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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菱南塘秋

□林平

去乡下采风，周日午后闲来无事，便
各处走走。不知不觉间，眼前出现一个
小村落，绿树环抱。村子的南头有一口
大塘，塘边垂柳依依，声声蝉鸣织起了一
张看不见的银色的网。透过柳树的缝
隙，可见塘中菱角秧挨挨挤挤，密密匝
匝，有的菱角秧竟被挤得棚架了起来，似
乎能看见菱角秧下挂着的红菱角。我心
中一阵欣喜，快步走到塘边，迫不及待地
蹲下身子，伸手去捞塘中的菱角秧。

“叔叔，你想吃菱角吗？”一个小女孩
的声音忽然飘了过来，清风一样，掠过满
塘蓬勃的菱角秧。

我猛然抬头望去。这是一方足有三
四亩大的池塘，碧绿的菱角塘的北头，漂
着一条小木船，船上坐着一个身穿绿衣
的小女孩。若不注意，根本发现不了那
个小人儿。

“是呀，我小时候也摘过菱角，也是
这么大的红菱角！”我起身回应道。

“你别摘了，小心掉塘里去！我摘了
好多菱角，给你吃！”小女孩大声说，还向
我招了招手。

我犹豫了一下，绕过长满青草的塘
埂，向小女孩走去。

初秋的午后，四野无人，阳光烈烈地
照着塘面上的菱角秧和四周的树木，仿
佛能听见菱角秧和树叶吸收阳光的哧哧
的声音。

我走到了塘的北头，小女孩也把小
木船划到了岸石边。她扎着两条小羊角
辫，稍稍仰起黝黑的小脸儿，微微眯缝了
黑葡萄般的眼睛，望着我说：“叔叔，我没
见过你！”

“我是来采风的。”我随口说道。
小女孩低了头，看了看我的脚下，疑

惑地说：“叔叔，你脚下有风吗？你能踩
住风吗？是不是还像哪吒一样踩着风火
轮？”

我不禁笑了起来，刹那间喜欢上
了这个小女孩，继而寻思道：“我是写
文章的。”

“就是语文课本上的那些文章吗？”
小女孩睁大了眼睛说。

我摇了摇头，看到小女孩眼里的火
苗黯淡了下去，又点了点头。我不想让
她失望。

“等我长大了，我也要写文章！”小女
孩认真地说。

“你想写什么文章呢？”我问。
“写我妈妈，还写采菱南塘秋！”小女

孩不假思索地说。
我有些诧异，一个乡下的小女孩居

然能说出采菱南塘秋的话语，定是化用
了“采莲南塘秋”而来。我问她是跟谁学
的，她说是一个叔叔。我问是哪个叔叔，
她就不说话了。

“你叫什么名字？”我转移话题说。
“我叫兰菱，上三年级！”
“你家在哪儿？”
名叫兰菱的小女孩指了指我的身

后。
我的身后是一户人家，半旧的红砖

平顶房，饱含着风雨侵蚀的痕迹。堂屋
门敞开着，房檐下停着一辆斑驳的红色
电动三轮车，房前的晾衣绳上挂着几件
衣裳，晾衣绳拴在两棵高大的杨树的树
干上。

兰菱端起一篮子红菱角，做出跳上
岸的动作。我担心她会摔倒，正要伸手
去接篮子，她已一步跨到了塘边的石头
上，把篮子举到我面前，说：“叔叔，给！”
她的手上湿漉漉的，沾染了菱角的紫红
色。

我从篮子里拿起一颗红菱角，用指
甲剥开菱角壳，露出凝脂一般的白米。
轻轻地咬一口，清甜的感觉顿时传遍了
全身，沁人心脾。

我已多年没有吃到这样脆甜的红菱
角了。

兰菱一直目不转睛地望着我，可能

是看到了我贪婪的吃相，便咧嘴一笑，
又把篮子送到了我面前。我面色赧然，
却是经不住诱惑，抓了一把菱角，细细
地吃着。

“我妈妈也喜欢吃菱角！”兰菱说，她
妈妈当年正是看中了这口塘里的菱角，
才跟她爸爸结婚的。这口塘从此有了一
个名字——南塘。每天傍晚收工回来，
吃了黑饭，她爸爸都会跟妈妈一起在南
塘里游泳，然后摘了菱角，坐在塘边柳树
下的石头上说话，直到夜色深沉。天气
渐凉，塘水也渐凉，爸爸不知从哪里弄回
了一条小木船，让妈妈坐在小木船上摘
菱角，再也不会弄湿衣裳，也不冷了。

