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以为
■ 张霁星

原以为春天会很长很长
可以穿着轻暖的毛线衣
在花园的绿肥与红瘦之间
尽情地流连徜徉
故作愁状或奢侈地挥霍时光

原以为夏天会很长很长
可以把自己关在空调房里
在安详冗长的午睡之中
一任知了在窗外的树上
倾诉它无穷无尽的惆怅

原以为秋天会很长很长
可以在高远的蓝天下
到田野拾穗、看秋水流长
或是在敞开的阳台上
沐浴爽爽的秋风和温暖的太阳

原以为冬天会很长很长
期盼已久的大雪覆盖了城市
原野和遥远的村庄
室内火锅羊肉伴着白酒米酒
叮当作响 笑声满堂

原以为一年的时间很长很长
可脱下棉衣就穿上了半袖
收起裙子就要换成冬装
拜年的话语还言犹在耳
却又到了要拜年的节骨眼儿上

原以为人生会很长很长
许多欲做的事情想等以后再做
许多想讲的话儿想等将来再讲
甲子轮回不知将来还有多久

“做否讲否”还要在来年继续思量

城市上空的晚霞
■ 胡庆军

晚霞，压低了城市的天空
风吹皱了长长短短的街巷
楼宇之间，充斥了遥远的乡愁
城市上空的晚霞衔接喧哗和安宁
那家老店的门口，排起长长的队伍
低声的说笑留住城市的基因
心事正躲在衣袋里，浓缩成一个小

小的期盼
故事之外，任由红红晚霞硌痛了心
此刻，故乡应该袅袅炊烟
这是游子对故乡的唯一想象

城市上空的晚霞
映不红一幢空荡荡的房子
那淡淡的云，着上粉红的婚纱
一定可以让整个村庄笼罩在一片

霞光中
这时，城市的万家灯火也亮了起来
如同晚霞下，故乡四处飘洒的饭香
那些被赋予了内涵的本地方言的

尾音
被路过的异乡人的记忆存盘
有关城市的所有零星代码
如同晚霞的色彩和窗玻璃里的影子
目光里，恰到好处地立着未完工的

工地
公交车站牌下，有人说着一些无关

紧要的家常话
那是许久不见的熟人和朋友，在黄

昏中不期而遇

晚霞，正消磨尽这城市黄昏里的寸
寸光阴

有什么声响，在离我很近的街道上
穿着橘黄色的衣服的人，
正把夜晚混乱的痕迹扫出城市
把精疲力竭的梦扫出城市，然后
在黎明到来之前，把另一个蜷缩的梦伸展
那些梦近在咫尺，却无法触摸
我用手挥不掉一片影子
边缘之上，生活的废墟里坐着一个自我
太阳的余晖被大楼挡住了
我身后有一对夫妻。他们在争论
话语之间是粗重的呼吸，他们的争

论包罗万象
和街道两旁店铺的名字一样，我想

仔细听一听
他们就停顿了一下，然后带着他们

的争论超过了我
然后在很远的地方后头，女人依靠

在男人身边
他们的剪影和晚霞纠缠在一起

晚霞下的一切都清晰可辨
里面藏着生活精确的表达
一只麻雀飞过，影子被晚霞镶嵌进背景
时间的褶皱里没有留下一点痕迹
日子像打了一个响指，很轻
城市上空的晚霞要散了
让我还没来得及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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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生活的节奏变

