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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的落霞柔和地刷在屯溪老街
的马头墙上，雪白的马头墙便潮红湿
润了，它又顺势淌满了被岁月熏黑的
飞檐，眨眼间，从飞檐上弹射出的晚霞
余晖点亮了一街古色古香的大红灯
笼，顿时，满街都玲珑剔透了。就在这
时，我信步踱入这条古韵中透着现代
节奏的屯溪老街。

老街名闻遐迩，自然引来五湖四
海的宾客在此游目骋怀。整条街，商铺
店坊林立，流光溢彩，商贾云集，商旅
如云，无一不凸显徽商品性的优雅与
历史的悠然自得。如潮的游客如细浪
逐波挟持着我随流而行，举目四望，游
客无论黑白黄棕肤色，被余霞和灯笼
染得面若桃花，披霞裹彩；花枝招展的
大姑娘小媳妇，笑靥如花，夕照下更是
娇艳欲滴。忽见一爿店门飞檐下，悬挂
着一支巨如拖把的毛笔当招牌，在灯
火阑珊中颇有豪门贵胄的声色。我便

挣脱人流，泊入店内，店内经营的是文房
四宝，笔墨纸砚琳琅满目，大开眼界。待
我游目四顾时，一股墨香悄无声息地似
乎从店堂的四面八方静静将我团团围
绕，紧接着便沁人肺腑，浸润心田，全身
有种难以名状的舒泰，而且墨香越来越
浓，渐渐有饮琼浆玉液般陶醉，醺醺然之
际，睨见几方大如浴缸的砚台摆在店堂
一侧，遥对看门外的巨毫，唯一遗憾的
是，找遍了店堂没有看见与之配套巨墨。
店家阅人无数，知我等属于“不粗不细”
的中庸之流。进店无非看个好奇，落些闲
谈之资而已，绝无掷巨款购巨砚之举，故
此并不过来招揽生意，却也不拒登堂入
室参观，据说是为了充人气而旺财气。

出了文房四宝斋，余晖已尽，天际星
汉灿烂，徐徐晚风将一阵茶香送入鼻息，
顺着茶香又迈进了一间茶叶铺，茶香扑
鼻而来，浓酽甘醇，芬芳馥郁，此香比之
墨香略带甘饴，爽心明目，呼吸之间感到

神清骨秀，此店规模较大，购茶观光者较
多，在店门内设有品茶轩，壶碗杯盏一应
俱全，不同茶叶使用不同杯盏泡制供购
茶人品味，一服务员见我进店，微笑递来
一杯清茶道：“这是刚上市的黄山毛峰，
请品尝”。接过香茶观之，汤色澄清亮
莹，叶儿饱满挺拔，浅尝辄止就觉得神清
气爽，神游物外，果真是茶中极品。当问
过价格后才后悔应先问价后品茶才是。
好在服务员一眼就看出我是囊中羞涩之
徒，忙说：“不买茶不要紧，尽管免费品
尝”才解了我尴尬之境。

大凡名街都有它独特景物和独到工
艺以及具有浓郁的地域饮食文化，屯溪
老街也不例外，它的臭豆腐、臭鳜鱼、馄
饨、烧饼等早已名扬天下，是屯溪老街画
龙点睛之作，逛老街这是非尝不可的。我
们几个看见一馄饨店，店内放置一付古
老的馄饨挑子，飞檐下一幅“汪－挑馄
饨店”铜字招牌透着岁月的沧桑，下面

又一行“祖传秘方制馅”引得我们几个
馋虫进来坐下。店家笑容可掬地问吃啥，
自然是每人一大碗祖传秘方制馅的馄
饨。趁着店家做馄饨，我闲步走走看看这
家房里房外，才发现屯溪老街的商铺几
乎临街的墙和马头墙以及飞檐都是古色
古香的徽派建筑，大概用了修旧如旧的
方法，其他的墙体都是钢筋混凝土的现
代建筑，才保持老街风雨数百年走到今
天还是美轮美奂。馄饨一会儿端来了，热
气腾腾，香汤上飘着葱花、干笋，还有叫
不上名的东西，十几个馄饨个个肚圆皮
薄，桌上醋、酱、辣椒等佐料齐全，轻咬上
一口，顿时满嘴流香，确是好吃，再喝一
匙汤，也是香气扑鼻，味道鲜美，尤其汤
内点缀干笋等山珍，脆生生，滑溜溜，另
有香甜美味，让人叫绝。

