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圣陶的散文《藕与莼菜》中说，在异乡
吃莼菜，勾起他思乡之情。故乡的莼菜，那嫩
绿之色与丰富诗意，令人心醉。我被意味隽
永的美文勾起了好奇心。叶老是江苏苏州
人，那么莼菜应产自那里。到底何等美食令
其念念不忘？

我到图书馆翻查资料略知一二：莼菜又
名蒪菜、马蹄菜等，富含蛋白质、糖、铁等多种
营养成份，有消肿解毒、美容减肥之功。历来
文人墨客大快朵颐之际，难免诗意横生，于是
唐有白居易“犹有路鲈鱼莼菜兴，来春或拟往
江东。”宋有苏轼“若问三吴胜事，不唯千里莼
羹。”呀！能惹得众多文人骚客心心念念的莼
菜，到底有多美味？

终于有一年夏秋之交，我随同事到石柱
出差。办完公事后，同事邀我去黄水看望她
当年下乡时的乡亲，说艰难时得其关照，一别
多年，想去看看。

蓝天白云，山丘浩荡，林木苍幽。阳光西
斜，柔和得几近透明的亮，映得山川平坝，连
同掩映于竹林中的吊脚楼都闪烁着迷人的浅
金。

“这是啥？”路边一洼洼水田里，浮生着如
缩小版睡莲的植物，叶面青绿，背面暗红，顶
尖开白色小花。大姐说这叫莼菜。啊，莼菜！

当晚，乡亲们用腊肉、土鸡、野菌、都巴，
还有莼菜款待我们。热腾腾的莼菜肉片汤躺
在一只大碗里，莼菜色泽不似新鲜时葱绿，叶
边卷曲起来，像泡开的茶叶泛着淡黄。入口
滑滑的，一嚼脆嫩鲜甜，回味绵长。透明粘液
裹满莼菜，连汤都黏黏滑滑清香四溢。

我试图从吃过的食物中找出与之相似
的，新鲜小蘑菇？蘑菇没有这般脆嫩。鲜黄
花？鲜黄花满是花的浓香，而莼菜的香气清
新淡雅，隐隐带点草的清气。这清淡嫩滑与
肉片的鲜香糅合，让人颊齿流芳，欲罢不能。

大姐与老乡絮叨家常，不住唏嘘感叹。
我专注于满桌佳肴，忙着拿竹管去吸土家用
糯米玉米小麦酿成的咂酒。远处，夕阳余晖
映得大地山丘一片橙红，映得一张张黑里透
红的笑脸格外舒展。

莼菜美味且颇有个性，对水质、气候、土
壤等要求颇高，生态环境稍被破坏，莼菜就
会去，故其产地不多，主要分布在浙江杭州、
江苏太湖、湖北利川以及重庆石柱等地。据
说有人不信“邪”，把莼菜移植到重庆歌乐山
上，结果莼菜纷纷死去。无奈，只有乖乖回
石柱。

在江南，莼菜与菱白、鲈鱼并为“三大名
菜”。西晋人张翰在洛阳为官，叹“人生贵得
适志：何能羁官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遂撂挑
子辞官回乡去了。

自明万历年间，莼菜就是宫廷贡品。后
相传乾隆下江南，每到杭州必食莼菜，还派人
定期运进宫食用。能让为官者舍官位取“莼
羹”，让皇上长年牵挂惦记，这滑溜溜的水草，
果非凡物啊。

由于环境变化等原因，目前国内产量锐
减，而石柱凭借绝佳的自然条件，几乎雄霸国
内莼菜产量的半壁河山。

不解的是，尽管莼菜产量逐年增长，市面
上却难觅影踪。当地人说，莼菜多出口远销
美日韩等国，主要市场并不在国内。

惆怅顿生。想念那莼菜与唇齿间捉迷藏
的清幽滑爽，那“莼脂清轻胜蟹脂”的凡间至
味。又念起叶老的美文：因为在故乡有所恋，
而所恋又只在故乡有，就萦系着不能割舍
了。所恋在哪里，哪里就是我们的故乡了。

年少时不懂，如今慢慢明白了。吃莼菜，
其实一半在吃莼菜，一半在吃文化与乡愁。
重庆有青莼如斯，怎不让人念乡之意如缕如
丝。

青莼之思 ⦾程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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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本里人们似乎总把最美好的
词语都献给了教师。这不是道德绑
架，这个职业配得上，只是从事这个
职业的不是神，是人，所以难免有些
不完美。从教二十一年来，我在非
教育的场合，一直回避自己是教师，
因为我始终觉得，我离公众心目中
所期望的教师，还差那么一点点。