得越来越快，大家对事物的选择也是越

来越简单，不喜欢麻烦。怕麻烦别人，自

己也不想麻烦。殊不知，怕“麻烦”，让我

们忽略了生活中最质朴的温情。

周末，去父母家，老父亲正在给我们

蒸包子。厨房案板上一大团和好的面、一

盆调好的菜馅，还有一锅已经蒸好的包

子，冒着热气。家里香气四溢，氤氲的热

气中是人间烟火最真实的画面。他说知

道我今天来，昨天特意去市场买了肉和菜，

一大早就开始忙活了。我嘴上不由得说了

一句，好麻烦，买点就可以了。父亲说，什

么都嫌麻烦，生活还有什么意思？

从小到大，家里的饭都是父亲做的，

没见过他厌倦做饭。不管是什么节日，父

亲总是做出一桌菜等我们回来。一进家

门，看到在厨房忙碌的父亲，心里就会很

踏实。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一句“麻烦”。

父亲的笑容永远是慈祥的，也是最治愈

的，他做的每一道菜每一道工序都认认真

真完成，像做一件工艺品。任劳任怨的父

亲把对家人的爱倾注在每一道菜里。饭

是寻常家常饭，却觉得是最美佳肴。父亲

常对我们说，人间烟火气，最抚平人心。

不是生活有意思，而是你热爱生活才有意

思，有意思远比有意义重要得多。

父亲说，他最喜欢的地方是菜市场，

我也喜欢这个人间最真实、最烟火的地

方，这里是城市最细微的神经末梢。生

鸡活鸭鲜鱼蔬菜、碧绿黄瓜彤红辣椒，红

红火火的档口，逛完后的满满收获，生活

有滋有味，日子活色生香。菜市场生活

的万千模样，整个呈现给你，是每一个人

挥之不去的生命底色。在这里挑选的每

样食材，都是用心为家人准备的美食。

生活是一个动词，热气腾腾地活着是一

种生命力。今天包了两种馅的饺子，茴

香的和韭菜木耳鸡蛋的，你不知道有多

香。看着锅里煮着的饺子，你会觉得人

间值得，一家人在一起好好吃顿饭，是最

简单的诉求，也是最平凡的幸福。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总是以忙为借

口，吃饭成了麻烦的事情。单位有食堂，

不喜欢吃还可以点外卖。在家做饭也是

简单敷衍，似乎都以忙为借口。我们在

拿着手机刷屏的时候，时间悄悄溜走了

多少？现代人，讲究高效率，不知不觉，

胃里填满的是各种快餐，充斥的是鸡精

味精。就算到了周末，也难得静下心来

为家人认真做一顿饭，而是去外面吃吃

喝喝。我们的胃到底能承载多少外来

物？我们和家人的距离又拉开了多少？

最悲哀的是，当有一天你的孩子长大之

后，他想不起父母做的最好吃的食物是

什么。他不再留恋家的理由可以是，在

外面我可以点外卖，回家吃的和现在没

什么区别。我们真的要明白，赶路重要，

生活更重要。

我爱生活里琐碎的细腻。很庆幸自

己那些年跟着父亲学做了几样拿手的

菜，在孩子读书那些年，总是可以为他做

一些美食出来，他的早餐也从不敷衍。

外出求学之后，儿子总是说：妈妈，想吃

你做的饭了！这一句，很破防，也令人欣

慰很久。儿子现在也学会了做饭，开着

视频教给他，这是一个人在外生活的能

力，父亲传给了我，我再传给儿子，将来

