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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提着两把刀的
未必都是坏人
/
□奚晓文

说老
家人说我反应越来越木，
起身之状跟我九十二岁的老母
几近相似。
说得并不夸张。颈椎早就
坏了，
回头应人，
得慢慢转身；
腰
椎也参与搞事，
盘凸，
常扰，
叫你
啥事都做不了。奇怪的是一般
都往外凸，
我却朝里凸。理论上
往外凸可以摁回去，
往里就难办
了，不好弄。好好坏坏一二十
年，
治愈早就无望，
任其相随。
树老各异，人老大体差不
多。树越老越奇象，人越老越
不中用。
也有不一样。丰子恺就不
一样，看他就像看一株造型奇
特的老树，老得质朴无垢，
老得
机灵有趣。朱自清、
巴金、
朱光
潜都对丰子恺赞誉有加：
“一幅
幅画如一首首小诗”
“有着一颗
纯洁无垢的孩子心”
“浑身都是
个艺术家”。丰子恺就是个相
老心童的人。老头太好玩，他
的漫画太有趣、语言很入理，
让
人乐也读君，忧也读君。
要缓老其实也不难，要有
事做，做有趣的事，成规律。宅
老垃圾多，人老旧念多。宅与
人匹配，该留的留，该扔的扔，
屋里净，杂念少，活在哪种环
境，就活成哪样。丰老只留人
间趣事，他神清目明，心灵手
巧，关键是再琐碎的生活被他
画出来、写出来都变得机灵有
趣。这就叫“知世故却不世故，
历圆滑而弥天真。善自嘲而不

嘲人，处江湖而远江湖。”虽然
早已不在江湖，江湖却永远有
自己的传说。
街头老人越来越多，一是
我们那一代只能生一个，少壮
增速慢，
而一老老两个，
老人的
比例就大了；二是我们的上一
代在新社会延了寿，相当多的
老老人仍与日月在同辉。
老人如同压舱石，有一句
话叫：
“ 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
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意思
是：
父母在世的时候，
自己还有
归处，可以回家，可以看父母；
父 母 不 在 了 ，家 只 能 叫 做 故
乡。有一位爱摄影的朋友采访
了众多百岁老人，发现这些老
人善言会笑，
后代皆视老为宝，
氛围祥和。
天下老人皆父母，世间晚
辈尽儿孙。谁都期望老有所
依 ，但 谁 也 不 想 成 为 儿 孙 累
赘。丰子恺不仅不牵绊后人，
反而朗月高悬，清风拂人，用智
者一样无限的哲思，治愈一代
又一代躁郁的心。
万般滋味，皆是生活。人
生至多三万天，从童到叟，不可
能不经事。但凡心小了，所有
事就大了，
心大了，
所有事就小
了。学丰子恺，
“ 既然无处可
逃，不如喜悦；既然没有净土，
不如净心；
既然没有如愿，
不如
释然。”
还有个体会：
你有多有趣，
生活就多有趣。

一副银耳环
奶奶出生于兵荒马乱的
清末民初。也许是家境贫寒
的缘故，奶奶即使到了晚年，
没有一件金银首饰。虽然耳
朵在小时候打过耳洞。右手
指上倒是常年戴着个黄澄澄
的戒指，但那是用来缝缝补
补，纳鞋底的顶针箍。奶奶
并不因为自己没有金银饰品
而有怨言；也不会看到人家
穿金戴银有些失落。奶奶告
诉 我 们 ，穷 也 一 天 ，富 也 一
天，只要自己感觉幸福就是
最大的喜乐！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
因公干要去北京。当奶奶得
知我要去北京，喜悦写在脸
上。她拉住我的手有些激动
的对我说，孩子，你真福气，
那可是毛主席呆过的地方
呢！我说，奶奶，北京有很多
好吃的，譬如，伏苓夹饼、北
京果脯……我给您带点？奶
奶 听 罢 ，犹 豫 片 刻 ，终 于 说
道 ，听 说 北 京 的 银 器 很 好 ，
你，停顿片刻，能不能帮我买

□詹超音

□胡海明

副银耳环？
有了奶奶的殷殷嘱托，
我的脑子里始终记着这档子
事。但因为在北京每天要跑
好几个单位，天天都是“白加
黑”，等忙完事店铺也早就打
烊了。这天晚上，我路过一
排商店，其中一家还开着门，
是家银器店。我进去一看，
银饰品熠熠闪光。奶奶想要
的银耳环也有，于是我不假
思 考 ，花 了 八 元 钱 买 下 来 。
回到家，当我将盛放着银耳
环的首饰盒递给奶奶的时
候，发现年逾七旬一头银发
的奶奶双手在微微颤抖……
奶奶的耳洞因为积时累
日没有戴过耳环，耳洞差不
多闭合了。于是，奶奶天天
用耳环轻戳几乎看不见的耳
洞。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
不懈努力，快要闭合的耳洞
终于贯通。因为是孙子买
的，奶奶倍感自豪。当老姐
妹们发现她耳上戴着一副簇
新的耳环，她很自豪的说道，

