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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菜老妇
王丰

这是好几年前的事。开发区南

苑菜市场西门口，总见一位妇女面

前摆着一担蔬菜，人蹲着，一杆秤顺

手放在左边，不声不响，等着人来

买。

这里是人行道，人来人往，熙熙

攘攘，但停下脚步到她畚箕前买菜

的，却鲜见有人。

妇女六十多岁，一头白发里混

杂着几根黑发，如冬日荒野里的几

株青草，孤独寂寞，随风摇曳。老妇

人一口威坪腔，一字一句，烙着威坪

文韵，与她交流，你得熬住性子。

有一天，我刻意去买她的菜。

季节正是初春，万物复苏，青菜开花

抽穗，她畚箕里码着一支支捆绑整

齐、嫩绿水灵的青菜芯。

我蹲下来随手拣起两支，装进

尼龙袋，叫她称一下。

“我不识秤的，秤花不晓得看。

不称吧，给我一块钞票一支。”

“不识秤怎么出来卖菜？”

“我都是这样的，有时候叫旁边

人给我称一下，总是托别人也不好，

你给多少算多少。”

几次买菜接触，知道她是威坪

唐村人，经人做媒嫁到了宋家坞。

她没有读过书，一字不识，那年又走

路又坐船来到宋家坞，一看比唐村

老家窄好多，心里好难过。

她老公叫花狗，男人只识得在

田地里死做，从不上街卖菜，卖菜的

事就落到了她身上。可她既不认识

秤，又不会叫卖，人家一担菜半日卖

光了，她一担菜一日到黑也卖不

掉。卖不掉只有挑回家，挑回家又

被老公奚落，她天天生活在提心吊

胆里。

一天下班，天已黑，我又绕道去

老妇人的菜担前。见满满两畚箕萝

卜安安静静地躺在那儿，萝卜又大

又白，漆黑的夜里白得叫人惊讶。

“今日卖了好几担啦？天黑了

呀，好回家了。”

“早上一担挑来，到现在才卖了

五六个出去，又要讨骂了。”

“好回家啦。这样吧，你明日挑

一担萝卜到我们食堂里去，给你销

一销。”

我在单位管理食堂，蔬菜需求

量大。我告诉她单位地址，叫她千

万不要误事。

“好人，好人，你是好人，修修

你，修修你。＂

怎么要“修修”我呢？那夜，我

搜肠刮肚，终于明白，“修修你”是

“谢谢你”，老妇人是在用“普通话”

谢我呢。

此后陆陆续续给老妇人销了几

年蔬菜，春天的菜芯、春葱、莴苣，夏

天的黄瓜、长豆节、茄子、辣椒、丝

瓜、南瓜，秋天的卷心菜、波菜、白花

菜，冬季的白萝卜、胡萝卜、冬瓜、西

兰花。

又一个冬天来了，那个冬天特

别地冻。老妇人来打招呼说，菜地

里的长杆青菜好多，给销一销。我

说好的。

那日，寒风刺人骨，水结一层

冰。我早上五点半到食堂，老妇人

和她老公早把菜送到食堂过了磅，

等着我在收货单上签字。

签完字，老妇人一连串的“修修

你，俢修你”，边“修修”我，边尾随我

到办公室。她从腋下拿出报纸包着

的一样东西，塞给我。

“不能要的，不能要的。单位上

的人，收别人东西犯错误的。”

老妇人说，不是什么好东西，给

我做了双棉鞋，手工做的，做了三个

月的夜工才做成功。

“冬天那么早就上班，脚冷啊。”

她打开报纸，把一双棉鞋捧给我。

棉鞋面料是土黄色的灯绒，样式老

派如古物，是五十年代时乡村老爹

老妇一整个冬天穿着的那种。

“做得丑，暖焐还暖焐的。”她一

脸愧疚的真诚，即刻焐暖了我。

“我收，我收。”

“你是好人，修修你。”

