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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与稻草

■单小莺
蓝天如洗，秋日的田野呈现出一派丰收的景象，
收割机欢快地劳作着，沉甸甸的谷粒散发着自然的
清香，大片大片黄绿色的稻草，随着机器的远去，铺
陈在空旷的田畈里，仿佛一床巨大而柔软的被褥。
妈妈的这块口粮田，面积大约一亩，处在河荡的
北端，可能是因为临水的缘故，每年的收成都很喜
人，谷粒饱满，谷草丰茂，从来没辜负过家人的期
盼。新收的稻谷载回家后，妈妈又匆忙往回赶，这次
她是来收稻草的。
“收”，其实是捆扎的意思，左手抓过一大把稻
草，握在梢头往下的位置，右手随意抽取几根，往梢
头处环绕一圈，顺势打个活结，再提着使劲儿抖抖，
这一捆稻草就能够端正地站立起来了。秋高气爽，
正是晾晒的好时候，用不了多久，余留的水分就会被
蒸发掉，干燥的稻草就可以收进柴房储存了。
在我家，稻草最大的用途，和厨房的那口老灶息
息相关，炒菜、做饭、烧水……每一样都离不开它的
助力，尤其严冬时节，屋外北风凛冽，滴水成冰，一把
把稻草添进滚烫的灶膛，熊熊火光产生的暖热，能够
快速驱散小屋里的寒意。
这时候，妈妈总要挑几只个头匀称的红薯，用长

柄火钳夹着，轻轻塞进灶膛深处，稻草灰可以把它们
慢慢煨熟，变成我和弟弟解馋的美食。这活需要技
术，我尝试过几次，都以失败告终，妈妈说我太急躁，
煨红薯要用慢悠悠的小火，而不是一个劲地塞稻草，
急火和旺火都会适得其反的。理论我能懂，可依旧
笨拙，稻草的多寡以及火候，远不是我能熟练掌握
的，红薯要么不熟，要么焦糊，所以这项工作最终还
得仰仗妈妈来完成。
小小的稻草，其貌不扬，但在美食制作上，却有
意想不到的作用。取若干稻草，置于容器内焚烧，悬
空一块细密的棉布，下面搁一只塑料桶，把冷却后的
草灰捧入布的中央，清水一勺勺浇下去，过滤后的灰
汤就形成了，淘净的糯米在汤里浸泡一晚，第二天就
可以妥妥地包粽子了。
嘉兴的粽子，馅料五花八门，口味有甜有咸，深
受大众的喜爱，而灰汤粽，似乎是不登大雅之堂的，
从来没看见哪户店家售卖过，只有在妈妈家的厨房，
才能看到它的身影。
刚出锅的灰汤粽，用一根稻草紧紧包扎着，看着
有些粗放，等到深绿的粽叶缓缓褪落，嫩黄的内里悠
然显现，这转瞬的变化是令人惊艳的。粽子的尖尖
角上蘸一点白糖，送到嘴里反复咀嚼，清甜而细腻，
夹杂着一丝丝草木的芳香……虽然我的味蕾有些挑

拍鸟小记
剔，
但还是沉醉在这样天然的好滋味里。
从田间到餐桌，稻草最华丽的登场，当属妈妈的
一道拿手菜。择过的稻草放进冷水锅，淋入两三滴
菜油，煮沸、关火；选上好的五花肉，切成半斤左右的
方块，用煮好的稻草一块块扎紧实，入锅焯水；铁锅
内倒入菜油，油温八成热时，加入老冰糖翻炒，至糖
色微黄，沥干的肉块即可入锅，再依次加入黄酒、姜
片、八角、生抽、清水，稻草扎肉就此走完了所有制作
流程，
接下来就交给时间来炖煮了。
烹饪这道大菜，妈妈有窍门，缠绕一个稻草圈，
在猪肉即将入锅前，垫在锅底，防粘与增香，两全其
美，事半功倍。上好的稻草扎肉，高光时刻是在出锅
那一会：红润亮泽的肉块，跟随着袅袅升腾的热气，
款款而出，一根根油亮的稻草，在吸饱了浓稠的汤汁
之后，显得更加独特、妖娆，让我忍不住解下来一亲
芳泽……妈妈看着我的馋样，眼睛都笑成一湾月牙
了，还不忘揶揄我：这姑娘谁家的，又吃肉，又吃草，
咋嫁得出去哟……往事历历，言犹在耳。一转眼，我
出嫁快 20 年了，对于美食的追求，已然告别了年轻时
的热烈，
可妈妈的稻草扎肉，
仍是我不变的最爱。
“春播一粒粟，
秋收万颗子”
，
田野滋养了秧苗，
赠
予我们富足的粮食；
妈妈滋养了我们，
她用微小的稻草，
串联起过去和现在，默默延续着她无尽的关爱……