走出屯溪老街，已月朗星稀，回头再
看老街，依然灯火阑珊，游人如织……

屯溪老街的色香味
□姚 然

清明将近，周末去城北的父母家，准
备和父亲商量去老家做清明的有关事宜。

父亲每年都要回老家做清明，祭扫
自己的养父母和生父母的墓。近十年来，
父亲年龄渐大，都是由我陪他前往。

老家在江北的枞阳县浮山镇。以前
交通不是很方便时，去扫墓要更换几趟
车，最后还要坐一截三轮车才能到达目
的地。父亲的养父和生父母的坟冢在一
起，养父和生父是胞弟兄，他们生前也是
邻居。父亲的养父长髯飘胸，很是可亲，
我们都叫他“胡爹爹”，而我的亲生爷爷
因为喜欢喝点小酒，我叫他“酒爹爹”。
父亲本是家中的长子，因为“胡爹爹”膝
下无子，父亲很小就过继给他这个大伯。
父亲时常给我讲述他和父母间的往事。
在我很小的时候，“胡爹爹” 就去世了。
父亲搬了几次家，“胡爹爹”的遗像一直
端端正正地挂在父母家堂屋里。每次回
老家做清明，由于时间缘故，父亲很少去
村里的新朋故友家走访，但是还是会在
金黄油菜花烂漫的田间地头偶遇上一些
熟人。去年清明，父亲偶遇到他的一个童
年玩伴，一谈就是半个小时，我就在旁打
招呼递烟。等人要去忙农活了，父亲对我
介绍，他这个童年玩伴，小时候捉黄鳝、
捕鱼是个好手。

“胡爹爹”和“酒爹爹”的坟，离大
姑家很近。我们每次做好清明后，都会在
大姑家坐下喝点水，中午吃碗鸡汤下米
面后就返乘。而好客的大姑一边忙碌一
边埋怨我们每次来时也不事前打个电
话，匆匆地给我们准备好一大堆米面、山
芋粉、鸡蛋等土特产。大姑家是座二层楼
房，独门独院，但由于盖得早，楼房从设
计到装修都显得陈旧，院内晒得都是养
猪的野菜，一群鸡仔在院角啄食。大姑和
姑父两人留守在村里，而她的三个儿女
儿都在市区成家立业了，小家庭收入也
还不错。大姑在离家很近的米面厂打工，
而姑父还在兴些农田，生活忙碌但也充
实。

如果交通许可，父亲除了带我祭拜
爷爷奶奶外，还一定要去祭扫我的外公
和外婆的坟。外公、外婆的冢，离我父亲
的老家不算太远，但有二十多里地。当
年，我家人口多，只靠父亲一个人在矿山
上班，有时还要接济一下在农村的弟妹，
生活很是拮据。外公外婆的房子在枞阳
县义津镇的街边，印象中街道很窄，两边
都是木头楼阁，中间是一条磨得有一定
岁月年痕的青石板路，每天早上赶集的
人们摩肩接踵，非常热闹。外公将靠街的
一间房子出租当门面，而他自己在离家
10多里的浮山供销社上班。在义津街外
公外婆家中生活，要比跟父母在矿区的
生活要好上几倍。外公、外婆怕我们小孩
吃不饱饭，就把我的两个兄长和姐姐都
放在自己身边带大。三岁那年，母亲带我
回娘家。外婆逗我，说妈妈已经走了，让
我留下，不要回矿区了，在外婆身边天天
可以吃到好吃的，在矿山天天只能吃腌菜
喝稀饭。我当时急了，就地哭闹着打起滚
来。后来，外婆只好放弃将我也留在身边的
念头。我上小学四年级时，外婆去世了，我
偷偷难过好一阵子。尽管我不在外婆身边
长大，但她对我这个小外孙是慈爱的，我后
悔当初没有能留在她的身边。我们弟兄和
姐姐的名字中最后一字汇成就是：“恩情
会达”，是母亲让我们不要忘记外公外婆
的恩情。其实，世上都是眼泪水向下流的，
做父母的又何曾奢望儿女的报恩；就是儿
女报答，又有谁能还父母恩情的几分？

到父母家时，80多岁的父亲正好参加
社区党支部学习去了。母亲告诉我，现在铜
陵市市区到枞阳县浮山的公交车今年通
了，可以直达，很方便。至于什么时候去老
家做清明，要等二哥从国外打工回来再说，
有自驾车当然更好。我想，只要父亲能跑得
动，我每年都会陪着他回老家做清明。