我猜想，兰菱的名字，大概就是她妈
妈给起的吧。

果然，不待我说话，兰菱就说：“我出
生前，妈妈就给我起好了名字——兰菱，
还说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都叫这名
字。我好喜欢我的名字！”

不知从哪天起，南塘的水质渐渐变
得浑浊了，别说在塘里游泳洗菜，就连衣
裳都不能洗了，菱角和鱼虾自然也越来
越少，直至绝迹。兰菱的弟弟三岁那年
秋天，本该是采菱季节，南塘里已经没有
菱角了。不知为什么，兰菱的妈妈跟爸
爸大吵了一架，第二天就出了远门，再也
没有回来。兰菱后来得知，妈妈外出不
归，采不到菱角只是个借口，主要原因是
家里太穷。

说到这里，兰菱的脸上现出落寞的
神情，涂抹着一道淡淡的忧伤。

很多时候，兰菱想妈妈想得很了，一
闭上眼睛，脑海里就浮现出妈妈在南塘
里摘菱角的情形。那时，妈妈头戴草帽，
身穿绣满了菱角秧的白色的连衣裙，划
着小船，划到了塘中央，每次都能摘满两
提筐红菱角，爸爸就用三轮车载到小镇
上去卖钱。

“我好想回到那个时候。”兰菱轻轻
地叹了一口气，继而邀我去家里坐会儿。

进了堂屋门，兰菱“嘘”了一声，低声
说，她弟弟在房里睡觉。我探头往房里
看了看，果然看到一个小男孩，光着身
子，躺在篾席上，睡得正香。四周除了丝
丝蝉鸣，没有别的声音，就连习习清风，
也都蹑手蹑脚的，不发出声响。

兰菱说，她弟弟比她小两岁，上一年
级，他们姐弟俩都是优秀学生，每学期都
得了大奖状回来。果然，这家里除了电
视机和电冰箱，最显眼的就是墙上贴的
两排奖状，奖状上都是兰菱和弟弟的名
字。

说话间，兰菱去了一旁的厨屋，出来
时，手里多了砧板和菜刀。她把砧板放
在屋檐下的木凳上，择了一些菱角，用刀
剁开，装在一个瓷碗里，端给我，她说这
样吃着方便。然后坐在我身边，讲她家
的故事。

妈妈离开家后，爸爸发了疯一般，出
去找妈妈，最后一无所获，蔫头耷脑地回
来了。他再也没有心思做任何事，家里
越来越穷。那条小木船也搁置了起来，
没有再用。

一个阴雨天，村干部带着一个陌生
的叔叔突然走进了兰菱的家门，跟爸爸
说了很多话。她带着弟弟在檐下玩泥巴
炮，没听清他们说了什么。没几天，就有
车载来了抽水机，抽干了南塘里的水。
又过了一些日子，一台挖掘机轰隆隆地
开了过来，把塘底的淤泥和野草都挖走
了，还撒了一些什么种子。那年冬天，塘
里蓄满了水，第二年夏天，塘里就长出了
一些菱角秧，东一棵西一棵的，上面还结
了胖乎乎的红菱角，跟原来的一模一
样。透过清澈的塘水，又能看到小鱼小
虾悠闲地游来游去。

不仅是南塘，村子周围的塘堰都清
理了，塘堰里不是开出了莲花，就是长出
了菱角，感觉比小时候的塘堰还要美。
有一个夜晚，爸爸坐在塘边的柳树下，望
着黑茫茫的南塘，对兰菱说，他们家是贫
困户，他对前来帮扶的人只提了一个要

求：把南塘清理好，种上菱角，剩下的都
是他自己的事，他不会拖累乡里和村里。

让人高兴的是，前年春节前，妈妈寄
回了一笔钱，还跟兰菱姐弟俩视频，说她
在南方打工，过年不回家，省下来回的路
费，等哪天家里条件好了些，南塘长满了
菱角，她就回家，再也不离开他们。

从此，爸爸像是变了一个人，在种
好自家田地之余，还耕种了别人的田
地，夜里回来照顾兰菱姐弟俩，还摘了
菱角给姐弟俩吃，他自己也吃，日子一
天天好起来，感觉像菱角那么甜。他叮
嘱他们说：“你们得好好学习，哪天妈妈
回来了，要是看到你们学习不好，会不
高兴的！”于是，兰菱和弟弟都好好学习
了。又一天，爸爸提回了一桶桐油，把
那条落满了灰尘的小木船用清水洗干
净，刷了一遍桐油，跟新的一样。“小菱，
摘菱角！”爸爸喊着兰菱，像极了当年喊
妈妈的情景。