※欢喜录

煌煌凌霄花
■张偶良
我喜欢凌霄花。我家附近的芦席汇和月河两地，是最能体
现嘉兴历史文化名城特色的古老街区，也是凌霄花种植相对较
多的地方。每逢她的“开花季”，无论是清晨还是傍晚，我总要去
赏赏她的娇艳，闻闻她的香味，拍拍她的美照。
每年的 5 月至 9 月，一簇簇橘红色的喇叭花缀于枝头，迎风
飘舞，逗人喜爱。盛开的凌霄花，生长时蓄力扎根，开放时热情
奔放，摇曳时花枝招展，静默时氤氲芬芳。
你可别小瞧了凌霄花，花型虽小，也很低调，其种植历史却
非常悠久。凌霄花之名，始见于《唐本草》。历史上，很多文人墨
客对她赞美有加。唐人欧阳炯有诗云：
“凌霄多半绕棕榈，深染
栀黄色不如。满树微风吹细叶，一条龙甲飐清虚。”形象地描绘
了凌霄花在微风下的姿态。清人李笠翁这样评价凌霄花：
“藤花
之可敬者，莫若凌霄。”
凌霄一词的本意，是指“直上云霄”，也往往比喻人品高洁。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就有一首吟咏凌霄、托物言志的名作：
“有木
名凌霄，擢秀非孤标。偶依一株树，遂抽百尺条。托根附树身，
开花寄树梢。自谓得其势，无因有动摇。一旦树摧倒，独立暂飘
飘。疾风从东起，吹折不终朝。朝为拂云花，暮为委地樵。寄言
立身者，勿学柔弱苗。”诗从反面立意，强调立身当自立，真是谆
谆教诲，古道热肠啊。
凌霄花喜欢将枝头垂吊在墙外，随风摇曳着绽放。即使是
在最灿烂的时候，也是低调地掩映在绿叶之间，若隐若现，如美
人犹抱琵琶半遮面。宋人范成大将她比喻成花中仙人：
“天风摇
曳宝花垂，花下仙人住翠微。一夜新枝香焙暖,旋薰金缕绿罗
衣。”
即使如此，绽放在绿叶间，悬挂在枝蔓中，垂挂在花架上的
一簇簇盛开的凌霄花，一点都没给人留下张扬、虚荣的感觉，无
论是在丰饶还是贫瘠的土壤中，不管是在无人问津的墙根边还
是精心搭制的花藤下，她都能始终坚持、努力着向上生长。
世人笑问凌霄花：
“煌煌凌霄花，缠绕复何为？”
“拚把长缨縻
落月，乱飘丹粉染晴霞。”应就是最好的回答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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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雅芳