陪父亲做清明
□方咸达

也许是随着年龄长大，思想逐渐
成熟，也许是人生重要节点—高考的
临近，这周围环境灌输的重要“门槛”
压力带来思维转变，以前不关注的事
物，好像不期而遇的出现在我思想的
“朋友圈”。不久前，陪妈妈到工作
的单位去加班，无聊地看着窗外高
耸的烟囱，想起之前课外实践调查
酸雨的形成原因，因为妈妈工作单
位是以生产硫酸为主产品的企业，
随口问正在工作的妈妈硫酸生产工
艺，得知与化学书本上基本原理一
致，硫铁矿焙烧生产二氧化硫，经催
化成三氧化硫，最终与水吸收制成
硫酸。原来化学课上枯燥乏味的化
学公式，与窗外的生产区域的设备
好像有机的融合了，第一次让我感
觉到这种融合带来的震撼，那是一
种造物之神韵，可以称之为美也不
为过，感受到人类掌握自然科学创
造之美。

妈妈抬头看着出神的我说，原理
是不是和你们化学课上学的一样，想
了会又接着说到，原理虽然一样，但是
书本转化为实际，可不仅限于你学的

那点基本原理，其中涉及工科专业很
多譬如化工原理、燃烧学、传热学、自
动化控制等等专业知识，没你想像的
那么简单，这些都是你进入大学可能
学习并研究的方向。听到这，不由想
起她并不建议我选择高考志愿填工科
类专业，看着侃侃而谈的妈妈，我转头
微笑看着窗外。

看着窗外的烟囱，思绪不禁又拉
回酸雨的形成，工业生产的废烟气中
含有氧化硫气体造成酸雨形成，而大
部分由燃煤或含硫原料燃烧尾气排放
造成，如果转化成化学公式同样很简
单，但怎样控制和减少硫磺烟，其中投
入技术力量、资本可能是我们正在上
学的高中所不知的。我不自觉打开窗
户深呼吸，没有以前来这硫磺烟味，想
起妈妈提到前些年公司加大对尾气脱
硫、脱硝和污水治理，响应国家对环境
保护越来越高的标准，每年为此投入
几千万元资金，近两年企业经营环境
不好，但公司并没有减少对环保投入，
这可能是国有企业担当精神的具体表
现吧。

想到国有企业，不由想到我们的

祖国，我们的中国梦。因父母都是国有
企业上班的缘故，成长中不由我选的
听到“可持续发展的循环经济”、“供
给侧改革”，国有企业经历粗放式发
展到集约式经营，铜陵市转变资源依
赖型城市，成为全国文明城市，这些我
身边能接收到的资讯，在我来看可以
看成中国发展的缩影。“金山银山不
如绿水青山”，想起最近新闻上热烈
讨论“两会”环保话题，也不由想起
我所居住的铜陵市，空气质量也逐渐
转好。我想 “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
山” 这句话可能正反映我们当下的
中国老百姓的最大需求，也恰恰说明
了我们跨过了只顾金山银山的需求
发展阶段，我想这也是中国梦的一部
分吧。

“儿子，走吧，我们去吃饭吧”，妈
妈的话打断了我的窗外遐思，我回过
神来嗯了一声，“读书而不思考，等于
吃饭不消化”，想想思考不失为一件
有趣的事情，我想我在高考前，应该把
自己所学的知识好好思考一番，因为
过了这个门槛，我就要开始走入社会
了。

我的窗外遐思
□黄 琦

许是今年的春节来得比较迟，一
眨眼间，春天就到了眼前，有些势不可
挡的味道，让人应接不暇，难怪古人说
“春色满园关不住”呢，春天一来，那
春的气息便无处不在，不要说大地万
物，就是自身也变化了许多———脸色
红润了，声音甜亮了，步伐轻盈了，烦
恼似亦少了……

这几天，天气格外的晴好，太阳光
总是那么的明明灿灿，将绿叶照得透
明，将房屋和远处的山峦照得如镀了
一层闪光的金，池塘里的水不再平
静，晃动着耀眼的碎光很是扎人的眼
睛……

走在田埂上，真的觉得很舒坦，窄
窄的、长出新草的松软的田埂，让脚踩
在上面格外的柔软，很是舒怡。有的田
埂上的青草很少，黄色的或褐色的泥
土被前些天的雨水浸润后，如油泥一
般闪着亮光，让你不忍心去踩它。