他也会传给他的孩子。林语堂先生说

过，幸福就是吃父母做的饭，和孩子做游

戏。美食是温暖的，它是情感与温度的

载体。做饭的人用了心，吃的人就能体

会得到。只要愿意多花一点点心思，人

人都可以做出……

有人说，愿意做菜给别人吃的人是

不自私的。在成长的岁月里，父亲一粥

一饭养育了我们，他是做饭的人，也是最

后一个吃饭的人，他的德行也影响着我

们。希望我们都能做那个不自私的人，

亲手为家人洗手做羹汤，把对家人的爱

和福气熬成一碗岁月的粥，慢慢熬，淡淡

香，相伴岁月流年，蹉跎苦寒温暖。一碗

粥，熬煮着生活的万般滋味，愿我们看尽

人间繁华，体会最真最美的烟火生活。

有种福气叫麻烦
■ 王剑玲

说起“野外露营”，作为一名“60后”，首

先是和当年部队的军训拉练联系在一起。

再就是，和如今时尚的驴友户外行联系在

一起。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及人们物质

生活水平的提高，到野外露营去，也已成为

当下城乡人追求的一种新型生活方式。尤

其是在气候适宜的夏秋时节。

大概是2010年后，蓟州初步有了本地

的民间户外组织，也才有了“驴友”一词。

那时除结队徒步了河南与山西交界的南太

行、冀东冷口一带的野长城、张北坝上冬奥

会冰雪主赛场前的高山草甸外，同时也有

了“野外露营”的经历。

嗯，突然想，这在户外夜宿露营的经

历，年龄稍大点儿的，应该是好多人都有过

啊。没错！只不过，如今的户外露营，是一

种新的“消费时尚”及新的经济生活业态；

而回忆起当年的露营，却是一种“生活无

奈”、一种生存的低端形式。

且不说当年各地抗震救灾住“地震棚”

或露天过夜的特殊时期，即便是平时，由于

当年没有空调，每逢夏季暑热难耐、夜不能

眠时，无论城乡，也都有举家在外晚上“露

营”的经历！城镇居民多是在街道马路边，

乡下农民多是在村边打谷场——区别只在

于地域环境与地点不同而已。

但望着天河数星星、听大人们讲“牛郎织

女”“嫦娥奔月”等神话故事，则是大同小异的

大人孩子们露宿睡前的主要内容。而今，这

却已成为城乡人们共同怀念的“乡愁”。

话说回来，成长在新经济时代的“80

后”以下的晚辈们，当下，也要过一过他们

不曾有过的“野外露营”的生活了。

这不，天一转暖，儿子便和我商量，要

买几顶帐篷，好与至亲们搭伴，到户外体验

一下。我虽然花销俭省，但却痛快地答应

支持。因为，有了帐篷，不仅可为儿孙晚辈

们提供“野外露营”的条件，还可让孙辈们

增加不同的人生经历。从经济上考量，以

后若是自驾游带着帐篷就地扎营，还可以

省下一笔住宿的开支。

于是，连同简易桌椅、照明彩灯等家什

设备置齐后，暑期正热，夜开空调耗电不说

还不健康环保，那就带着帐篷，举家到野外

露营去吧！由于疫情影响，出不了远门儿。

那就就近找野外扎营，也算是充满乐趣。

我们选择了蓟北山区的泃河河边，这

是一处紧邻河流的岸边高地，同时也是一

片林地。在那高大的白杨树下，沙丘座座，

树根遍布，野草丛生，还有一些类似“西域”

