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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频

文章的标题这么写，仿佛是个绕口
令。它不是绕口令，却和我老家的方言有
关，——这第一个“栽”字是动词，种植的
意思，读音与普通话相同。第二个“栽”字
变成名词了，栽字的标准音予以儿化，指
的是红薯苗或者红薯秧，老家人土话叫

“红薯栽”。
看一地的风俗，做田野调查想走捷径，

就要到当地的庙会和集市上转转，在熙熙
攘攘的人窝里挤他个大半天，那里是最透
明的乡村社会窗口，至今也是展示四季农
事活动的大舞台。

老家人出年后赶会，小风还凛冽料峭，
以清明、谷雨为界，前头卖树苗多，杨树、桐
树、银杏、柏树、柿树，桃梨、苹果、核桃、葡
萄等等果树苗，开春是栽树的好时节。天
气越来越暖和了，后边的集市，卖瓜苗菜
秧、红薯栽和夏收农具的多起来。“清明前
后，种瓜点豆。”“枣芽发，种棉花。”绿豆、芝
麻、棉花、花生、高粱等，它们和主粮玉米不
一样，需要因地制宜，或者看年景，有时候
种有时候不种，主人高兴了种，不高兴就不
种，唯有栽红薯这一项，是老家人年年不变
的应时劳作。红薯很特别，它不列五谷之
中，没有五谷名分，却胜似五谷。前人陈世
元最先呼吁引种红薯，他说红薯生熟可食，

“有六益八利，功同五谷”。随后，大名鼎鼎
的徐光启在《农政全书》里总结说：“昔人云
蔓菁有六利，又云柿有七绝，余续之以甘薯

十三胜。”意即种红薯有十三条好处之多。
的确，当年的秋作物，收获五斤红薯可以顶
一斤口粮，算粮食生产指标，曾经是河南各
地集体经济的一大特点。

红薯分早种和晚种的。早种的谷子、
玉米、红薯，曰稙谷、稙玉米和稙红薯。每
年清明一过就有栽红薯的，是早红薯。此
后陆续可以栽种，迟的是麦茬红薯，五黄六
月收过麦子，在麦茬地里接着栽种红薯。
四五十年前，还没有地膜技术，生产队集体
用火炕育苗，私人则沿用最传统的方法，用
草粪埋红薯育苗。草粪即骡马驴粪，层层
铺放到临时挖成长方形的土坑里，然后从
红薯窖里取出留种的红薯来，竖着排列着，
用粪末严严实实埋好。最后，上面铺着草
苫或玉米圪垱保温。这样，过十天半个月
左右，红薯就会发芽，紫红芽逐渐长成新
苗。当年的公社经济并不是一刀切，各家
各户，也有政策允许的自留地和小片荒，我
的爷爷也要挖坑堆草粪、育红薯栽。我们
跟着爷爷，看他郑重地掀起草苫的一角，看
到红薯发芽出苗的情景，生机勃勃的很喜
气，人人便很高兴，欢呼雀跃。每年暮春的
时候，当家的奶奶会让我们馋嘴的小孩们
儿吃两样稀罕物——第一是发糠的红薯
母，出过苗的红薯，变得很松很虚的，可口
味还有三分甜，很别致的一股儿甜味。再
一个，是吃从春天的醋缸里取出来发酵过
的红柿子，模样还不错，但轻轻咬一口，便
酸得人打个激灵且直眨眼，犯困犯糊涂的
脑袋瓜，一下子就清醒过来了！这也是旧