在田埂的草丛里，偶尔会看到一
朵或两朵黄色的小花静静地开放着，
花儿有些娇滴滴的，但是蹲下来仔细
看，便有些感叹———它仰着脸，一副单
纯可爱的表情，似在冲你微笑。我知
道，它的名字叫蒲公英，从早春开始到
春天结束，它都会不停地开放，它还会
变成一朵白色的粉球，待风儿吹起，它
便散开，让自己的种子随风播撒。我很
喜欢蒲公英，就像喜欢长得好看的邻
家小女孩。我为它拍过许多的照片，还
想为它写些什么，可是终究没有动笔。
不过，去年我移栽了几颗蒲公英到办
公室的花盆里，一个冬天以后，它的叶
瓣都枯萎了，没有了一点的生机，但我
知道，它肯定是不会死去的，果然，前
些日子它发出了嫩叶，于是，我便期待
着它某一天开出花来。

上午，朋友说自己很烦邀我去钓
鱼散心，本来待在家里无所事事，便搬
把椅子坐到阳台上看书———我很喜欢
在这样温情的阳光下安安静静地看
书。朋友有如此相邀，便来了兴致，丢
下书，让阳光抚慰我的书，我去抚慰我
的朋友。

一路上车过之处全身春色美景，
尤其是那桃花，居然开了，且艳美得让
人眼眶发热。上个星期漫步在乡间的
田埂上时，我还指着一株桃树，思摸着
它兴许半个月就能开放了，没曾想仅
仅一个星期的时间，桃花便如火一般
绽放了。朋友一边驾着车，一边对我
说：“好烦呢，好烦……还是出来散散
心。”朋友是一位不大不小的民企老
总，自然是一些经营方面的事情烦恼
着他，说与我听后，他反而倒不烦了，
我也觉得没有多少值得烦恼的事情。
于是，我俩一阵大笑，我指着车窗外的

刚刚绽放的油菜花道：“你有酒么，弄点
酒躺到那里去醉一下，我保你什么烦恼
都会没了。”朋友是不喝酒的，我也已戒
酒多年，朋友道：“这倒是一个好主意，
还挺浪漫的，不过，咱俩都得开戒。”我
嗯啊着。朋友不依不饶地道：“一言为
定！哪天咱俩去快活一下。”其实，我是
想起了宋代蒋捷的一句诗“一片春愁待
酒浇”，哪知道朋友的兴致被我激发出
来了，很想跃跃欲试。记得三十多年前，
我还是一个少年，正是不识愁滋味的年
纪，几个小伙伴常常在家里偷点父亲的
小酒，躲到油菜花或红花草田地里去你
一口我一口地将一瓶酒喝个底朝天，然
后肆无忌惮地躺在花丛中，个个都将心
中的隐私毫无保留地倾诉出来，说到动
情处，还泪流满面的……现在想来倒也
不失一份纯真和美好，正应了辛弃疾
“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的
况味。

天气很好，鱼便好钓，那鱼很欢快，
咬钩挺勤，一尾尾的鱼儿从水中钓起，在
太阳光下鱼鳞闪着金灿灿的光，钓上来
时，它们还一副不屈不挠的样子，让我们
大呼“过瘾”。池塘的附近，也有两株桃
树，都盛开着满树的桃花，可是，花儿并
不是很艳，有点梨花的淡白，按捺不住我
还是摘了两枝，带回家后插到花瓶里，那
花的颜色似比在野外红润了些，于是便
幸喜起来，仔细的端详，陡然就便联想起
许多的往事……

不由得，轻声感叹，人生也有四季，
最美好的人生应该是春天，友情、爱情、
家庭、理想、事业……都是那么的如意顺
遂，充满了朝气，充满了梦想。最纠结的
人生或许算是夏天吧，成长得快，衰败得
也快，想做出赤裸裸的坦诚来让自己清
清爽爽，到头来却不得不将最隐私的部
分包裹好；最琢磨不定的人生恐怕要数
秋天了，或许你今天是一片被风卷走的
落叶，明天又得到了你应得到的收获，
但是收获后的枝头上却是心酸的空
寂。当然，也许你是一碧如洗蓝天下的
一只自由自在的令人羡慕的鸟儿，可
是，你不得不需要南飞；最催悲却又最
充满希望的人生就是冬天了，冬天固
然冷漠，但是也不乏梅香，且只要你挺
过了严寒和凄冷，就会迎来人生的美
好。

四季可以轮回，人生却无法轮回。在
春天……或在人生的春天，我们尽可以
享受它的美丽和美好，并不断寻找新的
美丽和美好，倘若成天躲在室内或阴暗
中，倘若总是心生这样或那样的抱怨，并
让这些阴暗和抱怨像草一般的疯涨，那
么，再美的春天，也会与你失之交臂，或
者与你无缘———这样的春天，又怎么会
属于你？！