的不一样的感觉。当然了，我们找的是林

中的空地，以图拥有市井不曾有的向上可

供仰望的静谧的夜空。

“野外露营”最主要的，当然是体验与

欣赏夜景了！这夜景是秋虫唧唧，也是天

籁沉寂；是幽深暗蓝的天幕，也是繁星点点

的浩瀚。虽然“星星已不是那颗星星”，但

心境还应是那种心境，人生苦短，理应好好

珍惜。

最高兴的，当然还是孩子们！那就不

要辜负这新时代的经济生活，把正在经历

的和已经远去的童年，“留宿”在这野外的

帐篷和营地，大家来一起分享！

野外露营
■ 杨银华

蜿蜒的河上横跨着一座钢架桥，一条小

鱼直挺挺地躺在桥面上，身躯还银白新鲜。

它从头到脚不足成人的中指长，大约成人拇

指宽。这么小的鱼谁稀罕呢？它被人从河

里钓上来，顺手遗弃在桥面上。

几乎每天早晨，桥上都有人垂钓。这些

骑着电动车不知从何而来的中老年男人，把

小马扎垫在屁股下，从铁桥的栏杆之间垂下

钓竿，放下鱼线，然后一声不吭地静默着。

河水并不清澈，浓绿的一团，钓上来的鱼自

然也不会有多么肥美。可是，这些垂钓爱好

者似乎总盼着钓到够大的鱼，每当钓到小

鱼，就随便扔在桥面上，任由这些弱小的生

命自行暴毙。旁边常有三五个旁观者，扶着

桥栏，望着水面上的动静，他们对干渴的奄

奄一息的小鱼连看一眼的兴趣都没有。

每天不知有多少条小鱼在这些垂钓者的

手下毙命。这些人看不上麦穗一样的小鱼，对

他们来说，小鱼是垂钓的障碍，是多余的，钓到

小鱼等于浪费了自己宝贵的时间，损失了买来

的鱼饵。因此，这些碍事的孱弱无用的生命是

不该出现的，出现了就该被随便处理掉。

可是，当一个强大的生命对一个弱小

的生命任意为之，而毫无怜悯之心的时候，

总让人感觉这个世界太冷。因为，在这个

星球上，谁都可能充当强者，谁也都可能成

为弱者，强者与弱者不过是相对而言罢

了。一条小鱼在人面前显然是弱者，改变

不了被人宰割的命运，那么，一个人有时也

可能是弱者，受人欺侮、伤害、胁迫，却毫无

反击之力。如果用丛林哲学解释，似乎一

切都讲得通，“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

然而，隐隐之中总觉得哪里出了问题。

不知道那些专心的垂钓者都有怎样的生

活背景，凭借停在桥头的老旧电动车、身上朴

素的装束和不修边幅的模样可以推测，他们

绝非拥金揽银之辈。也许他们正在生活的罅

隙里喘息，又不能挣脱出狭窄的空间，为自己

开拓广阔一点儿的天地，于是才拎起钓竿，来

到桥面上，以垂钓的方式平静自己疲累的

心。生活正如戏剧般巧妙，那触目的银白色

的尸体，静静地躺在垂钓者身后，就像一个谶

言，揭示的或许正是垂钓者自己的命运。

垂钓者不懂得敬畏一条小鱼的生命，或

许小鱼实在太小，根本无法进入垂钓者的法

眼，可是即便如此，也不用残害它的生命

吧！将它放归河中，给它一条生路不好吗？

让它存活下去，对人又有什么妨碍呢？垂钓

者随手将小鱼暴尸桥面的动作，体现了一个

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漠视和轻蔑，这种漠视

和轻蔑摧毁的恰是另一个生命的全部。

一条小鱼，僵硬地躺在铁板桥面上，那

么无辜、无助、凄凉。它曾在水里自在游弋，

靠水中那些孑孓虫虱维持生命，绝无违背道

德道义之处。一天，它看到一粒鲜红奇美的

肉，它贪图这粒肉的美味，主动咬了上去，就

在那一刻，把自己的生命交在了别人手里。

人类，在这个绚烂的星球上生存，从大

自然中汲取着一切所需，饱足着自己的肚

腹，充盈着自己的精神。本来，享用这份自

然的馈赠实属正常，然而，当人的心里充满

了骄傲、私欲、贪婪，当人的行为过度地攫

取、破坏、浪费，专顾自己逍遥，所有美好的

事物就完全变了质。

一条小鱼的命运让每个人警醒。在这

个生存空间越来越逼仄的世界里，每个人

都有机会充当强者，也都会充当弱者，如果

一个人充当强者的时候，能想到自己也有

