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经常在人多的时候自言自语，自
己跟自己说话上了瘾，说到兴奋的时候
还手舞足蹈了起来，于是被许多人认定
为疯子。

但是我那个婆娘却很清醒地意识
到我其实并没有疯。家里的房子要拆
迁了，她拿出一张白纸让我签字或按
手印，她将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无比温
柔地说：“老蚁，你就在这上面签你
的名字或按下手印就行了，其它的事
情我会办妥的。”婆娘这么说的时
候，我刚扒拉完一碗没有荤菜的米饭
用衣袖擦了下嘴，我看了她一眼但没
有说话。婆娘在外面打工已有几个月
没回来了，她是听到了拆迁的消息特
地回来的。很明显她是来拿拆迁款
的，她一直拖着不跟我离婚也是为了
等这笔钱到手。我很清楚这一点，于
是便轻轻推开她的手，从衣袋掏出仅
有的一支红塔山点燃猛抽了一口后，
同样很温柔地问她：“我按下手印
后，你想在纸上写什么内容？”

婆娘顿了一下说：“上面的内容我
们可以协商的，你先签了字再说。”
“我签了字后，就没有协商的余地了，
你当我是疯子？”我有些生气了，别人
可以当我是疯子，婆娘好歹也跟我过了
这么多年，智商怎么说降就降了呢？

“我知道你没疯，你比谁都清醒，
但是我要得到我那一份。”意识到自己
的愚蠢后，婆娘盯着我的脸终于说了一
句带理的话。“哼！你那份自然会给你
的，至于你能不能保住你的财产，还得
问小俞。”我从唇齿间冷冷地吐出这句
话。小俞是婆娘的亲弟弟，跟她一起在
外面打工，挣来的钱全输掉了，还不断
问婆娘借，借了之后就不再归还了。婆
娘拿他也没有办法。正是因为这个，婆
娘才外出打工连家也不要了。

“唉！”听到我这句话后，婆娘叹
了口气：“你们俩个，看上去疯的其实
没有疯，没疯的那个却真的是疯了，小
俞欠下的多是高利贷，并不是我打工能
还清的。”婆娘的眼圈红了。

我不理她，又开始了自言自语。看
我又跟个疯子似的，婆娘抹着眼泪走
了。

我问自己：“要不要帮俩姐弟？”
我回答：“当然要帮了，怎么说也是沾
亲带故的。”另一个我说：“绝对不能
帮，这姐弟俩像个狼窝，压根填不
完。”坚持要帮的那个我说：“拆迁款
马上就到手了，帮他们还掉高利贷，兴
许婆娘就回来了。”反对的那个我说：
“你真是个疯子，钱都给他们的话，就
只剩离婚了……”，“不行！”我忽然
大喝一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这一幕正
好被踏进家门借梯子的王叔看到，他吓
了一大跳：“老蚁，你又咋的啦？”
“没事，没事”，我摆摆手很平静地
说。

春天的油菜花都开了，金黄金黄的
看得我头晕，我花了老半天时间说服自
己帮助姐弟俩了。于是我便在春天里拿
了把明晃晃的菜刀找到了小俞的一桌赌
友，我进了他们的门槛后，先自言自语
地劝自己别怕，然后挥舞着菜刀大吼：
“有种的跟我过招，别再设计骗小俞的
钱了……”，我边吼边十分恼怒地瞪住
他们，我对自己大声说：“绝对不能让
他们逃掉了……”

油菜花丛中钻出几只蜜蜂在我面
前飞来飞去，我手里的菜刀忽然拿不
稳了，我自言自语得更厉害了。这
时，我眼前闪过一个背着书包的小男
孩，像是放学回来了。他看到我疯狂
的样子，飞快地扑到赌友怀里大哭起
来，终于小俞的赌友充分保护好儿子
后对我说：“你这疯子，我们没出老
千，是你小舅子输掉了钱……，好
了，我们以后不会再叫他了，滚出
去，你这疯子，太吓人了……”，没
贼胆的赌友始终不敢靠近手拿菜刀的
我。见目的达到了，我对自己说：
“那就走吧！”然后我又用另一种声
音提高嗓门回答：“行，咱回去。”
当跨出门槛的时候，“哐当”一声，
身后的大门慌慌忙忙地关紧了。

一年后，我搬进了新居，婆娘给我
生了个大胖小子，小俞的高利贷我们也
帮他还清了。我告诫他说：“你好好工
作别再拖累你姐了，你再不悔改你的烂
摊子会连累我们的。你姐也有孩子了，
你要对自己负责……”。

小俞果然没有再赌了，而我，也不
再自言自语了。

一切恢复了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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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辈子，我可能是个蓑衣农耕人，篱笆豆
架，有几个瓜果朋友。