无须春怨春更美
□杨勤华

刘妈蘸着口水翻着日历，老花镜
架在鼻梁上，她想看看女儿的生日还
有几天。

女儿的生日和自己的生日隔了十
多天。十几天前，她过生日时，和马婶
一道去菜市场买了羊肉、牛肉，西红
柿、青椒，还有这个季节很难发现的茭
白，这些，都是女儿喜欢吃的。那天，刘
妈不断地走上阳台，伏在栏杆上对着
小区的门口看，可是，那个熟悉的身影
却一直没有出现。晚上她坐在茶几前，
一边看云里雾里的电视剧，一边等座
机的电话铃声。可是，那座机却像入定
的禅师，稳稳地坐在它自己的世界里，
默默地承接着时光的尘埃。

女儿在省城一家大医院里当医
生。她医生当得不错，因而也就格外
忙。平时上班不说，节假日，不是出差
开会，就是给学生讲课。忙得一年难得
回来一两趟。

刘妈发现明天就是女儿的生日
了，邻居小陈姑娘替她在日历上做
了记号。刘妈不识字，小账能算，但
阿拉伯数字认不全，平时打电话，总
是求邻居小陈帮忙。但最近小陈回
乡下照顾生病的妈妈去了，刘妈想
给女儿打电话，就没辙了。这天傍晚
时，刘妈拿着电话本，站在门口等
着。她那本黑皮的电话本，还是女儿
给她准备的，上面只有女儿一个人
的电话号码。

一会儿，楼上 301 的小子背着书
包噔噔地跑上来。琦琦回来啦？刘妈堆
起笑，和琦琦套近乎。刘奶奶好。琦琦
一步两个楼梯地跨，等到一个“好”字
吐出口，人已经站在 301 门口掏钥匙
了。

又过了一会，楼梯上了响起了细
碎的笃笃声，402 的王素琴一手提了
包包，一手提了满满一袋子菜，细高跟
敲着节奏，款款地上来了。回来了？刘
妈伸了伸手中的电话本，想拦住王素
琴。哎哟，今个到超市稍微一转就回来
迟了，晚饭真要成“晚饭”了。王素琴

脚下虽然不紧不慢，脸上却涂满急忙急
火的神色。

后来，302 的老李拎着马扎上来了，
脚步沉沉的，黑脸拉得老长。刘妈一见就
知道，他今儿准又下输了棋，这时候恐怕
不好说话。回来了？刘妈犹豫了一下，还
是打了招呼。老李果然只在嗓子里嗯了
一声，看都不看刘妈一眼。

刘妈气馁地关了门。但是，刘妈还是
想给女儿打电话，她想叮嘱女儿几句。要
是女儿能回来，她就给女儿做一桌好吃
的。

刘妈摸出老花镜，勾头塞到鼻梁上，
坐到座机前，举起电话本。她看一眼电话
本上的一个数字，再低头在座机上按一
个数字键，看一眼电话本，再按一个数字
键。有的数字，在键上找不到一模一样
的，她就连估带猜地按一个。

“你拨打的电话不存在。” 拨了好
久，电话里突然跳出一个女人的说话声，
吓了刘妈一跳。

又反反复复地去重新按键，电话本
在手里变成了一块砖，举得手腕酸酸的。

电话终于通了，里面有人“喂———”
了一声。刘妈欣喜异常，大着嗓门地喊：
“丫头啊，明天你过生日……”

“你打错了。”电话那头竟然是个男
人，刘妈赶紧把话筒哐啦一声叩在座机
上，死死地摁着，仿佛那个男人会从电话
中伸出头来。

刘妈不再拨打电话了，对着座机轻
声说：“丫头啊，明天你生日了，可记得？
你自己给自己煮一碗长寿面啊……”

第二天一早，刘妈又要去翻日历，
“嘟嘟，嘟嘟———”，座机上的电话突然
响了。刘妈摘了眼镜，嗔怪道：“这个马
婶，就是性子急，约好了七点半一起去买
菜，现在就打电话过来了。”

刘妈拿起电话，正要叫“马婶”，电
话里却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妈，生日快乐！……”
刘妈脸上顿时漾起了一脸的涟漪，

心里嘀咕道：到底是我搞混了生日，还是
女儿搞混了？

生日电话（小小说）
□何荣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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