老屋
■沈燕
傍晚，我在楼顶小憩，凉风习习，视野左侧是车水马龙，小轿
车风驰电掣，公交车与播报相伴，电动车川流不息。再看右侧，
是自己所在的小区，正与夕阳交相辉映。身倚栏杆，恍然中觉得
自己仍在老屋。
那是上世纪 90 年代，爸爸用他双肩挑泥制黄砖换来的钱造
的两层楼房，虽然没有装修也没有像样的家具，却是年少时美好
的记忆。
我倚着栏杆，看右侧的小河，漾起粼粼波纹，偶尔开过一艘
挂桨机船，发出震耳的声响，却是那时水上主要的交通工具。当
时我们家里就有一艘，借助它将泥运往砖瓦厂，这也是家中主要
的收入来源。
河的那边是一条马路，用黄沙和大石块铺筑成的，虽说是通
了路，下雨的日子里还是会溅起黄泥浆。记得修筑的那年我正
开始上中学，爸爸还给我买了辆自行车，虽不是小女生喜欢的颜
色，却已是爸爸对我上学最大的鼓励了。如今，河对岸的路已变
成了柏油马路，即使在昏暗的夜晚也不用担心，因为太阳能路灯
会一路陪伴着这蜿蜒的乡村小路。
老屋长长的阳台横通三间卧室，我有段时间特别喜欢走着
背书，于是阳台就成了我背书的场所。清晨伴着曙光，合着鸟
鸣，一边慢悠悠走着，一边口中念念有词，走到尽头再折回来，如
此循环往复，直至能够背诵完整。有时因为临近上学时间，听到
妈妈或奶奶在楼下大声喊我吃饭，我才算丈量完今日的阳台。
长长的阳台也是暑假中留下欢声笑语最多的地方：那时的
夏天似乎没有现在难捱，没有空调的日子也没觉得热到无法度
日。暑气还未消退的傍晚，我会往阳台泼一些水，待热气升腾，
热量蒸发，等夕阳渐渐退却，我和妹妹便将傍晚做好的饭菜，用
大篮子一趟趟搬上阳台，然后全家开饭。爸爸会抿一点小酒，下
酒菜都是自家田间种的蔬菜，比如蚕豆。嘴馋的我们也会凑过
去拿几颗，只是那蚕豆虽香，咬着却着实硬，吃不了多少，我们也
就自动放弃了。
待夜晚渐渐逼近，我们的晚饭也吃得差不多了，于是全家开
始天南地北地畅聊。有时，爷爷还会给我们讲关于牛郎织女的
故事，我们对于星空的了解也就是从那时开始的。邻村的老者
第二天还会问：
“昨天晚上你家来客人了？”
“没有啊！”
“那傍晚你
们家那么热闹，我还以为你家来客人了呢。”原来是我们一家人
在一起的
“高谈阔论”惊动了大家。
如今，老屋已经夷为平地，但我对老屋的念想却从未间断。

老妈今年 68 岁，是一位退休老师，工作的时候
因为太忙，好多兴趣爱好被搁置，退休后她开始
彻底放飞自我，成了周围老人口中“越活越年轻”
的典范。
老妈兴趣爱好广泛，阅读、画画、健身一样不
落。自从退休后，她的微信朋友圈也渐渐变得色
彩斑斓起来。每周一的晚上，大家准能在她朋友
圈刷到她画的水彩画，有时是一朵含苞待放的荷
花，有时是一株鲜艳的牡丹。每周五晚上，我又能
在健身房看到她在那准点打卡，上的课是古典舞
蹈。可别看她将近 70 岁了，那自信的表情，那柔软
的腰肢，随着音乐缓缓起舞，谁看了都得夸上一句
韵味十足呢！
在阳光明媚的大好时节出去旅游，在温暖的
午 后 约 上 三 五 好 友 饮 茶 闲 谈 ，注 重 仪 式 感 的 老

※茶话坊

■费志民
小时候步行去乡下外婆家，中途要走过一座
东西向的小石桥，
名叫过孟桥。
相比那些字面浅显的沈家石桥、朱家木桥，或
寓意美好的隆兴桥、庆善桥，过孟桥这个名字有点
古怪，让我好奇。后屋的叔爷爷识文断字，一个冬
日，我缠着在廊下晒太阳的他，问起过孟桥为什么
叫过孟桥的话题。叔爷爷边抽着水烟边慢条斯理
地说：
“ 过孟桥啊，就是那个大读书人孟子从前走
过的。”见我呆呆地眨巴着眼睛，他又用长长的水
烟壶嘴敲敲我的脑袋，
“ 小孩子多走走这座桥，读
得出书！”
对 叔 爷 爷 解 释 的 桥 名 来 历 ，我 自 然 信 以 为
真。虽然觉得多走这座桥跟读得出书没啥关系，
但我也宁信其有。那时去外婆家，不过桥走河东
岸的大路其实更方便，可就因为叔爷爷的这番话，
后来我常会有意过桥兜一圈，或者直接走河西那
条远一点的小路了。
直到小学高年级，有了基本的文化历史知识，
我才发现叔爷爷对过孟桥的解释根本经不起推