老友如瓜。
认识多年的老孙像南瓜。老孙不善言辞，他

的世界是安静的，又是任性的。不会与谁争辩，
俯仰横卧，活得恣肆。一根藤蔓牵着他，就像南
瓜俯伏在老宅旁，在这个小城不曾走远。

老孙本来是可以走远的，当年有几个朋友南
下，邀老孙同行，老孙是个恋旧的人，舍不得挪
窝，也舍不得辞了工作，他就像南瓜那样安静地
守着老地方，后来离开家乡的朋友中，有几个人
当了大老板，朋友们都觉得，老孙当年如果走出
去，情形和现在会完全不一样。

我有空，就找老孙说说话。我对老孙说，孙
兄啊，那次我请你买东西，多了一块二毛，你还
找给我，你厚道得像南瓜。

第一次认识老孙，是在十九岁，那时我迷恋
写诗，有个人跟我提起老孙，说可以请他看看。
老孙坐在那儿，我推门进去，就这样认识了。

南瓜朋友是那样安静地守着老地方，老相不
离，有空儿就絮絮叨叨，说几句家长里短、天气
冷暖的朴实话。

张大个是属于那种心智成熟较晚的人，神似
地瓜，面色温碧，性情清香。多年前，张大个在
乡下办厂，一不小心当了老板，张大个有一次对
我说，兜里有了钱，千万不要把自己当回事。夏
天，张大个买衣褥、凉席送给老人，也不声张，
他说，做人还是要像一只地瓜，低调为好。

王小二是我的一个萝卜朋友。那年，王小二
在地里被一只十一斤重的大萝卜绊倒，我问王小
二摔疼了没有？王小二揉着膝盖说，这样幸福地
摔倒，一年应该多摔几次。萝卜朋友率真，性

情。有时候，王小二就是个空心大萝卜，没有多
少心眼，也没心没肺，高兴时，请朋友吃一顿红
烧萝卜；浪漫时，想寄几只萤火虫给你。

在这个呈水波纹逐渐扩大的城市，陈老大是
我的黄瓜朋友，也是我的新鲜维生素。黄瓜，我
都不知道怎样描述他。从前他先是一朵小黄花，
然后是一根瓜。一个散淡人，在城市菜园，像黄
瓜一样，生根、开花、结果，过着布衣简食的平
淡生活。如果他是一根大黄瓜，他的儿子就是一
根小黄瓜。他曾经有大志向，现在只想做一根黄
瓜，想着油盐酱醋事，散散步，也不和谁去争名
夺利，过着新鲜妥帖的日子。

还有一些西瓜朋友、丝瓜朋友……
西瓜朋友，是给你降温解渴的，在外旅行可

以一起睡在野地里。丝瓜朋友，纹路清晰，条陈
缕析，从不跟你借钱，有困难自己扛着，朋友之

间一旦与钱沾着、黏着，就很难再是朋友了。
好友如瓜果，平时各忙各的，忽然想起

了，就会坐到一起，坐在季节里。
冬瓜，最是平民的蔬菜。夏天我喝冬瓜海

带汤，冬瓜皮切成丝，可以伴红辣椒或青辣
椒，清炒。清炒装在一只青花瓷盘里的冬瓜
皮，清、脆，可以降火。

人到中年以后，有淡出江湖的意味。人生
一世，草木一秋，如果选某种瓜果做对应，我
觉得也应该是南瓜。南瓜内敛，不张狂，四平
八稳，像一个隐士，它能够长这么大，必定是
经历过风和雨。一个人，年龄越大越安静，安
静得就像一只南瓜。寂寂时，自己跟自己交朋
友，我宛若南瓜，到了秋冬，坐在瓜果朋友中
间，安静老熟，表皮粗糙，有特殊的香气。

老友如瓜，面色红润，被接上了地气。

隆冬时节，朔风凛冽，寒气逼人。此时的乡
村，粮食已经归仓，田野上少了许多劳作的画
面，只留下一片片收割后留下的枯黄的稻茬，一
个个大大小小的稻草垛，诠释着田园的冬日风
情。

这时候的乡村，就像一条河流上终年摆渡的
船，随着桥的建起而抛锚在岸边的杨柳树下，在
凛冽的寒风中进入一年的农闲时节。在这样一幅
单调的冬日素描里，最能生动原野风情的，当属
于那些顶着严寒活跃在藕塘里的挖藕人了，他们
就像乡村竖琴弹奏出来的一个个灵动的音符，让
乡村略显单调的冬季充满生机与活力。细细观
察，他们又仿若一个个小小的墨点，在乡村冬日
的阡陌宣纸上，洇湿了乡村岁月中最宁静的画
面，彰显出一种生命的色彩。