一个又一个冬天过去了，一个

又一个冬天里我都会穿上这双棉

鞋，一直到现在还在穿。有雪有雨

的日子，一到家，脱了棉皮鞋，马上

穿上这双棉鞋，棉鞋真的很暖焐，如

母亲的一双手，紧紧捧焐着我的双

脚。

棉鞋老了，老妇人应该更老

啦。好些年没见到老妇人卖菜了，

也不知她现在好还是不好？最好是

好好的，最好再能见她：一担畚箕，

一杆秤，青菜萝卜鲜又活，蹲着，不

声不响的，一蹲一千年。

我也“修修你”！

想念母亲
明道

夜幕降临，窗外传来广场舞的

歌乐声，节奏鲜明而强烈……眼前

忽然浮现母亲驻足观看歌舞的样

子。跳舞的大多是中年人，健康的

体魄、生命的活力，谁不羡慕？

那时的母亲已知道自己的病

情很严重，但依靠靶向药，病情得

以暂时控制，时间持续一年，母亲

的脸上就绽放了一些笑容。那段

日子，母亲似乎忘记了疾病，忘记

了医生“不能干活”的叮嘱，回农村

老家后竟然偷偷地下地干一些农

活……母亲终归是闲不住的人啊！

整理厨房的时候，我看见那

一包藏在角落里的霉干菜，那是

母亲前年亲手制作的。经过时间

的洗礼，霉干菜显得黑黝黝的，散

发出岁月的沧桑与沉郁。打开这

包霉干菜时，我还嗅到丝丝野蒜

清香，那也是母亲匠心独运，为了

提高霉干菜的品位而特别添加

的，野蒜是她跑遍山野拔来的。

我不忍舍弃这包干菜，总是隔几

天抓一把，混合着其他菜炒着

吃。吃饭的时候，想起母亲种菜、

收菜、洗菜、切菜、腌菜、晒菜的辛

苦，禁不住悲从中来。“子欲养而

亲不在”，真的是一种切身之痛。

晚上睡觉前洗完脚，照旧拿

出那双母亲亲手做的布鞋穿上。

这双鞋的鞋面已经破了，然而鞋

底还很结实，针脚细密整齐，鞋底

正面还绣了两朵花，只有红绿两

种颜色，简单素朴，我知道那是母

亲一针一线纳成的。“慈母手中

线，游子身上衣”，想起孟郊的诗

句，禁不住潸然泪下。

偶然受了风寒，我全身酸疼，

联想到母亲最后那段日子的痛

苦，我如万箭穿心。那时，她胸前

背后止不住地痛，甚至连止痛药

的效果也不明显，一次抽积液竟

然达到上千毫升，连稀粥也难以

下咽，每天靠挂点营养针维持生

命，可是她从没大声喊叫过。母

亲十月怀胎生下我们，又在那艰

苦的年代把我们养大，这辈子付

出了多少艰辛！晚年却要忍受如

此病痛折磨……这让儿女如何心

安？

又是一年春天，万物复苏，桃

红柳绿，可母亲再也看不到这些

景致了……但愿那个世界里只有

欢声笑语，没有病痛哀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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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睡过的草席

有好多年，我睡过的草席都像溪

滩里的鹅卵石一样发黄。

泛黄的草席铺在床上，疲惫的身

子往草席上一躺，多么放松啊，一颗卑

微的灵魂就此被草茎收编。

那时我如此迷恋一张铺着草席的

床，屋檐下，散发着草席淡淡的馨香。

我横躺在床上时总做白日梦，想

梦见什么就梦见什么；竖躺在床上时

轻微的鼾声会摇动未来，抵至某个不

知名的远地。

但那时我不知时间也是一条细细

的草茎，一头系着我的来处，一头连着

我的去处。

我在草席上波浪般自由翻滚，脸

颊抵着草席，裸露的手臂背面刻着一

条条草席的茎杆。

像一个稻草人，裹满空空的梦想。

我们睡过的篾席

天热起来，我们就把床上的草席

再换成篾席。

用一片竹林替代一块草地，用心

灵对清凉的依偎，替代语言对温馨的

过度占有。把一具滚烫赤裸的脊背贴

在篾席上，多么爽！

月光小偷般透过木窗棂，我们在

梦里激战。醒来以一副人形的汗渍

印，诠释竹影晃动的生活，清贫而不乏

欢愉的日子。

那时，世界尚未插上一对会飞的

翅膀，我的想象也只能沿着田野悄悄

展开。但最后的场景总是落在同一景

象上，母亲弓着身子，用力擦拭散发着

尿迹的篾席；我静静地呆在一旁，努力

把时间捏成一个羞愧的小球，在内心

的坡地上上下下拍打。

处暑

到了处暑，天就该凉下来。一些

持续高热的日子渐被替换，蝉鸣声里

开始有寂静。掠过树梢的秋风不那么

单纯，带着点意味深长的味道。燕子

的翅膀下挟带了些许，来自高纬度的

讯息。

熟透的叶子，已为秋虫准备好了

新的归宿。

不再醉心于酷暑的浓烈，也不再

沉迷于宵夜的宿醉。

厌倦了。火热得太久，就知道，每

一个处暑，都是永恒为光阴的虚无，立

下的无字碑。

王良贵的诗

琴川

当我回望，琴川
这生身之地
我的身世，我的前因后果
我的春天正翻山越岭

一个村庄永在此地
用泥土，昼夜，习惯的缄默。
在百年流转的气候中，不知不觉
清明和谷雨重又现身农业的天空

永在大地的掌心
村庄与春天，构成一幅幻景：
去世多年的祖母和尚未出生的女儿
两张遥远的面孔，叠在一起相互辨认

沿着时光的血缘
身体的交替，使今日确凿无疑
有微微的痛楚
青草第一眼望见身旁的落叶

到底是什么川流不息
农民的饥饿，反刍动物轻微的记忆
被雨水爱过的屋顶下
那些多梦的长夜、无梦的一生

我见过在这不走的地址之上
山水的魂魄，民间的手艺
以及庄稼们在山冈上的别离
我见过苍天俯视人间容易流泪的情感

琴川半梦半醒，它有
命中的静谧，稻根默默喝水。
在这里，草长一秋，而水必东流
当我走远，成为河上的叹息

当我回望，家园如母亲
用于离去与归来，指望与安葬
在琴川村，民歌即是炊烟
我亲见日久的坟墓重新成为土地

父

我的父坐在年龄中，在世袭的暮景中
一个老人是一座村庄
落叶飘零
回忆，老年的回忆
像民间的镜子寻找着月亮
在悲与欢的中点，日月如秋千的影子晃过
我父平静的面容
他过分的慈善犹如世间所有的瓮中时光
一个老人是一座村庄
秋风阵阵，空谷回音。
我无声的父沉默，倾听，这平淡的身世
一如季节流转中，百年的口粮
今日我看见黄昏柔和
深深的温情，我的父你的血流过我的血
但是我的父
沙漏中剩下的沙子令我惊慌

辞别

时间永是犹豫的主角
与我一样永无承诺
书写这账本，天光、恩情与旧债

是百转千回
赞美风雨的人足够苍老
坠入河中的雨点足够精炼

行迹不足以叙述
我用各种修辞，千言万语
永久安置阅历与情绪

是一日千里
我在流水上作揖
凡有过的一切，我过目不忘

凡记下的一切用于辞别
山谷中云烟飘散
人最终死于心愿

是一年年冰雪消融，难舍难分
花朵伸向天空，果实沉入地下
从今往后，直到

一个石匠来刻下
最后的愤怒，最后的偏激
最后的长久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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