年苦中作乐的传奇，也充满了山里人和老
辈人的聪明。

育苗之后是栽红薯了。历来“春雨贵
似油”，稙红薯几乎没有天雨滋润，人要担
水栽红薯。在路边的水窖或山坡开阔处的
水坑，土话叫陂池的，都保存着夏天的一点
雨水，这时一边先把红薯苗栽好，老年人负
责栽红薯苗，年轻人则来回取水担水浇水，
还不能多用水，一点点水，舀半碗水就差不
多了，浇了就可以成活一株红薯苗。晚红
薯麦茬红薯，又叫秋红薯的，在收麦之后栽
种，这时候有雨水了，大家多趁着雨后墒好
栽红薯。但是，初夏有冷子和暴雨，出其不
意地伤害作物庄稼。有一年吧，稙谷都要
孕穗的时候，阳历快进8月了，一场突如其
来的冰雹把后地的庄稼打了，怎么办？公
社领导下来，号召大家生产自救，叫赶快补
种红薯。这时再育红薯秧来不及了，便干
脆把从外地弄来的红薯切块，大片子红薯
直接往坑里放，再浇一点水，就这红薯也活
了，并且扯秧结红薯了。这次栽红薯对我
的印象极深，什么时候想起来，都感恩红
薯，觉得红薯真是最好成活的农作物。隔
了许多年，料不到我在潮州谒韩文公祠，看
老家孟县籍贯的大文豪韩愈在粤东为民兴
利，民间的口碑极好。有一则番薯的故事，
说当地历来用薯块下种，可是一位老妇人
的薯块被人偷了，坐在路边痛哭，韩愈见
状，便叫她摘些薯苗直接插种，结果当年的
收获更多。于是，潮州人从此种甘薯开始
使用插苗的方法了。

然而韩文公的老家人，间隔千年，为了
夏天的生产自救，重新直接把红薯切块补
种在当年的大田里，这真是一种不可思议
的农业文化轮回与传奇。

红薯不仅生命力极强，而且省工，成
活了不用施肥和浇水。夏末秋初，下田
翻两遍红薯秧，免得跑秧就行了。八月
十五过了，霜降来临的时候，老家树上沉
甸甸的红柿子打头，地头有红薯把地皮
都撑崩了。一窝红薯刨出来，嘟嘟噜噜
有十多斤。

现在，红薯成了明星级的健康和防癌
食品。连红薯的叶子，下面或清炒吃，夸
张说功效堪比人参。红薯秆和南瓜尖，历
来是信阳人和南方人爱吃的菜。可这几
年我才注意到红薯叶子和牵牛花一样，也
分圆叶和花叶两种。很奇怪的是，过去都
没有见过红薯苗和红薯秧开花，如今，深
秋的红薯秧开花越来越多，和紫色牵牛花
一样。薯类分为两种，一种是薯蓣科的，
如木薯和山药；再就是旋花科的，红薯与
牵牛花和空心菜是一类。这红薯开花后
结不结籽呢？今年端午节跑到了“六一”
儿童节的前头，这天，大院里还有爱种菜
的主，在墙边的菜畦里松土栽菜秧，又抱
怨说到处找不到卖红薯秧的，听说三毛钱
一苗，或者五毛的，可就是没处买。郑州
大变化，俨然是国家中心城市，还有说“一
线”了，自然没有早市和集市了。我说你
不妨到网上试试，或许会把红薯秧直接送
到你家里来。3

每年暮春的时候，当家的奶奶会让我们馋嘴的小孩们儿吃两样稀罕

物——第一是发糠的红薯母，出过苗的红薯，变得很松很虚的，可口味还有三

分甜，很别致的一股儿甜味。再一个，是吃从春天的醋缸里取出来发酵过的

红柿子，模样还不错，但轻轻咬一口，便酸得人打个激灵且直眨眼，犯困犯糊

涂的脑袋瓜，一下子就清醒过来了！这也是旧年苦中作乐的传奇，也充满了

山里人和老辈人的聪明。”

□马永红

我是偶然间发现母亲在劳作之余还在
读书，这让我吃惊不小，她连自己的名字都
不会写啊。

母亲常说自己是蚂蚁尿书上——湿
（识）不俩字，此话不假，她小学二年级没上
完，就辍学了。母亲给我的解释是她个子
高，又学不会，感觉老没面子，整日惴惴难
安，就不顾老师和同学的劝阻，搬住凳子头
也不回地走了。这只是她的主观理由，客
观情况是她早年丧父，我姥姥一人养家，诸
多不易，作为长女的她看在眼里，急在心
里，在教室里如坐针毡，哪还有心思听老师
的课？不好好听，怎么会呢？母亲越不这
样理解，我越心疼她为了我的两个小姨和
舅舅做出的牺牲。