冬日裹着料峭的寒意，仿佛在漫不经心间，
就滑入了漫长的枯水季节。乡村一口一口星罗棋
布的藕塘里，水日渐干涸，直到一点点露出黑色
的滩涂，留下一大片“枯荷雨声”的写意遐想，
就到了挖藕人的季节。漫步阡陌，只要看到枯竭
的水塘里插着褪色的小旗，浅水间露出一根根褐
色如剑的枯荷梗，就知道这一定是某户农家栽培

的莲藕。
“秋采莲实冬挖藕，荷塘诗意绕时令。”从

岁时的乡村农谚中走出来，回眸荷塘的一年四
季，无论是“小荷初露尖尖角”的春天，“映日
荷花别样红”的盛夏，还是采摘莲实的秋天，荷
塘总是充满了许多的诗情画意。到了寒风料峭、
雪花飘舞的冬季，一片浅水、枯茎，荷塘风华不
再，风景一下子变得单调许多，正是乡村挖藕人
的到来，才为冬日的荷塘增添了一种生动而充满
活力的色彩。

冬季是莲藕上市的黄金时节，除了酒店、宾
馆、饭馆需要大量的莲藕，就是一般的普通人
家，对莲藕也无不垂青几许。滑藕片、蒸藕饼、
炒藕丁，炸藕丸、藕夹、藕盒，特别是配着排
骨、杂骨等一起炖汤，那粉质嫩脆的时令莲藕可
谓首选，爽口的莲藕，鲜美的汤汁，时时温暖着
冬日的肠胃。于是在莲藕丰收的冬日里，莲藕养
殖户会请人来挖藕，这也是他们除了庄稼之外的
一项副业收入。

不需要乡村发出热情的邀请，每到隆冬莲藕
丰收时节，总会有一些来自异乡的挖藕人，带着
简单的行李和挖藕工具，像蚂蚁一样穿行在广袤

的乡村，这时候的荷塘、藕田，是他们心灵上的
家园。

“二两老烧酒，下塘好挖藕。”当我们戴着
厚厚的手套出门的时候，挖藕人咕噜几口酒，手
持扁木铲，穿上齐胸高的黑色塑胶防水服就下塘
了。不必担心挖藕人的手艺，他们动作迅速，技
术全面，只需要一柄扁扁的长木铲，就可以将整
支整支的莲藕从泥水中挖出来，而且毫发无损。
他们粗糙的手就像女子绣花的手一样灵巧，甚至
连莲藕身上分出的细小的枝节都不会弄断。

挖藕人的眼睛是杆秤，有经验的只要一看藕
塘里枯荷梗的粗细和密集程度，就能估算出莲藕
的长势和产量，往往能估摸个八九不离十。因为
整支的莲藕才能卖出好价钱，所以莲藕种植户都
喜欢请这些熟练的挖藕人来挖藕，好酒好菜招
待，除了工钱，每天还要奉上一盒香烟。

顺着枯干的荷梗，挖藕人用扁木铲一路翻开
淤泥，动作娴熟自如，那感觉就像持家的主妇在
做着平常的家务活。一会儿功夫，一支莲藕就慢
慢探出了一截胖乎乎的身子。挖藕人将木铲放在
一旁，用双手一节节地沿着藕身探挖下去，越是
到深处，越需要技巧，弄不好，就会前功尽弃，

即便是弄伤了藕身导致灌泥“破了相”，都会
令藕价大打折扣。挖藕人弓着身子，两只手在
泥水中不停地运动着，直到一整支藕被完整地
挖出来。寒风中，挖藕人小心翼翼地将莲藕捧
在手上，就像捧着一件来之不易的战利品。

挖藕人将挖出来的莲藕放在木板上，用
绳子拖曳着一趟趟送到塘边，那弯曲的姿
势，就像牛拉着犁铧跋涉在田间，渲染着冬
日的荷塘风景。乏了的时候，搓一搓被泥水
泡得肿胀通红的手，在糖畔抽上一支烟，咕
噜一口老酒，摆摆龙门阵，乡音温暖了刺骨
的北风。藕挖上来后，挖藕人还要一支支将
它们用稻草洗得干干净净，然后按大小、残
损分类，用竹筐一趟趟挑到主人家过完秤，
才算完成了全部工序。

转眼又到枯水的冬季，挖藕人又一次顶着
严寒远离故乡，像候鸟一样迁徙在异乡漫漫的
乡村阡陌上。我想，这一个又一个诗意丰腴的
藕塘，注定是他们人生路上的一个个小小的驿
站，容纳了挖藕人的冬天，也容纳了他们的乡
愁。当人们在温暖的屋子里品味着舌尖上的藕
香，过着“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的生活
时，是否会想起挖藕人的冬天，是否在浓稠的
藕汤里，品出那些挖藕人蛰伏在藕塘里的一缕
对家乡的思念呢！