刚参加工作时，我在一所乡镇
中学任教，曾被一部名叫《凤凰琴》
的电影，弄哭很多次。不是我泪点

低，是因为我从影片中“两次高考落
榜的农家女张英子”身上遇见了自
己，看到了教师作为现实生活中的
人，是多么的不容易。后来，张艺谋
也曾拍过类似的主题，电影的名字
叫《一个都不能少》。虽然“魏敏芝”
这个人物设置从教师的角度看有点
虚，但故事本身非虚构，重点突出了
教师的责任。或许正是因为这责
任，所以你只要当上老师，你的生活
便会任重而道远。

一开始，我的理想只是想做一名
安静的教师。但是，在学校，想要做
一名安静的教师，会因为责任，因为
荣誉，变成一厢情愿。学校，原本只
是一个教书育人的地方。但有人的
地方，就会有江湖。在这里，有的人，
用良心点灯，照亮别人的前程；也有
人，一张嘴，一出招，就灭掉一个人的
未来。

教育是理想主义者的事业，如果
没有一颗强大的内心，或许你就羞于

说你配当一名人民教师，别说身不由
己，因为这里容不得邪恶。作为教
师，我常常反思自己的言行；作为两
个孩子的父亲，我时常计划着为我家
二娃做点什么？作为一名学校的管
理者，我必须思考怎样才能真正为孩
子营造一个安全的成长环境。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
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如果谁想把
教育孩子的责任托付给第三方，自己
当甩手掌柜，那就是害了自己的孩

子。莫让教育变冷，变味，如果不遵
偱教育规律，那就是在亲手毁掉我们
的下一代。

两年前，母亲在小区收集了一些
黄葛树腐叶，埋在花盆内，没想到一
个月后，一棵嫩绿的黄葛树苗竟破土
而出。腐叶长不出树苗，定是当中隐
藏了黄葛树的种子。农民出身的母
亲，天天淘米水侍候着，黄葛树便在
半年内齐了人腰。阳台花盆里种的
黄葛树，难免有些心大，需要更多的
空间，父亲不顾母亲的反对，在冬天
便剪掉黄葛树的枝干。来年春天，黄
葛树于枝干截断处发了三颗新芽。母
亲于是更加小心呵护。因为害怕母亲
再次责怪，父亲小心看护，直至长成三
根直茁的枝条。盆小树壮，裁缝出生

的父亲，便将那黄葛树移栽到了一个
硕大的花盆里，还突发奇想将那黄葛
树的三根枝干用钢筋扎丝盘绕成一
个圈，期待整棵黄葛树日后长得团团
圆圆。移栽后的黄葛树，虽然造好了
型，但却在几天后，掉光了所有的嫩
叶，一段时间内，便停止了生长。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总有一
些人，老是站在成人的角度，把对自
己有用的管理，都套用在孩子身上，
控制孩子们的行为。这种名为良苦
用心地指导，实为绞尽心机的干预，
打乱了一个孩子正常生长的秩序。
静待一朵花的开放，是一个庄稼人
的信念。所以关于教育，如果我们
能拥有一个农民对土地的情怀，或
许才是孩子们的春天。

莫让教育变冷 ⦾谷子

冬日，灰蒙蒙的天幕挂在城市高
楼上，湿漉漉的人群在霓虹灯下奔
跑。每当此时，我会想到巫溪县兰英
大峡谷那湛蓝的天空，还有那满山遍
野的红叶。

那是两年前的一次巫溪之旅。巫
溪，有大巴山最后的秘境之称，当然我
也知道，巫溪还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
全县人民正在为全面脱贫而努力。

汽车疾驰，天高云淡，人的心情也
越来越舒畅。兰英大峡谷地处巫溪县
阴条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主峰阴条
岭海拔 2796.8 米，是重庆市的最高
点，谷底最窄处不到50米，相对深度
在1000米以上，绵亘50多公里，有

“中国第一深谷”的美誉。兰英大峡谷
一年四季中最美的季节是深秋，漫山
遍野被红叶装扮得分外妖娆，美得让
人心醉。

朋友告诉我，兰英大峡谷的得名
与历史上“薛刚反唐”那段脍炙人口的
传说有关。相传，唐朝名将薛刚反唐
时，为逃避官府的追剿，他穿临潼、过
房州、直奔大九湖，当行至巫溪时，被

山大王纪兰英捉住。纪兰英见薛刚英
俊潇洒，武艺不凡，便恳求薛刚留居山
寨，二人结为夫妻，高举义旗，共创大
业。后来，人们把薛刚、纪兰英扼险据
守在阴条岭的石寨叫做“兰英寨”，大
峡谷也被称作“兰英大峡谷”。至今巫
溪民间还流传着薛刚和纪兰英“替天
行道、劫富济贫”的故事。