■禾尚
这几天天气好，我每天早晨都兴冲冲提着长焦镜头找
地方“打鸟”。
“打鸟”是摄影人的术语，就是拍摄鸟类。我
算不上发烧友，只是对摄影比较有兴趣，摄影装备只在入
门级，水平也在入门与门外之间，但摄友们热情，把我拉入
一个叫做“南湖鸟友群”的微信群里，于是每天都和群里的
朋友一起交流摄影心得，
也乐在其中。
前几日，一位“鸟友”热情推荐，说在近郊蒋湾里，发现
有大批的候鸟出现，名叫灰翅浮鸥，是一种很漂亮的鸟，让
我们赶紧去拍。
于是我按着他发来的地址，驱车前往。我沿着秀洲大
道向北行驶，在乡间公路的一侧就看到许多水塘，有些水
塘是养鱼的，有些水塘是养虾的，众多的鸟类在此或栖息
或翱翔，我只认得白鹭灰鹭，还有喜鹊，其他的一群群的，
我猜应该是灰翅浮鸥了。
我也不知到没到蒋湾里，反正这里鸟多，我就把车停
下来，下车的时候，蹿出来两条身量很小的土狗，冲着我
吠，似乎我侵犯了它们的领地。作为不速之客的我确实打
扰了它们的清净，人狗对峙相持了几十秒，一声叱喝从农
舍里传出来，是一个年龄和我相仿的大姐，她喝住了狗，然
后有些疑惑地看着我手中的相机。
我指了指水塘说：
“ 我是来拍鸟的。”那女子笑了，
“鸟
有什么好拍的？”我笑笑说：
“好拍呀，鸟好看啊。”这时又出
来一个身材略瘦的男人，脸部线条轮廓分明，一双眼睛又
黑又亮，问：
“你拍得好可以卖钱吗？”我说：
“是可以卖钱，
不过我水平不够，
只是爱好，
随便拍拍的。”
接着，我架起三脚架，开始对着水面调镜头，鸟儿们嬉
戏觅食，上下翻飞，我全神贯注。拍了几十分钟后，鸟儿们
可能吃饱了，不再上蹿下跳地啄食，我也稍稍松懈下来，此
时背后响起一个声音：
“你一直这么站着累不累啊，给你个
凳子坐坐吧。”
原来我刚才没注意，那位大姐一直在离我不远的空地
上从毛豆秆上捋毛豆。我俩就攀谈起来，原来这位大姐和
她丈夫是从湖州菱湖镇上过来的，夫妻俩都姓丁，来嘉兴
已经二十多年了，以前在王江泾那边，现在到这西家港桥
也有四年多了，
承包了六个鱼塘。
我问：
“ 承包鱼塘收入还可以吧？”丁大姐说：
“ 还可以
吧，也比较自由。”我说：
“ 真羡慕你们呀，你看，这里空气
这么好，景色还这么美，你们夫妻俩划着小船投喂鱼食，
每天就像在逛公园一样，我们在城里租条船游玩，还得花
钱呢。”
丁大姐笑了，
“ 哪像你说得那么好，每天都忙个不停，
还要担心虾生病呢，要是生病了可不得了，买药抢救都来
不及的。”
确实，一行有一行的难处。我又指着鸟儿问：
“这么多
鸟儿每天经过，会不会一直吃你们的鱼和虾，这损失可不
小啊，
为什么不想想办法采取点措施？”
“这些鸟儿可都是国家保护动物，每天看着它们，其实
还挺有意思的。你要说损失嘛，就当是我们自己养了几只
鸟吧。”丁大姐哈哈笑了起来。
我说：
“你们倒想得开，
儿女肯定都很优秀吧？”
“那是哩，我女儿研究生毕业，在杭州的一家大公司当
上主管，高收入呢。儿子马上要读博士了，还谈了对象，是
他同学。”大姐健谈，
说到一对儿女，
一脸骄傲的神情。
“你真是好福气呀！”我赞叹道。丁大姐又笑了，说：
“你拿两把毛豆去吧，
我这会儿刚摘的，
新鲜着呢。”
我婉言谢绝了，但心里热乎乎的。我跟大姐约定，改
天再过来拍鸟。