曾看过央视播出的介绍全国各地美食的大
型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在“自然的馈
赠”中，当我看到挖藕人在淤泥中忙碌的身
影，就像看到了冬日里的家乡风景，那样熟
悉，又那样温馨。

疯子
□罗亚丽

老友记
□王太生

挖藕人的冬天
□李笙清

我家月嫂姓聊，聊天的聊，我喊她聊大姐，
后来发现她真的很会聊天。会聊天的让对方如沐
春风，不会聊天的能把人聊得想死的心都有，丝
毫不夸张。

我家小姑就是让我一见她张嘴就害怕的人，
不知道她哪来那么多话，一张嘴就停不下来，如
滔滔江水，自我翻腾，无需你回应，能一直说到
天荒地老……我喜静，生二宝时，怕婆婆和小姑
一天到晚在我旁边聊个没完，坚持请了个月嫂，
我只想安安静静地坐个月子。

忍着刀口疼和医院的嘈杂，好不容易挨到出
院回家，长长地松口气，心想，这下终于有个安
静的环境，可以好好睡个觉了。

不曾想，小姑每天送完孩子上学就准时来我
家打卡报到，直至孩子放学才走人，一来就往我
床边一坐，嘴巴不停地说了起来，嘘寒问暖，痛

说自己生娃时的艰辛不易，家长里短，听得我一
头两个大。

我不止一次委婉地告诉小姑，让她忙她的，
不用管我。小姑说，哪能不管，生孩子是大事，
再忙都得来看看。

三天后，我实在是崩溃了，连夜里做梦，都
梦到她一张嘴对着我不停地张张合合。我和老公
说，让他和他妹说说，以后少来点，我需要安静
休息。

老公一听，顿时不乐意了，说你这什么意思，
人家巴巴地来看你陪你，倒还讨你的嫌，再说，就
算是自己的亲妹子，也不好说不让上门来啊！

我觉得这样下去，我得疯掉，跟聊大姐抱
怨，说这男人都是大猪蹄子。聊大姐说，你可不
要这么说，以现在猪肉的价格，这样说会显得男
人很金贵似的。

我一听乐了，刚才满腔的怨气顿时烟消云
散，顺便就把这糟心的事跟聊大姐说，这真是掉
地上的豆腐，拍不得打不得，愁死了！

聊大姐说，委婉地说她听不出话音，直接说
又会伤了和气，不如这样，下次她一进门，你就
假装睡觉，我告诉她你睡了需要休息。

接下来的几天，我和聊大姐跟特务碰头似
的，听到敲门声，聊大姐先和我比个 OK 的手
势，再去开门，我趁机赶紧躺好。

小姑来了以后，聊大姐忙着洗衣煲汤，没空
陪她，她干坐一会儿觉得无趣也就走了，几天下
来，小姑慢慢来得少了，我终于如愿坐了个安安
静静的月子。

聊大姐是个非常能干的人，把家里收拾得井
井有条，把我和宝宝都照顾得很好，每天要给我
单煮六顿汤，洗衣做饭，打扫卫生，还有时间睡

个午觉，尽管她很会合理安排时间，工作量摆
在那儿，不累是不可能，特别是对于一个年近
六十的老人来说。

我曾问过她，退了休就呆在家里享清福不
好吗？为什么出来做月嫂，非一般的辛苦，她
说，她以前是妇产科的护士，忙习惯了，呆在
家里闲不住，主要是她儿子都三十多了，结婚
后一直不要孩子，再耗下去，儿媳妇年龄大
了，生孩子不安全，她年龄再大也没法帮他们
带了，她这么做就是逼着儿子，啥时候给她生
个孙子孙女，她才会回家。但现在不这么想
了，准备做完我这里她就不做了，通过小姑这
个事情她算明白了，上杆子不是买卖，都痛
苦，你觉得好的事，对别人来说或许是噩梦。

后来我才知道，小姑每天也是忙得不可开
交，但婆婆给她下了死命令，怕我产后抑郁，
特意让和我年龄相当的小姑每天来和我聊天，
解闷。

得知这些，我真是哭笑不得，小姑要天天来
陪我，我才会抑郁好吧！真是甲之蜜糖，乙之砒
霜，有时候你的盛情，往往会是别人的噩梦。

万丈情深，不敌半分误解，呵呵，我们什
么时候才能不拿自己的所喜所好所思所想，去
衡量去要求别人呢？甚至是对别人好。

万丈情深，不敌半分误解
□水竹

峡谷月色

张成林 摄

小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