相发言，有经验，有教训，各抒
己见，闹猛得不得了。

他们如此喜欢金瓜？崭吃而
外，另有缘故。

崇明岛上的众多蔬菜中，唯有
金瓜里盘绕着不计其数的细丝，犹
如游子思亲思乡的缕缕情愫。身在
异乡的他们，每当想起提及家乡的
金瓜，即会勾起对故土、亲人的无尽
思念与眷恋。

身在海峡彼岸的崇明人，关注
媒体对金瓜的报道，讲得出舆论的
赞语，诸如：“植物海蜇”“营养价值
高”“天然健康食品”“能减肥防癌延
缓衰老”……还热情地推介家乡的
金瓜，为家乡的金瓜造势。

据他们言，曾有台湾报纸渲染：
从日本引进了一种稀有瓜类，可作
菜用，叫做面条瓜。

姓苏的台胞与同乡谈起此事时
哑然失笑：“什么面条瓜？是我里家
乡崇明的金瓜。”他写了《崇明家乡
菜与小吃》一文，刊登在《乡情报道》
上，介绍了崇明金瓜的特色，还就

“日本面条瓜引来台湾试种”发表议
论：一看报道，真使人偷笑，这不就
是金瓜么？在家乡崇明普遍种植，
老祖宗传了几十代当作菜肴，说不
定日本的种子，还是由崇明引去
的嘞！

两岸开放探亲后，阔别家乡三

十多年的黄老先生，回到了魂牵梦
绕的崇明看望亲人，一连几天，饭桌
上天天有金瓜，笑呵呵地对人说：

“几十年吃不到金瓜了，今次回乡就
是要吃个煞念。仍是小时候的味
道，真好！百吃不厌。”还请乡亲拍
了张称心快意的照片：满脸笑靥坐
在饭桌前，面前摆着两只金瓜，左手
里还托着一只，右手从碗里挑起一
筷拌金瓜丝往嘴里送，一副大快朵
颐的神情！

黄老先生写了《返乡见闻》发表
在《乡情报道》，热情称赞家乡的金
瓜“一如海蜇皮”，自豪宣称：“此种
植物海蜇皮，系吾故乡崇明岛所独
有，全国唯一，亦世界仅有也！”

他又笔下生花作打油诗一首，
“说明我乡所产之金瓜，常食有益健
康，也凸显乡亲长寿之秘诀”：

植物海蜇皮，崇明产金瓜。
清肝养容颜，益肾助消化。
爽口甘香脆，风味感绝佳。
离乡半世纪，飘泊天之涯。
有幸重返家，亲友多健全。
满头尽白发，游子颇惊讶。
因何皆长寿？常食黄金瓜！
探亲后返台时，黄老先生随带

了金瓜种子去，通过《乡情报道》公
告在台湾的同乡：金瓜种子可分赠
有庭园之乡长，每人六粒，送完
为止。

在台湾的崇明人争相索要领
取，分别在花莲、汐止、阳明山、景美
万盛里、公馆蟾蜍山等地种植，至七
月间先后成熟。

花莲台胞蔡先生的儿子，是第
一次品尝金瓜，吃了还想吃，“赞不
绝口，既‘Q’（可爱、喜爱）又味美。”
住在汐止的黄先生送给也在台湾的
阿哥一只，说是让他“煞煞馋头”。
担任《乡情报道》主编的倪先生云：

“与家乡生长的味道完全一样。”他
还就吃法作了经验之谈：“经放佐料
搅拌之金瓜丝，最好在冰箱内放置
几小时，上口更脆，别有风味。”

《乡情报道》还以《崇明金瓜在
台试种获有成果》为题，跟踪写实热
情报道。

家乡金瓜在台湾试种成功，倡
行者黄老先生不胜欣慰，雄心勃勃
构想规划：推广种植，让在台湾的崇
明人，都能享受家乡金瓜的美味，感
受浓浓的故乡情、家乡亲！

《辉煌岁月》（国画）陈其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