成为弱者的一天，这个人才有可能懂得敬

畏弱小的生命，并对其心怀悲悯。

一条小鱼
■ 李欣颐

“大西瓜，一块钱一斤，保沙保甜，先尝

后买”；“新鲜的小葱，两块钱一捆”；“蓟运河

大螺齿儿，辣炒还是五香，随便你点啊”……

未进集市中，先闻叫卖声。一股子强烈

的热闹劲儿，撞你一个趔趄，如同最炫民族

风，霎那之间把你五脏六腑所有的忧愁烦闷

一扫光。五花八门的货物、熙来攘往的人

流、高低起伏的讨价还价声打哈哈凑趣调侃

声，组装成这个大集。此刻，无论你是当官

的当差的看病的教书的在职的退休的，你都

只是个赶大集的——扔在人群都不见。

这是蓟州路庄大集，占地面积足有四个

足球场大，按商品的种类分成不同的区域。

入口，横着一条小水泥路，路两边小小

的自由贸易特区，方便附近村民售卖自家

菜园子的蔬菜，无拘无束，想咋卖就咋卖。

小篮子纸箱子塑料桶还有铺平的尼龙袋

子，一个一个紧挨着摆地摊。香菜芹菜西

红柿、黄瓜苦瓜西兰花、冬瓜南瓜扁豆角、

茄子萝卜红辣椒……纯天然的绿色食品，

家里吃不了，拿出来卖。卖掉自然好，卖不

掉拉倒，看老乡们一边抽烟一边聊天的神

情，就知道大家伙儿的心态，好着呢。

往里走，有个简易办公桌摆在显眼位

置，桌子上一个小喇叭正在不知疲倦地喊

话，“村民您好，请戴好口罩，扫码进入”。

只要电池有电，声音就不断。正方形的集

市，左边一溜是日常用品：笤帚扫帚土簸

箕、锅碗瓢盆饭桌子、锛凿斧锯镰刀头、桌

椅板凳玩具车。中间三溜是五颜六色的服

装、各色小吃。最右边一溜是手工匠人的

天地：正在磨的香油芝麻酱、正在炸的豆面

咯吱盒、正在编的熏蚊子的草火绳、正在穿

针引线给孩子做的老虎鞋。你能亲眼看亲

手摸，真材实料不掺假，吃着用着都放心。

赶大集买东西的不都是本地人，你看

那操着北京口音的好几对老两口，每逢大

集必来赶，他们退休后移居盘山脚下，置身

怡人环境，采购绿色食材，享受美丽人生，

多香的安排！路边停着好多来蓟旅游的大

小轿车，打开车门，年轻人先出来，扶住老

人，抱起孩子，笑意盈盈，带着希望带着新

奇，一拨一拨地走进大集，然后，提着大兜

小兜的土特产品，塞满后备厢，心满意足地

打道回府，香摔了！

卖东西的诸位老板，有的热情介绍，招

揽生意；有的似乎并不急于出手，有一搭无

一搭地看堆儿。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小媳

妇，胖嘟嘟的粉红脸、粉色宽松上衣、浅紫

色七分裤，斜着身半卧在一把简易帆布椅

子里。身后是一群盛开的半开的大大小小

的花盆，她是卖花的，但似乎只是来消遣时

光，应个景而已，不吆喝不叫卖，不看行人，

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她盯着手机微笑

出神，手机里正流淌出欢快的歌和美妙的

视频；她旁边一个大荷花缸里，一枝独秀的

莲花傲然绽放，浓绿的叶子生机勃勃，真好

看！我为之赞叹。可惜，出淤泥而不染的

谦谦君子，遇到这么心大的主人，风雅你自

风雅，奈何主人任性，物我两相宜，各活各

的，真的没谁了。

下雨啦！散集喽！豆大的雨点劈里

啪啦的如同飞将军从天而降，瞬间搅散

大集。赶集的拔腿就跑，卖货的立马收

摊——小卡车、三马车、摩托车，各种发动

机的声音，嘟嘟嘟嘟嘟，一溜烟儿，四散奔

逃，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十几分钟，没影

了。热热闹闹的大集下课，over！

我骑着电动小飞车，顶着三伏天的热

雨一路狂飙，感觉特别爽。可是不一会儿，

一辆改装的加长加宽版电动车，迅速超过

我。我看到他的脚踏板上放着两个水桶，

屁股后横着一块木板，木板上放着一个大

号铝盆，铝盆上盖着一块干净的白布，白布

上歪着一个小木牌，木牌上“粽子”两个大

字十分醒目。呦呵，卖粽子的，速度真快