后来，那个叔叔又多次来到家里，给
兰菱和弟弟买了新衣服和新鞋子，还送
来了点心和粮油。爸爸说那个叔叔是来
帮我们脱贫的，他有什么事都喜欢跟那
个叔叔说。采菱南塘秋就是那个叔叔说
的。那个叔叔还写了一首《红菱角，紫菱
角》的儿歌，教兰菱唱——

红菱角，紫菱角，
南塘北堰青蛙叫。
柳条知了织大网，
菱角秧下鱼虾跳。
菱角甜，菱角漂，
房前屋后清风跑，
回回梦见故人归，
秋来南塘采菱角。
如今，三年过去了，南塘里的菱角秧

越来越多，越来越旺，要不是有塘埂拦
着，怕是都要挤到塘外边了。

原来的日子仿佛又回来了。唯一缺
少的，就是妈妈的身影。

“我爸爸说，哪天南塘里长满了菱
角，我妈妈就回来了！”兰菱憧憬道，“你
看，南塘里已经长满了菱角，妈妈该回
来了。”

今天一早，爸爸就出门了，带上一筐
子红菱角，说是去看望那个叔叔，那个叔
叔生病了。兰菱本来也要去，被爸爸拦
了下来，让她在家照顾弟弟。她会洗衣
做饭，还会种菜，她家西边的小菜园里长
满了茄子辣椒和韭菜，就是她跟爸爸一
起种的。

兰菱絮絮地说了很多话，仿佛要把
一肚子的话都倒出来。顿了顿，她又说
道：“那个叔叔还说了乡愁，说村里在外
面打工的人，心里都装满了浓浓乡愁，包
括我的妈妈。叔叔，乡愁是不是一想起
家乡心里就发愁？”

我的心猛然跳了一下，说：“乡愁啊，
就是思念家乡的忧愁心情。家乡越美，
乡愁就越浓。你看，现在家乡是不是越
来越美了？”

兰菱点点头，满怀期待地问：“叔叔，
你说，那个叔叔还会来吗？”

“会来的，一定会来的！”我不假思索
地说。

吃了菱角，便想乘船体验南塘采菱
的感觉。刚走出门，就接到了同伴的电
话，有急事催我回去。我只得别了兰菱，
踏上回程。走在南塘埂上，我下意识地
哼起了“回回梦见故人归，秋来南塘采菱
角”的儿歌。

兰菱从后面追了上来，手里提着一
塑料袋鲜菱角，递到我手上。我给她钱，
她坚决不收，认真地说：“我要去摘好多
好多菱角，给妈妈留着，说不定哪天妈妈
就回来了。”她的眸子里闪耀着一团晶亮
的火苗，又补充了一句：“你下次来了，还
请你吃菱角。”她粲然一笑，露出一口瓷
白的牙齿。

我忽然发现，她的牙齿像极了甜
嫩嫩的菱角米，闪着莹润的光泽。我
使劲儿点了点头，我想我一定还会再
来南塘的。3

□南豫见

曾经，在俺大龟庄，谁家生个女孩就叫添了个油馍
篮儿。意思是女孩迟早是人家的人，嫁出去的闺女泼
出去的水，将来也就是逢年过节吃女婿孝敬的一篮儿
油馍。父母过世后，灵柩和墓前是少不得女婿的一篮
儿油馍，否则即为女儿不孝。

水哥家的油馍篮儿叫蓬。模样儿俊俏，朝一般大
的油馍篮儿堆里一站，扎眼亮色，平添一景。

我和蓬处过一个学堂，记得有一次先生让我用“黑
宝石”造句，我挠挠鸡窝头灵机一动说，蓬的眼珠儿像
黑宝石。

产生的轰动效应是可想而知的，那会儿男生女生
分明着楚河汉界，互不搭腔，即使共守一张破桌子，中
间也必定有一条显显的粉笔痕。水牛和狗子一伙痞子
拍屁股打胯地嚎，课堂秩序被搅得一塌糊涂。一直很
欣赏我的文采的先生也不得不迁怒于我，说我的脑瓜
里发了斜岔儿。我确实不是故意的，红着脸辩解道，蓬
的眼珠就是黑么，不信谁能比得过她？