老妈的
“无龄感”晚年
妈把家里收拾得整齐干净，将自己打扮得大方得
体……这般认真生活的态度，可感染了身边许多
年龄相仿的老年朋友们，如今她俨然成为了社区
老年时尚生活的风向标。
在众多爱好中，老妈最感兴趣的是摄影，从潜
水各种摄影爱好群，查阅摄影理论书籍，与摄影知
音交流，每周一次报班上老年大学摄影课，再到一
对一请老师上门辅导 PS 等后期修图技能……我每
每都惊讶于老妈对爱好的专注。
老妈常和一群摄影爱好者相约去采风，拍了
美美的照片后，不亦乐乎地在摄影群、朋友圈互相
点赞，
这让她体会到了获得感和成就感。
满满的自信和热情，加上对摄影认真的学习、
实践，不仅令老妈发掘了自己的艺术潜能，也创造
了财富呢，如今她的一些摄影作品不时还会被刊
登在本地的报刊杂志上。
之前，包括我在内，身边的不少亲朋好友曾坚

守在抗疫一线。老妈呢，就用手中的相机，和我们
一起战“疫”。她的镜头里，有雨夜坚守卡点的民
警，有值班吃泡面的护士，有穿着红马甲的志愿
者，有护着食材的外卖小哥……这些“平凡英雄”
的闪光点，都被老妈一一定格下来，她用自己的方
式在向社会传播着爱的正能量。
我曾在新闻上看到，有老人整天帮子女带孩
子做家务，结果终日抑郁寡欢；也看到了“勿需让
座”的硬核老人刘增盛；80 岁的乌镇“网红奶奶”胡
晖……老妈之前也帮着带过三年小孙子，等到孙
子上幼儿园后，她就过起了自己多姿多彩的晚年
生活。
“ 活到老，学到老”是老妈总挂在嘴边的话，
体现了她的快乐哲学和年轻心态。
年龄只是个数字，无论人生处在哪个阶段，只
要永葆对生活的热忱，就会获得快乐和满足。所
以我总会忽略老妈的年纪，她就像一朵盛开的玫
瑰，
在尽情绽放着美丽。

又见过孟桥
敲。孟子生活的年代，江南尚属蛮荒之地，别说他
周游列国从未来过，就算到了也无桥可走。我想，
叔爷爷不了解历史，定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了；
又或许，叔爷爷在故意编个故事鼓励我好好读书，
若真如此，
他还真有孟子的品行呢。
我离开家乡上学、工作后，已许多年没见过过
孟桥，对桥名的好奇心也渐渐归于湮灭。
不久前的一个午后，我与妻子驱车行驶在老
家一条林荫蔽日的村道上，途经一座水泥平桥时，
车窗外忽闪过“过孟桥”三个醒目的红字。原来
这里就是过孟桥啊，我尘封心底的记忆刹那间被
唤醒，情不自禁地在西桥堍停下车，嘴里还不停地
自言自语：
“ 水泥桥肯定是新建的，老桥不会是拆
了吧。”
“看，前面不是有座老桥吗？这里还有块牌子
呢。”妻子听我念叨老桥，指着南面百十米处的小
石桥喊我。
“对，这座就 是 老 的 过 孟 桥 ！”我 一 阵 惊 喜 。
而眼前这块文旅风十足的指示牌，正是介绍过孟
桥的。
我迫不及待地读起指示牌来。相传，这条小

河的河东有一名姓过的才子，河西有位姓孟的小
姐，两人在杭城同窗三载，相识相恋。后来过家向
孟家提亲时，孟家考虑到两家隔着一条河，来回要
绕很远的路，便提议合建一座桥，过家欣然答应。
不久，小石桥建成，才子佳人也喜结连理。为了纪
念这段佳话，
便将小石桥起名为过孟桥。
原来，这座普通的小石桥，这个让我好奇的桥
名，竟隐藏着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真可谓鹊桥
啊！虽然这只是无从考证、穿凿附会的传说，但仍
感觉十分美好。
我们沿着小河西岸的健身步道前行，很快便
到了过孟桥旁。这座长约 15 米、宽仅 1.5 米的三孔
无栏石板桥现已被列为文物保护点，整体保存完
好，平整的桥面仍可正常通行，两侧桥额的桥名等
文字依稀可辨。只是，东西两端的石阶已埋入厚
厚的泥土，桥东由于人迹罕至，原先的道路被杂草
和树木所遮盖。
带着故友重逢的亲切感，我在桥上走了好几
个 来 回 ，前 后 左 右 端 详 许 久 ，方 回 到 车 上 。 回
程 中 ，我 仍 跟 妻 子 诉 说 着 过 孟 桥的往事，意犹未
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