后来母亲和姥姥一起劳动，接着为人
妻、为人母，她完全与书绝缘，家里莫说书
了，连个纸片都不见，母亲的身影总是在家
和地里穿梭不停。倒是在我们姊妹几个上
学时，她大力支持，只要看着我们手里捧着
书，她就开心，她不像人家母亲那样不住地
使唤孩子们拾柴火、薅草、放羊等。她说，
看着我们读书，她浑身都是劲儿，忙也不嫌
忙，累也不嫌累了。书成了我们可以不干
活的挡箭牌，不过我没有辜负她，最终靠手
不释卷的勤奋考上学，端上了她希冀已久
的“铁饭碗”。

那天，我回到家里，看见灶火旁烧火做
饭的母亲，一手拿柴火，一手拿书，低头垂
眉，眼睛在书页间流连，专注得忘了往炉膛
里续柴，好像这个世界就剩下她一人。我

不忍惊扰她，以致火把从灶膛里掉出来，
“噌”一下燃着了脚边的柴火，我抓住水瓢
泼过去，灰白色的尘烟“呲呲”叫着如丝缕
一样袅袅升起时，她才像从梦里惊醒过来，
书本掉落在地，像个做错事的孩子，眼神里
满是惶恐，一脸无辜地呆站在那里。这一
幕，看得我五味杂陈。

我不知母亲从何时开始读书的，灶膛
边的一本本杂志和书是我们读过的，早已
发黄打皱，它们陪着母亲在这里烟熏火燎
的，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这一天天的悠长
时光里，我们都不在家，母亲是如何想起
用书来慰藉自己孤苦的心灵？现在想想，
有好多次，母亲都说，她心里难受想哭。
父亲去世后，她如同被抽去了筋骨一样孤
苦无依，身体的病痛，心里的孤寂，生活的
磨难，像一座座大山把她重重围住，压得
她胸闷气短，喘不过气来，她不是五指山
下的孙悟空，没有七十二变的神功，也没
有万能的神灵来救助，她自然憋屈得想
哭，但要活下去，要把几个孩子养大，把千
疮百孔的生活尽力地缝补起来，也不能只
是哭，那又怎么样？

人的苦痛总是要找到出口发泄的。不
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排遣，有人旅行，有人
养花种草，有人打牌。母亲与书结缘，在我
的意料之外，她小学二年级的学历，认识的
一些字，几十年过去了，在时间的沙漏下，留
在脑海里的还有几个？即便留住的几个字，
她也不会写，就像路遇的某人，似曾相识，张
张嘴却叫不出对方的名字。她说，自己的名
儿都不会写，更不要说别的字了，既然这样，
她怎么能读进去，还读得津津有味呢？母亲

害羞地说，她是冲的。我不知道她说的是冲
还是充，她的意思是囫囵吞枣？是滥竽充
数？还是不求甚解？总之我佩服她的毅力，
她是如何靠这几个似是而非的字把整段整
篇连贯起来去感知其意的？那是几颗小蝌
蚪流入海洋的浩瀚无边的感觉啊！

感谢这些书刊，不经意间闯入母亲
的生活，让她“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一切一切的不如意，都在专心的阅读中
烟消云散。

如今的母亲，不再终日愁苦，情绪低
沉，精神世界风清月朗，艳阳高照。我现在
才明白，这不仅是物质生活条件好了，还有
读书给母亲带来的影响啊。几天前，她打
电话说要看我新出版的散文集《我的村
庄》，为此她还专门搭车到县城配了老花
镜，只等我的书送到手里，她就可以开读
了。她的话音里带着甜蜜的笑，裹着浓得
化不开的自豪，她要读的书的作者是她的
女儿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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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新颖

在我20岁左右的年纪，有一天晚饭后在复旦大学
校园里闲逛，走到3108教室窗口，看见里面挤满了人，
听一个流行音乐的讲座。这样的情景在我的大学时代
没有什么特殊，几乎天天晚上3108都是这样，讲座的
内容从西方哲学、艺术，到其时正兴的“文化热”，到诗
歌朗诵，流动的盛宴一般。就在我毫不为意地要走过
去的时候，窗口传出录音机里的歌声：