这里的天空，湛蓝高远；这里的
山，挺拔雄伟；这里的水，清澈透明；这
里的空气，透着一股湿润的甜味儿；洁
白的云朵在山间漂移，形态万千；幽深
的山谷横空出世，处处显露出大气磅
礴的气势；漫山的红叶，风姿绰约，多
姿多彩，犹如一幅浓墨重彩的国画。

我们沿着山路前行，转过险峻的
螺狮湾，在山腰盘旋了半个多小时到
了谷底。整个山谷空旷安静，少有人
烟，只有淙淙的溪流在律动。太阳挂
在山崖上，放射出万道霞光，峭壁，显
出一种铁黑色的冷峻，仿佛在告诉我
们大峡谷的幽深莫测。寂静的山谷让
人恐惧，还好有红叶，从山顶至深谷，
一团团金黄、橙红、橘红、深红在绿海

中蔓延开来，绿托着黄，黄衬着红，彼
此偎依，相互映衬，恣意绽放，红得婀
娜多姿，红得光芒万丈。红叶，这大峡
谷的精灵，有了它，大峡谷就有了无穷
的生气和灵性。

“一直以来，兰英大峡谷由于地处
边远，交通不便，可谓养在深闺人未
识。”朋友颇多惋惜，但很快又振奋起
来：“现在大家都认识到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县里已经制定了保护性开
发规划，将着力加速交通网络和旅游
接待服务设施建设，切实加强与相邻
地区的合作，大力推进长江旅游金三
角一体化建设。这一切，都有了很好
的开局，再过几年，兰英大峡谷一定会
揭开她神秘的面纱，张开双臂喜迎四
方游客。”

一转眼，两年过去了，我总是时
时想到巫溪，更念想着兰英大峡谷
那娇艳的红叶。我想，随着乡村振
兴战略的实施和推进绿色发展，巫
溪人民一定能打赢脱贫攻坚战，兰
英大峡谷的红叶一定会绽放得更加
璀璨耀眼。

兰英大峡谷的红叶 ⦾王东

夜深人未静。
常在凌晨1时，见几个手提蛇壳

子编织袋的老大爷，亮着手电翻找于
各个垃圾箱之间。多次碰着也便熟
了，才知他们原是高山里的村民，跟随
儿女进城享福，却又一时丢不了勤俭
的习惯。他们的作息时间是在家人熟
睡后，悄悄溜出家门，干力所能及的喜
爱。要赶在保洁员清扫前才有收获，
所以他们常选择凌晨拾荒，清晨归家，
侍弄孙子上学。白天街边碰上残疾的
乞讨者，多数是这些人送上伍角或1
元小钱。而他们捡拾的，不仅仅是城
里人随意丢弃的纸板与矿泉水瓶，还
是一份勤俭与珍惜。

凌晨3时，附近的菜农，背着或
用三轮摩托车托着他们高高的希望，
不是进农贸市场，而是在大桥路灯
下，与菜贩子们大声讨价还价。成交
之后，赶着黑回去，天亮后又去忙新
的希望。

多数时候都看见这小城下半夜
的出租车，只载着一个人来回跑。那
坐着的就是驾驶员自己。这时他们
常戏称自己是在空旷的街道上网
鱼。但是，当他们载上工地上危重伤
者时，他们不但不收钱，还帮着扶进
急诊门诊。他们说，钱能找得完吗？
谁没有一个危难时，能帮就帮一把
吧！让这个深夜不再黑，让这个季节
不再冷，就连呼啸的北风也裹夹着阵
阵滚烫的暖意。

凌晨5时，保洁员都上了岗。以
前是用竹扫把，满街扫得沙沙响。现
在市民的素质提高了，随手乱扔的现
象少了，但地上仍有烟头纸屑，还有
冬日落叶。提一个塑料小撮，拿一把
塑料扫把，随见随捡。环卫所的孙所
长说，千元万元的皮夹子，环卫工捡
过不少，都积极主动上缴，请所里联
系失主。他们保城市的洁，也保心灵
的洁。

几乎与此同时，街边小餐馆开了
门，开始忙碌。多数是老板，也是伙
计，自己给自己打工，蒸馒头包子，煮
稀饭，为城市供应热腾腾的早餐。

骑着三轮摩托车送货的小贩，顶
着寒风，沿街沿店送货，每到一个店门
前，停稳摩托，提下一包水面条或一包
米卷粉，为城市献上一份可口的小吃。

警车无声地交替闪着紫黄色警
灯，稍无声息地穿梭在大街小巷，星星
般眨着眼，紧盯着每个角落，是这个城
市不眠之眼。

干什么的？新到的协警巡逻时，
有时会如此询问这些夜晚工作者……

一个个平凡普通的深夜劳动者，
如一颗颗璀璨的繁星，照亮了这个不
夜之城，增添了这个城市灯光的亮
度。当鸟啼刺破浓浓的夜幕，路灯熄
灭，他们的身影也随之消失。行人太
多，他们不再格外引人注目。

