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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场就是人生道场
姜燕
买菜回来在小区遇到了邻居， 主姑娘远远见了我，一脸笑容说
“ 燕 “姐，你这段时间是不是上哪去啦？
邻居看见我拎着大包小袋说：
这一声看似无心的
都好久没见了。”
姐，网上菜场都进小区了，你咋还
看她脸上的诧异，
寒暄，在这个人情日益淡薄的城市
上菜场买菜啊？”
让人心暖。我随便挑了几样菜，
让她
我笑了笑。
有人
称。身边几个顾客在挑拣蔬菜，
是的，我是知道有网上菜场进
趁老板不注意扒掉菜叶；有人把玉
了小区，它确实方便了我们的生
米尖尖也掰了；有人给了菜钱忘记
活，可我不喜欢这样购物。网店方
大着嗓门一
拎菜……“小安徽姑娘”
便却让生活少了很多的乐趣，我喜
一招呼提醒……
欢去菜场，那里有最平凡的市井烟
路过卖肉的摊位，只见一群人
火。寒暄声、叫卖声、吆喝声、甚至
于吵架声，那是真真确确实实在在
围着起哄。原来，老板把隔夜变味
的猪蹄卖给一位不经常来买菜的
透着生活气息的场景，那是人生最
原始的道场。
男子，男子拎着红烧猪蹄来与老板
评理，一个说你昨天买的今天来找
走近“小安徽姑娘”的菜摊，店

事，一个说我昨天买了放冰箱里，
今天一烧根本是臭的吃不了，各说
引来很多人
各理。争执声、
对骂声、
围观。我身边的大爷摇着头自言自
语，
“人心黑了也就臭了。”
路过杨嫂的贩鱼摊，杨嫂热情
地打着招呼，我拎着手里的菜走过
去，只听见一个男人在粗声质问杨
嫂，
“你这鱼怎卖的一人一个价？刚
才那老太太十二块二条，凭什么要
杨嫂的
我的十二块一条？抢钱啊？”
鱼按个头一个价的分一盆，这样也
省了称鱼的时间。杨嫂还没开口，
“ 是不是一个白
我问那个男人道：
发阿婆来买的鱼？”男人疑惑地望

想 念
知所措，
激动又兴奋地坐了下来。
“今
随后，儿子当起了主持人：
天是妈妈的生日，我和妹妹为您表
演一段舞蹈——
—《荷塘月色》。”随
即拿起我的丝巾盖在妹妹头上。动
作虽不协调，但在我心里是最弥足
珍贵的礼物。他那忽闪忽闪的大眼
睛，肉嘟嘟的小嘴巴，每每想起，我
心里总是暖暖的。
在医院，四围静谧无声，在这
漫长的黑夜里，我常常会无端地想
念，想念最要好的朋友，一起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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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遗梦

高书勤
想念 ，这 个 词 ，我 心 生 喜 欢 。
因为它总在我孤独无助时，给我
温暖。
儿子躺在病床上，看着他全身
插满了管子，此刻，我想念他快乐
无虑的日子，小时候可爱的模样一
幕幕在我脑海里浮现。
记得他六岁那年，我过生日，
刚一下班回家，一推开门就怔住
了。他和妹妹用气球把墙上贴得花
花的，还手舞足蹈地走过来，大声
地对我说：
“妈妈，生日快乐！”我不

“那个阿婆
着我说：
“你怎么知道？”
是个独居老人，八十多岁了，退休
工资很少，耳朵不好，有次来买鱼
听错了价钱，杨嫂就将错就错倒贴
钱卖给她了，当时我在场……”男
人听了一脸不好意思，跟杨嫂道歉
说：
“对不起啊！我刚才不该那么大
声。来来来，就凭你这么善良的老
板，我也买二条鱼。”说着，爽快地
递钱过去。
有人说人生是一场修行，那菜
场更像是个人生的道场。有人斤斤
计较、有人大大咧咧、有人缺斤少
两、有人以德报怨……从中可以看
见人间万象，让人品鉴人生百味。

聊天，
促膝长谈；
想念远在千里之外
的母亲；想念爱人平日里对我的迁
无法入
就呵护。此刻，
我辗转反侧，
眠，
在心底深处有一种莫名的颤动，
我想紧紧地抓
若隐若现，欲升还沉，
住他们，
怕他们稍纵即逝。原来，想
念是没有原因的。
也是
想念，是一种情感的归宿，
一种情感的升华。因为情到深处，才
会念念不忘。
当想念不能实现，
我会
把它放在心间，多一份期待久别后
的相逢。

唐友明
一把红纸伞
在那圆的上边和下边
款款而行
每一次看到这样的情景
我都有点担心
怕她一不小心飞了起来
穿过白云去了蓝天

隐隐约约又回到了故乡
隐隐约约又站在了窗下
对面的窗开着
对面的窗空着
空成遥远
空成似梦非梦
都是水上人家
一条小河是一条绸带
系在小镇的腰上
把小镇系成了河南河北
两座小桥，骑在绸带上
一座在水上
一座在水下
两座挢合成一个圆
飘着白云
白云后面是蓝蓝的深