我是一个爱情的少尉

我前来攻占你心中的堡垒

这个特别的声音，阻止了我的脚步。从此我记住
了这个人的名字：李宗盛。

那个时候怎么会想到，我听这个人的歌，会听到今
天，听了将近30年。而他自己，到现在写歌的历史，已
经过了30年。

该感慨一句我们都老了吗?是，确实是；但也不是，
因为，“心里活着的还是那个年轻人”；然而还得说，是，
因为毕竟不全是那个年轻人了。

2014年我去了李宗盛“既然青春留不住”的演唱
会现场。一直坐在看台上没有站起来过，心情基本平
静，不起波澜。多少年来，这些歌都听得太熟了，熟得
像是亲人。青丝白发间杂的李宗盛讲《漂洋过海来看
你》的青春往事，也早已可以轻松地自嘲，而未曾继续
下去的爱情依然温暖感人。

李宗盛最新的歌《山丘》，2013年写的，55岁，回
看人生，自我总结，沉郁却也开朗，痛惜而又无悔。过
到了中年的我，听这首歌，多有呼应，偶有商量。

“想说却还没说的 还很多/攒着是因为想写成歌/

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 也值了。”

把“想说”的变成歌，这个“想说”很重要。如果没有自
己真正“想说”的，不论是写歌，写小说、散文、诗，还是
写学术论文，都算是瞎扯吧。“想说”是从哪里来的?是
什么产生了让人“想说”的冲动?李宗盛想说的，都来自
他的生活，经验，体会，他不会凭空变出一首歌来。我
想想为什么李宗盛的歌可以听这么多年，一个重要的
原因就是他贴着生命经验来说，来唱，他不回避生活中
的麻烦、困难、挫败，他实实在在地表达，不虚饰，不凌
空，不高蹈。歌是这样转化而来的，有来处。这个瓦斯
行老板的儿子从送瓦斯走来，一直知道自己是谁，从哪
里来。写歌、唱歌当然需要技艺，做了那么多年的制作
人，那么成功的制作人，岂能不知技艺的重要，但最重
要的前提，还是有想说的话，想叙述的故事，想表达的
感受。

第二个我想说的词是“攒着”。生命经验的积累和
储蓄，表达冲动的延迟和发酵，时间的沉淀和淘洗——
不是大干快上，不是急吼吼。“攒着”是原始的积累财富
的行为和习惯，土，笨，慢。现代社会早就训练了借贷、
融资、杠杆等新的思维和做事方法，这样的思维和方法
也早就超出了经济和金融领域，改变着日常的行为和
习惯。不过，我还是喜欢把“攒着”的话慢慢转化成歌
的那种歌曲。

另外再补充一句，“攒”其实也是一种技艺，通过一
定的时间长度才能日臻成熟的技艺。

“说不定我一生涓滴意念 侥幸汇成河/然后我俩

各自一端/望着大河弯弯 终于敢放胆/嬉皮笑脸面对/

人生的难。”平凡人的“意念”是涓涓滴滴，但他对“意
念”诚恳，努力不懈，终于成流，而且是“大河弯弯”。要
说李宗盛骄傲吧，他也真是骄傲，写歌30年，也有了这
个资格。但这个骄傲也是平凡人的骄傲，“说不定”和

“侥幸”是平凡人的心理和口吻，有平凡人的警惕、孜孜
以求和心存感念。要是我多说一句，我会说，也只有平
凡人的骄傲，才是真正可敬的骄傲，他的骄傲从涓滴开
始，是累积的，是踏实的。

“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是我最喜欢的一句。
你得经历多少，你得积存多少，你得明白多少，才能做
到。在这个世界上活到一定岁数，“人生实难”自有深
切的体会，有这个体会不难，哪一个中年人，哪一个中
年以后的人，没有体会呢?可是，光有这个还不够，还得
有个怎么面对的方式。这个方式也不是从道理上学来
的，而是一个人从经验里面炼成的。

前几年，三个老男人和一个相对年轻的男人——
罗大佑、李宗盛、周华健、张震岳——组成纵贯线巡演，
2010年 1月台北最后一场四个人唱《归来》，触动我的
一句是“喜欢自己现在的模样/心里有老茧 脸上有风
霜”——这个“喜欢”，与“嬉皮笑脸”通。

“也许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晓得，就快要老了/尽

管心里活着的还是那个年轻人/因为不安而频频回首/

无知地索求，羞耻于求救/不知疲倦地翻越每一个山

丘。”过了年轻时代，不是年轻从生命中消失了，而是包
含在现在的生命里，从外表看它不在了，可是它真的还
在，这就是心里还活着年轻人。

“羞耻于求救”，年轻时候或许只是出于自尊，但经
历多了，年纪渐老，就会越来越明白，在根本问题上，只
能自己去解决，把自己该对自己承担的责任推给别人
或者期望于别人，是逃避，没有另外的人能从根本上