他们是这个城市的夜光。

城市夜光 ⦾姚明祥

少年时没什么好东西可吃的，但
是家中藏书倒不少，我只好在字里行
间寻找美食的踪迹。

最初的美食印象来自连环画。
有一本《古人勤学故事》，讲到范仲淹
断齑画粥的故事。范仲淹家贫，他煮
一锅粥，等凉了凝固成块后，一分为
四，早晚各吃两块。插画家水平十分
了得，把冻粥晶莹剔透、吹弹即破的
感觉画得很到位。我总感觉这粥块
应该是放了冰糖的，像果冻或凉粉，
不由得垂涎三尺。

还有一本是讲船员的悲惨生活
境遇，一个船员下船后买了一些糖糕
用草绳捆着，带回家去给孩子们。插
图里的糖糕是黑色的，看上去质地细
密，我想象中是一种类似羊羹但比羊
羹更细软香甜的东西，十分盼望能得
一尝。父母买这两本书本来是想让
我“忆苦思甜”，如果知道我看完光记
住吃，而且对“苦”心向神往，大概会
哭笑不得。

之后读了高尔基的《童年》，印象
最深刻的是一次他的外祖父毒打他
后，从集市上带回来一个甜饼、一个
苹果和一包葡萄干，对孩子表示歉
意。

小时候对那自私狡诈狠毒的老
头无比憎恶，现在人到中年，才理解

到他其实也是被命运摧残的可恨又
可悲的人。这些吃食是那可恶的老
头在书里表现出的仅有的一点温情，
是阴沉苦难中一丝仅存未泯的人性。

随后接触的书是《西游记》，可惜
书里的大和尚和徒弟们都化缘吃素，
平时全是些剩饭菜蔬、豆腐、面筋，十
分寡淡。偶尔遇上仙界盛筵，无奈那
些奇珍异果、龙肝凤髓，距离现实生
活实在太遥远，无法想象出什么滋
味，所以对我没产生太大的吸引力。

《水浒传》里的食物相较之下就
接地气多了。里面的众人大碗喝酒
大块吃肉，熟牛肉一切就是两、三斤，
甚至阮小七一次就切十斤，十分豪
气。但是总是牛肉，偶尔有几条鱼，
稍嫌单调枯燥；至于人肉包子就不去
说它了。

《红楼梦》中的饮食自不消说，精
细高雅，看过书的人大概都记得那工
序繁复的茄鲞和小荷叶莲蓬汤。还
有一些古书中提到的饮食小吃也种
类繁多，丰富多彩，引人食欲。最关
键的是，这些吃食充满市井生活的烟
火气，和你我的日常生活毫无距离
感。书中许多面点菜肴和今天的烹
饪手法接近，很多都可以在自家如法
炮制。

比方这一桌古书提及的待客午

餐——先放了四碟菜果，然后又放了
四碟案鲜：红心的泰州鸭蛋，弯弯的
王瓜拌辽东金虾，香喷喷油炸的烧
骨，秃肥肥干蒸的劈晒鸡。第二道，
又是四碗嗄饭（即佐餐菜肴）：一瓯儿
滤蒸的烧鸭，一瓯儿水晶膀蹄，一瓯
儿白炸猪肉，一瓯儿炮炒的腰子。最
后才是里外青花白地磁盘，盛着一盘
红馥馥柳蒸的糟鲥鱼，馨香美味，入
口而化，骨刺皆香。

除了鲥鱼现在价高难觅，其他的
完全依样照办一桌，应该不是难事。

如今我年纪大了，遵医嘱少油少
糖，饮食趋于清淡，连带阅读口味也
变得清淡。或许是因为视力精力都
不济的缘故，我已不读大部头的小说
多时了。如今改为“轻阅读”，书单多
以杂文散文小品为主。

从古至今，爱吃、会吃、擅长写吃
的散文名家很多，古代的袁枚、李渔，
近代的梁实秋等人，写美食典故都非
常渊博。我最爱的还是汪曾祺的文
字，清淡细致，至真至纯，很合我现阶
段的胃口。

年轻时有胃口而无食物，如今有
食物却没胃口，不能吃得尽兴，只能
徘徊在大师们的书中、文字中重温美
食的乐趣，人生真是一个有趣的循
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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