爱吃西瓜皮
一首《咏西瓜》这样写道：
“绿皮
坯 子 大 ，黑 籽 点 红 霞 。 开 口 为 谁
笑？最佳消暑瓜。”
西瓜，是夏季消暑的首选水果，
吃完瓜瓤以后的瓜皮，不仅可以食
用，成为夏日餐桌上一道特有的美
食；而且它也可以药用，除痱子、晒
后修复、软化血管、缓解口腔溃疡、
预防中暑等。
中医认为西瓜皮凉，
性凉味甘，
归心胃及膀胱经，可以清热、解暑、
利尿，堪称夏天的守护神，
但脾胃虚
寒、
消化不良、
肾功能不全的人应少
用少吃。
炎热的夏天，西瓜成了人们最
爱。于是，西瓜皮也就跟着这季节
的时光，受到大家宠爱。我也像许
多人一样，
对西瓜皮情有独钟。
记得六十年代小时候，我家夏
天餐桌上，总少不了这道凉拌西瓜
条，吃起来爽脆、可口，又下饭。那
时，我小，并不知道它有什么作用，
只知道家里节约，父母不舍得把吃
尽瓤的西瓜皮扔掉，简单把它做成
凉菜，一家人可食用。

□石路

渐渐长大后，我逐步明白了它
的功效，同时也就更加喜爱上了西
瓜皮。
我吃西瓜皮与他人不同，不是
用盐腌制，再凉拌。我是把去掉外
面一层绿皮后的西瓜皮，切成比火
柴盒稍大形状，然后放入扁圆形的
竹筛子拿到阳台上去晒，如果太阳
旺的话，
一天就可以了，
无需晒得很
干；
假若天气一般或阴天的话，那就
要两三天了。此时，晚上就要把西
瓜皮装入保鲜袋进冰箱，以免温度
（湿度）高“敷”坏了；第二天再拿出
来晒。
晒后的西瓜皮，放入洗净干燥
的玻璃容器，
然后倒上适量生抽、白
糖、两三根干辣椒及烧开后的凉开
水浸制，
一两天后就可食用。
我一般不直接拿出来当酱菜
吃，而是取出后切成丁与新鲜毛豆
一起炒，
那味道既脆又香，
吃起来还
有点小韧劲，绝对是道夏日可口的
小菜。
那几日，我和妻子经常叫在附
近开发区上班的干女儿来吃饭，当

梅雨·蛙鸣
浦东，是我的家。我呆在家中
已经 2 月有余，成功阻隔了疫情的
侵袭，转眼梅雨季节又不请自来。
春去夏来，
室内免不了有些闷热，
而
梅 雨 光 临 ，家 中 又 平 添 了 几 分 凉
意。推窗眺望，
河边草木葱郁，
依然
是值得赞美的那幅景色。
昨天，一场无声无息的小雨，
直
至傍晚炊烟，
弄得满城如絮，
湿润了
长江中下游的上海平原。我没有去
楼下河边体会春夏之别，只是如常
在室内看罢新闻，
翻阅了几份报纸，
10 点敲过便进入了梦乡。午夜过
后，耳边隐隐约约响起一阵阵蛙鸣
声。这不是梦中构造的虚幻，明明
白白是我坚信“窗户还是要开”
的原
则，故所以从南面窗口迎来了悦耳
的蛙鸣。
这是大自然不可或缺的声音，
是一种象征的呐喊。此起彼伏的鸣
唱，打破了久违的寂寞。我从床上
一跃而起，
双眼紧贴窗口，
追随南面
的小河，俯瞰外面的夜空。南面工
孙子买的，
嘿嘿！
八十岁的时候，一场大
病把原本精神气十足的奶奶
击 倒 ，从 此 身 体 每 况 愈 下 。
那一年，躺在病榻上的奶奶
自感来日不多便把我们一一
叫到身旁。末了，她从耳朵
上摘下那副耳环递到我的手
中，低声说道，孙子孝顺是我
最大的幸福！这副耳环是你
买给我的，现在我留给你，以
后你给媳妇吧！
奶奶留给我的银耳环我
一直放在抽屉里。有一次，
一
位首饰界的行家到我家里做
客，闲聊中我说起这段往事，
并将失去光泽的银耳环递给
朋友看。朋友把耳环掂在手
里看了下，
然后笑道，
老兄，
你
吃药了，
这不是银的！朋友一
席话让我大吃一惊，
原来奶奶
天天戴着的耳环竟然是赝品！
虽然我碰到了一个无良
商家，但那副耳环我还是珍
藏着。在我的心里，它承载
的是一份美好的记忆；每次
取出擦拭，仿佛擦拭的不是
一副耳环，而是天地之间的
代际交流，奶奶慈爱的形象
又会在我眼前浮现……