蓬伏在桌子上猛哭，一哽一哽的。
没停多久，蓬就休学了，说是得了肺病。我家与她

家分守着村子的东西两头，要说弹丸之地的小村是不
难见面的，但是那桩事一直在我心里晃悠，分明该从她
家小院门口经过，我也要多绕一圈儿。绕时心里不免
晃晃的，像是有根线绳子拽着，绕得越远揪得越紧。

眨巴眨巴眼可过去了两年，其间我仅见过蓬一次，
是水哥背着蓬找我母亲扎针。隔着窗户的一绺儿纸缝
儿，我看见蓬严裹着一条绿围巾，黑宝石也匿去了，真
扫兴。不过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当时老天正下溜冰，
蓬的病是见不得凉气的。

也许就是蓬后来说的缘分，我家的小药铺迁到
蓬家的西屋里了。那天我放学朝新家走时，心里就
扑通扑通的，乱七八糟地勾画着见到蓬的场面。其
实见面的情形很平淡，蓬正帮母亲抹药瓶哩。水嫂
在一边唠叨着说，你说这事儿玄不玄？蓬整整捂一
个冬天都出不了门，一听说你们要搬来这病立马就
见轻了。水嫂一见我忙转移了话头，噢，洋学生回来
喽，快长成大小伙啦，瞅瞅这脸多白多细发，还是大眼
双眼皮哩真俊呢——

我的脸蛋子烫烫地起热。水嫂趁坡下驴说，你看
看还红了脸哩，腼腆得跟大闺女样——

妈——瞧你尽说些啥呀？蓬打白水嫂一句，便起
身跑走了。从我身边过时也没搭腔，只是盯我一眼，也
一脸红霞，两颗黑宝石一闪一闪。

一会儿，蓬抱着一只猫咪出来了，这猫茸茸的，赤
黄，没一根杂毛，缎子般起明发亮。蓬用脸颊摩着它，
口里轻轻哼着哄小孩的“瞌睡曲儿”：

板凳板凳摞摞，
里边坐个大哥——
水嫂说，蓬对这猫咪亲哩很呢，任谁也不叫碰一

下，白天抱着夜里搂着。
我猛地记起我的宠物“狮子”。“狮子”唯四蹄雪白

外周身漆黑，听老人讲这样的狗极少，还入谱在典叫
“四蹄踏雪”。星期天我带“狮子”去地里，只要看见兔
子不出地身就能撵上。除了上学我走哪儿“狮子”跟哪
儿，形影不离。

我问，妈，“狮子”哩？
母亲说，狗恋老巢，它等你去领哩。

“狮子”一来可盯上了猫咪，吠叫着扑了上去，亮出
了咬兔子的伎俩。猫咪也没了在蓬怀里时的温顺，张
牙舞爪着凶相，一边躲闪着一边疯般地呜叫。

蓬白了脸惊叫，打狗打狗！
我喝住“狮子”。蓬连忙把猫咪抱进屋里，防土匪

似的关上了门。猫咪惊魂甫定，一声接一声地长嚎。
“狮子”以为这是宣战，也就大无畏地扑门，一副不获全
胜决不收兵的气势。

只好给“狮子”上了锁。这对天敌，一墙之隔，竟宣
战了两昼夜，搅得我们两家没一人睡安稳觉。既然无
从调和，也只好割爱一方了，水嫂做蓬的工作，蓬大哭
不允。我抱定的态度则是与“狮子”共存亡。

这天，我放学回来见蓬的两眼红红的，“狮子”也开
了锁，点头摇尾的，如猫咪一副温良恭俭让的样子。母
亲告诉我猫咪让人抱去了，蓬已哭了一晌。我的心不

由一晃，领着“狮子”过去说，“狮子”，给你这位新掌柜
作个揖。蓬一脸怨嗔地说，我算什么掌柜？离八丈远
咋也挨不着边。“狮子”训练有素地立起身子，冲着蓬连
抱三次前掌。我见蓬的脸仍阴得滴水，便说，“狮子”你
这位新掌柜不认账咋办？“狮子”低吠着摇头晃尾踅圈
子转。我知道“狮子”这是在等待命令，就说“狮子”你
给她磕头她不答应你就一直磕下去。“狮子”果然跪伏
下去，偏着头在地上磕得啪啪直响。我在一边高声唱
着数，唱到六六三十六时，蓬终于破怨为笑，搂住了“狮
子”的脖子。