呀，厉害！我扶稳车把，把电油门拧到家，

紧追着“粽子”，继续飞奔。

这悠哉游哉又荡气回肠的大集，承

载着多少人的期盼和欢乐，也承载了多

少耐人寻味的内涵：历史的、人文的、乡

土民俗的……

我和老伴去一家饭店吃饭。饭店装修

得很有特色，一进门，如同走进了农家屋。

而最让我有亲近感的还是那雅间里的土

炕——花花绿绿的花纸裱糊的炕围子、褪了

色的炕席子、炕上摆放的小炕桌子。眼前的

一切，一下子让我又回到了儿时的老土炕上。

六十四年前，我就是在这样的土炕上

降生的。虽然今日我的家乡随着翻天覆地

的变化，土炕已经消失了，但儿时家里的那

铺冬暖夏凉的老土炕，却已深深印刻在了

我的心里。

那时的土炕，是那个年代百姓家里唯

一憩息的地方。记得在我家的两间土屋

里，各有一铺挨着朝南窗户的土炕。炕很

长很宽，占据了半间屋子。一年四季，两铺

土炕上总是落满了充足的阳光。尤其是到

了冬天，在温暖的阳光照射下，加上烧炕本

身的热度，土炕就像“火炉”一样，滚烫滚烫

的。躺在这样的热炕上，人舒服得连骨头

缝儿都张开了。

“家暖一条炕”，这是母亲常说的一句

话。确实如此，土炕在那个扬风交雪的寒

冬年月里，对老街上的各户人家尤为重要，

一铺烧得热乎乎的土炕，虽比不上现在的

暖气，但的确也能把家热得暖融融的。

我家烧炕用的柴火，大多是母亲从上

班的副食店，花上几毛钱买回来一些装水

果用过的柳条编制的筐，堆放在我家的仓

房里。需要烧火时，用斧头将其从中间劈

开，再把它拆成一条条的。这种原料，沾火

就着，且耐烧。燃烧过程中，柳条在灶口里

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像放小鞭儿的声

音。可一冬烧炕的柴火，单指望这些柳条

筐是远远不够用的。印象中，冬天一到，我

的哥哥们便会拿着镰刀和耙子、绳子，去大

开洼用镰刀割些干枯了的芦苇，用耙子耙

那些野地里的杂草，再把这些柴草捆成捆

背回家，堆放在房山下，留作过冬烧炕时

用。有了这些原料，一冬烧炕所需的柴火

就不用发愁了。

儿时的冬天，比现在冷得多。进了深

冬，飕飕的北风，吹着哨声般的声音，盘旋

在小街的上空，街上行人寥寥无几。除了

上班的大人和上学的孩子们外，家里人都

呆在屋里，坐在热炕上避寒。那年月的雪，

也比现在下得勤，隔三差五下上一场。每

到这个时候，街头巷尾的路面、房顶、柴火

垛都被白白的雪裹得严严实实。各户人家

烧炕时冒出来的袅袅烟雾与飞舞的雪花交

融在一起，如同一幅一挥而就的水墨画悬

挂在小街的上空。

每每下雪的时候，如果赶上我母亲休

班，不管外面下着多大的雪，也挡不住婶

子、大娘们来我家串门子。“快把鞋脱了上

炕上炕，炕上可暖和啦！”在母亲热情的招

呼下，她们进了屋，掸去身上的雪花，一屁

股坐在热炕上，盘腿卧脚地抽着烟唠着嗑，

一坐就是大半天，真不知道她们哪来的那

么多话题。唠不完的家长里短，伴着呛人

的旱烟味，便从这家炕头讲到了那家炕

头。而那时的我，时常是放学后一路小跑

回到家里，立马爬上炕，把冻得冰凉的手塞

在屁股下取暖，再把脚贴近热乎乎的炕头

一端，不大工夫浑身都是暖呼呼的，刚才放

学路上的冷意随之便消失了。

过去就是这个样子，土炕已然成为了

人们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一铺土

炕，就是人的一生。几代人，生在土炕上，

长在土炕上，串门子唠嗑在土炕上，娶妻生

子在土炕上，就连最后闭上眼睛离开人世

间也是在土炕上。

如今，我之所以不能忘却，是因为那土

屋、那繁衍了一代代人的土炕，它是我生命

的起始。以至于，我不知多少回梦里又睡

在了热乎乎的老土炕上，不知多少回梦里

又闻到了老土炕那泥土的气息。

赶大集
■ 夏庆军

老土炕
■ 李春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