□王树才

地塔吊上的几盏镝灯光源四射，把
寂静的夜空照得棱角分明，河边风
景树和门面房的有色彩灯，融为一
体展现出城郊婀娜多姿的风采。
小河很文静，只有路灯在水中
反射出淡淡的微光，看不见蛙类跳
跃的动态和鼓噪的表情。也许，青
蛙的舞台藏匿在草丛中。此时，我
在灯光的映衬下，
处于静默状态，
聆
听那没有谱曲的天籁之音。
青蛙为何如此执着？我不太明
白，干脆开启室内灯光，
从百度中去
寻找答案。
青蛙会发出呱呱的叫声，尤其
是在夏季下雨的天气发出鸣叫声，
是因为此时的环境对于它们来说比
较适宜。青蛙虽然可以用肺部呼
吸，但它们本身是两栖动物，还不算
是一类特别高级的动物，它们的肺
部其实不是特别高级，所以还需要
皮肤辅助它们的呼吸才行。而下雨
天时正好空气是比较适宜的，它们
的皮肤会比较湿润，因此它们就会

她吃到这个西瓜皮炒毛豆时，连连
称赞
“好吃，
好吃”。干女儿说，
你们
家的西瓜皮炒后为什么比我家脆？
我告诉她，我不是用盐腌制而是靠
太阳晒，
然后进行卤制，这样吃起来
就脆，且有点嚼劲。
这也是我有次看电视，
听浦东有
家老字号酱菜店传人讲授萝卜干通
过太阳晒制成美味后得到的启发。
有时候，我会翻花样，
取出浸制
后的西瓜皮，切成丝与猪肉丝一起
炒，荤素搭配，味道好极了，这绝不
亚于崇明特色小菜“酱瓜肉丝”；也
有时候，我把西瓜皮切成细末与鸡
蛋一起炒，
口感上佳且更丰富。
我这样卤制的西瓜皮因口味
好，
还当“礼物”
送过一些朋友，
朋友
食后都说好吃。我也曾自己不小心
侍弄而失败过。浸制后的西瓜皮在
取出时，一定要注意用干净没食过
的筷子夹，
如若为贪图方便，
边吃边
夹，那么这瓶西瓜皮不久便会起沫
而发霉，
味酸、
变质，
不能再食用了。
夏日里，我每天晚饭后在规定
时间去小区倒湿垃圾。而每次去倒
时，见湿垃圾桶内鲜见有西瓜皮。
我好奇地问垃圾投放点的大爷，他
风趣地说，
西瓜皮是个好东西，
现在
扔的人少，
都吃掉了。

比较活跃，发出比较大的叫声。另
外，
青蛙还会在繁殖期的时候鸣叫，
因为它们需要吸引异性的注意力，
达到求得配偶的目的。
然而，似曾有人不太理解，
以影
响休息为理由，把季节性的蛙鸣看
成 是 一 种 噪 音 ( 其 实 在 70 分 贝 以
内)，非要除之而后快。当然，众人
是不答应的。失去的不会再拥有，
拥有的来之不易。蛙声喧夏夜，鱼
影动荷塘。只有环境回归自然，才
有生灵的亲密陪伴。
“黄梅时节家家
雨，
青草池塘处处蛙”
。这样充满生
机的场景，过去在城市里可谓是一
种奢望。
我记得生活在棚户区那阵子，
除了密匝匝的房子就是狭小的弄
堂，
腾不出空间去施舍河场与绿道，
唯有外出旅游，偶尔听到大自然的
天籁之音，夜间传来蛙鸣，好像是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
闻”。美好的环境，舒适惬意，当以
自豪，当以珍惜！
梅雨季节很快就会过去，
夏季会
变得更加充实。但愿富有传奇的浦
东，
“明月别枝惊鹊，
清风半夜鸣蝉。
稻花香里说丰年，
听取蛙声一片。
”

东方美谷
几乎是一瞬间，
奉贤这一片中心地域

□王海

亮丽了东方，
不！全球人都怀着憧憬

崛起了一个“谷”

春风染绿的每一棵树、每一滴水

这
“谷”
很神奇，
很美丽

都在晨光暮辉的大美里献计献策

奇的是威力，
美的是吸引

好让把“美谷”
再整容、再扩容、再壮容

世界化妆品巨头落户到“谷”
里建业

上阵一带一路，
雄赳赳

各地化妆品企业汇集到“谷”
里挂名

阔步走向新时代的神圣

都用
“美丽、
健康”
之语言奠基
都以
“跨界或无界”
的理念作脊梁

“美谷”
红火了、
沸腾了，
东方璀璨

一栋栋、
一幢幢的豪华

周围的万物兀自站立凝望

争先在欢乐中张扬如愿的姿态

以
“美丽健康”
为轴的三大坐标

脑细胞活跃了一江澎湃

在全区内竖起一道风景

十字水街人摇楼影

美容护理，
医药保健率先解读着人间的潇洒和风流
呵！化妆世界，
大美天下

站在高处、
俯瞰东方美谷

那四面八方的旗舰队，打着化妆品旗号

不由得产生了一种骄傲

正在簇拥而至，
而
“美谷”
扬起的笑声、
歌声

中国化妆品产业之都

激活所有的思维，
感动所有的眼睛

形成的规模、
创意、
时尚、
趋向

新城有了核心，
新城有了生命

一目了然，
九宫格里试看天下

笑看南来北往的人群，脚步如梭

那些美丽大健康产业乃至产业品牌

编织着“奉贤美奉贤强”
的最绚丽的缎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