“救”了你。“救”对应于严重的危机，但经历多了，你就
发现，年轻时候夸张为危机的，其实很可能不是什么危
机，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这也是快要老了的好——经
过了，就不怕了。

李宗盛唱歌，每一个字都很清楚，有人会说这不过
只是个人发音的习惯和特性使然，我不完全认同。即
便只是习惯和特性，也表明，每个字在他心里都很重，
他不肯模糊，不愿含混，不会滑过去。他唱歌也像写
歌，一个字一个字都郑重，他有篇短文叫《笔》，里面说：

“我写字极慢同时稍嫌太用力。以至于有时能听见笔
尖划过纸的声音。另外我也特别的依赖、迷恋铅笔芯
辗转于纸张的感觉。那种粗糙、迟钝、确实接触，好像
要把写的每一个字都种在纸上一般。”对生命经验中的
点点滴滴，他也是这样吧;对自己意愿的点点滴滴，他
也是这样吧。“涓滴意念”汇成河，当然不会是靠“侥
幸”。3

“想说”和“攒着”

□莫小米

我说的金牌嬷嬷，是个眉眼清秀，皮肤
白净的月嫂。

月嫂是专门照顾新生儿和产妇的，
当宝宝刚刚降临人世，遵医嘱尽早开始
哺乳，新晋奶奶和外婆手忙脚乱，产妇将
乳头朝小嘴里塞，宝宝怎么也叼不住。
这时早就预约的月嫂火急赶到，三秒钟
搞定。简直是神一样的救场，大家顿时
觉得付出的高薪值了。

月嫂的薪水，目前市场价 8000 元到

1万元每月，金牌月嫂还要高些，但物有所
值。我算给你听：第一，她不下班，24小时
在岗，晚班尤其忙碌；第二，这一个月，她和
产妇、新生儿一直在一起，把自己的家庭完
全抛开，牺牲之大，令人感动。

月嫂跟保姆完全不同，保姆是听人家
指使的，做这做那，月嫂是指使人的：外婆，
那个东西拿过来！爷爷，去超市买啥啥！
客人来对着小孩拍照，对不起离远点！产
妇发条微信，手机放下！必须的！

月嫂在家里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宝
宝便便了，月嫂前去换尿片，后面跟着一串

人，有端着温水的，有递上“红屁股”膏的，
有打开尿不湿的……

月嫂是超人，晚间要随时能醒来，也随
时能入睡，否则精力怎么够？为孩子洗澡
加抚触，从头到尾一手托人，一手操作，脐
贴、棉签、纸巾、按摩油、万能膏，一溜排开，
眼花缭乱。

月嫂是百科全书。新生儿黄疸，到药
房买点茵栀黄来；湿疹，金银花加绿茶水洗
澡，紫草橄榄油熬制涂抹……有状况她就
有答案。月嫂能听得懂婴儿的哭声，代表
各种不同诉求。她哄孩子有十八般武艺：

唱歌、背诗、口哨……所有小动物的叫声都
能模拟。

月嫂很权威。宝宝有点啥状况，月嫂
说没事儿，大家放下心来，月嫂脸色一凝
重，大家心提到了半空。有得依赖，就靠上
再说，人就是这么懒。所以眼看预定期满，
大家央求，阿姨再留几个月吧。仿佛月嫂
一走，天要塌下来了。

最先提抗议的是宝宝，满月之后他就
各种“不乖”，出月的新妈妈也开始动脑筋
体会宝宝的需求和习惯，然而金牌嬷嬷仍
是那么强势，按着她惯常的一套来做。她
无疑是一个称职的月嫂，但她永远不能与
母亲相提并论。于是龃龉产生了，最终金
牌嬷嬷离开了。

龃龉产生表明母亲和婴儿的成长，这
是最好的结果。3

灶边读书人

世态人情金牌嬷嬷

李
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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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

——何频

如果没有自己真正“想说”的，不

论是写歌，写小说、散文、诗，还是写

学术论文，都算是瞎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