从此，我上学走后，蓬就和“狮子”形影不离。因为
我粗鲁，脾气上来时“狮子”没少挨我的拳脚，蓬细腻不
说，还没少施之小恩小惠。日子稍久，“狮子”的感情也
明显地朝蓬倾斜，我就嫉妒地骂“狮子”过河拆桥。蓬
就乐得拍手，两颗黑宝石熠熠的。

升学考试期间，嘈杂的药铺放不下我的书桌。我
就躲进蓬的闺房，守着一盏晃晃的小煤油灯，常至深
夜。偶尔抬一下头，总能碰到那两颗熠熠的黑宝石，稍
一碰她便移去，间或递过一条沾湿的毛巾，也许是不冷
不烫的竹叶茶，这东西败火。旁边还卧着“狮子”，嘴巴
大张着舌头一伸一伸的，天正热。

这年我十三岁，蓬不满十二。
后来我考上了六十里外的县中，吃不起大伙就每

星期六回来背馍。第一次回家脚上就打了血泡，趔趄
到离家还有三里的苇塘边时，发现茂密的苇丛猛一阵
响动，不及低头“狮子”已叼住了我的裤脚儿。再朝前
望，芦花放白处，两颗黑宝石熠熠的。

蓬说，脚破了吧，俺悄悄地给你理料，别惊动大人，
他们会伤心的。

我依了她。她轻轻地关上门，对了一盆温水，拗着
我伸脚进去。轻撩，轻揉，轻搓，两只小手柔若无骨。
洗毕，又用毛巾擦干，将脚搬置她的膝上，使针刺穿血
泡，挤干蘸净后，从头上拔下一根青丝，穿入……

第二天清晨，院子里浓重的夜气尚未散去时，母亲
已开始烙我一周的馍，我搭帮手烧鏊子带翻馍。这是
件细活儿我不得法，顾上吹笛顾不上捏眼，不是下面断
火就是上边成了黑包公。不等母亲用小擀杖敲我，蓬
已接过翻馍劈子。她一手扒顺柴草，文火匀火不断流，
另一只手操动劈子，或转或翻啪啪响，几十张馍一色的
白，竟不带一粒煳花儿。

仍然是在苇塘边分手，我老远回头望去，苍苍莽莽
的苇林，举起一层灰灰白白的芦花，旁边伫立着苗苗条
条的蓬，以及蹲卧着的“狮子”。

这是一帧风景。延伸开去不是一幅而是一套，每
到星期天便展览一次，风雨不误。一次，篷顶雨帽披蓑
衣，“狮子”裹一张塑料纸。她和它木雕泥塑般浸在细
雨斜风里，背景是已近枯黄的苇子林。蓬的唇乌青、手
冰凉、肩发抖，我说蓬你有病不该来。蓬说，告诉俺，俺
的眼珠真的那么黑真的像黑宝石么？我忙说真的我一
点也不骗你我啥时骗过你？

那旧年月，撕破这帧风景的是镇公所的老庞。时
间是冰雪漫天的冬季，他说他的胃病犯了，有人介绍一
个偏方，说是四蹄踏雪的黑狗煨了连汤带肉吃下去便
可除根，还说这四蹄踏雪真稀少他找几年了都没找到，
没想到在大龟庄碰上了。

老庞铁了心要吃。“狮子”灵通，一觉出凶兆便钻到
蓬的床下不再出来。老庞指挥人来拖“狮子”时，蓬没
有哭嚎，她知道眼泪是不会起作用的。她的方式是受
古装戏的启发，她很沉静地用一把锋锐的剪刀指着自
己的胸口说，你们敢弄走“狮子”我就死。来人骇退后，
蓬抱着“狮子”的脖子，哭得一哽一哽的。据在场的人
说，“狮子”也悲泣不止，哗哗泪流。

“狮子”到底还是被吃掉了。从“狮子”失踪那天蓬
就开始吐血，吐了大半痰盂。母亲摇摇头说准备后事
吧。这日是腊月初三，蓬顽强地坚持到初六我回来。
我一眼望见由两只破箱拼凑的小棺材心里就不禁一
沉，七天前我和蓬、“狮子”还在苇塘边与冬雪组成一帧
风景。我径直走进蓬的小屋，这时的蓬面无一丝血色，
她仅说了两句话，一句是俺没保护好“狮子”俺对不起
你，另一句是俺知道俺不行了，你说过俺爹娘都是好
人，俺求你一件事就是等俺爹娘下世后，你往他二老的
灵前摆一篮油馍——蓬直盯盯地注视着我，直到我噙
泪点了头后，她才匿去了依然熠熠的黑宝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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