我端着粥碗站在窗下
一览无余毫无遮挡
空旷的心田没有树木生长
阳光已经迁徙
红纸伞不知去了何方
隐隐约约的看到对面的窗
隐隐约约看到
红纸伞挂在墙上
……

拷浜斗
朱永其

飘
网

奏
摄
影
揍
江
新
华

老顾两丢手机
赵丽芳
去俄罗斯旅游，一切顺利，只是
第二次在莫斯科。那天下车后
老顾同志老掉手机。
先去卫生间，
不一会，大家从卫生间
“我
第一次在圣彼得堡。下车走没
出来，走到一半，
忽听老顾急叫：
“快去
多远，
老顾就叫：
“啊呀，我手机呢？”
的手机呢？
”
大家又吃了一惊。
半路遇
“会不会在车上？刚刚还看你翻的。” 车上找。”老顾急忙去追车，
旅友提醒他。幸好车没开远，他马上
到导游说这里没有停车场，车子早
返身去追。一刻钟后他才回来，看到
已开走了。
“我放外套插
他神色平静，大家知道找到了。“手
老顾急得团团转，
机就在车上，怎么去这么长时间？” 袋里的。”原来他吸取教训，
不敢把
一看，
他穿的是
“手机掉缝缝里了，好不容易找到， 手机放裤口袋里了。
“会不会掉厕
我都急死了。”
冲锋衣，
外插袋很浅。
“你放什么地方的？”
“ 裤袋里
所了？”同伴提醒。
“糟了，
这么多人
啊。”原来他独自一人坐车中间门后
早被拿走了。”
“肯定不会还你了。”
的第一个座位，打瞌睡时把脚搁在 “这次你找不回来了。”
……大家七
前面的小桌上，手机顺势溜出去，掉
嘴八舌说得老顾脸色都变了。
“快打
在夹缝中。
“主要是你太适意了。”有
有
电话试试。”
一个同伴急中生智，
人打趣说。从此，他再也不敢把脚跷
他手机号的老陈马上拿起手机拨打
“噢
起来了。
过去。“有人接！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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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松了一口气。
老顾和老陈马上往厕所赶去，
见一位年轻女子正一面对着手机
说话一面从厕所过来，背后跟着个
俄罗斯大妈。“老顾手机怎么掉女
厕所了？”大家面面相觑。这时女子
解释说，俄罗斯大妈是清洁工，打
扫男厕所时拾到手机，因不懂中
文，让这名中国女子接电话。老顾
激动地从胸前掏出一沓卢布要感
谢大妈。大妈拼命摇手拒绝。老陈
一把抢过 100 卢布，往大妈手里一
塞转身就“逃”了。
手机失而复得，老顾从此就乖
乖地将之藏到上衣里面的胸袋里，
两手时不时地抱紧胸脯感觉一下手
之后一路，老顾
机是否还在。当然，
就成了大家打趣的对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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拷浜斗，就是将浜里的水拷干
后捉鱼。那时，我家村周边有好几
只浜，每逢发大水时，外面的鱼游
入里面，待水退去后与浜隔断，游
进浜里的鱼被困其中。浜里的水经
过一个盛夏的蒸发，到了冬季已很
少了。由于这些浜不是“专属”，要
捉鱼谁先得手就是谁的，竞争十分
激烈。届时父子档、兄弟档、夫妻搭
档，脚穿全高统胶鞋，手持脸盆、水
桶等工具，拷水捉鱼。有时鱼自家
吃不完，拿到市场上去卖。
昔日每年霜降过后，我就干这
事。最让我难忘的，有一年刚过霜
降，我吃好早饭背起草篮，到稻田
旁和打水机口下的一条小浜里去

捞“水游筋”水草给羊吃，两手刚扯
动水草，忽听“哐通”一声，一条上斤
重的鲤鱼因惊吓跳出水面，让我又
惊又喜。凭经验，这里一定会有很
多鱼。我怕别人知道，不动声色地
回家，拿了台生产队里的“吸粪泵”
去抽水。当水快要抽干时，只见好
多的鱼儿乱蹿乱跳起来。我开心地
手舞足蹈，扑上去捉鱼。虽然霜降
了，但我根本不知道冷，脸上身上溅
满了泥浆水，最后竟捉到了十多斤
鱼，最大的一条鲤鱼有二斤多重。
回到家，爸妈高兴得嘴像敲开
木鱼合不拢！这些鱼，除了留足自
家过冬至过年外，还拿到南翔鱼市
场卖了三元多钱，发了笔小财。

青花美
刘俊珺
我喜欢青花的美。这是一种朴
实无华、却又透着生机的美。
青花瓷、青花布……作为一个
已经过去时代的产物，一度被冷
落，但是它的艺术和历史的价值，
依然闪光。唐宋时期的瓷器，因其
独特的风格，受到帝王将相的青睐
而蓬勃发展，出现了大量的作品，
并形成了众多不同的风格流派。到
元明清时代，发展为细腻耐看的青
花瓷，无论制作工艺还是图案样
式 ，都堪 称 一 流 ，素 有“ 瓦 瓯 胜 金
瓯”之说。

再见青花布制成的服装，心底
的欢愉自然涌动。这是在经历了无
数眼花缭乱又多彩的迷幻变化后的
一杯微涩的清茶，带着甘甜的回味。
它没有绚烂的色彩，没有光怪陆离
的感觉，它不会让人热情澎湃，不会
让人产生遐想，它有的只是一份平
实和稳重，能让人在头昏眼花中耳
目一新，犹如挺立在荒芜的百草园
中的清新百合，典雅而又美丽。
青花，透着文明古国的神韵之
美，展露东方大国的底蕴之雅。我爱
青花，爱这古老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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