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日食瓜
沈书枝

黄昏时去买南瓜! 是来北京这几年里
第一次买" 卖菜女人切的时候把南瓜翻过
来!我才发现南瓜下面黑了一大块!心里一
惊!说#$这南瓜坏了啊% &那女人眼疾手快!

赶紧切下去!一面喊#'不要紧的%我给你把
这坏的切掉% &不由分说给我切了一大圈"

我心里终究有点不舒服!拖了一天!才不甚
情愿地做起来" 太大一圈!一半切片炒!一
片切块放饭锅上蒸" 切的时候闻到了南瓜
的香气!一种很甜的清香!这气味极熟悉!

使我记起小时候在家时! 自己是特别喜欢
吃南瓜的"南瓜有固定种的地方!年年在菜
园靠近奶奶家猪笼屋的地方种一排! 冬瓜
种在和它平齐的几米远的菜园坝子旁" 南
瓜秧子和冬瓜秧子都是春天时从街上买
来!那时它们圆圆的第一(第二片子叶还未
脱落!都带着厚厚的油质感!摸起来十分好
玩) 很快手掌状的真叶迅速长大! 长出长
藤!没有几时就爬上屋檐!爬上坝子!爬满
猪笼屋的半边瓦!铺实菜园的一边埂坝*

夏天的早上!天还没有热起来!空气中
带着后半夜露水的湿凉! 菜园里瓜花都开
了!南瓜花+冬瓜花(黄瓜花(苦瓜花" 瓠子
花在夜间开放!薄而多皱的白色花瓣!这时
还没有关上! 小孩子就以为它也是白天开
的" 黄瓜花和苦瓜花都小!黄黄的不起眼!

但因为黄瓜结了可以到菜园里偷来生吃!

我们就都爱黄瓜花远胜于苦瓜花" 菜园进
门处的一架苦瓜!难免很寂寞了"爱吃苦瓜
的只有家里大人们! 苦瓜摘下来! 剖成两
半!抠掉中心淡青的籽粒!切成薄片!加盐
略腌出水!菜籽油锅里炒熟!黄昏时就是爸
爸很好的下酒菜"那时候我完全不能想象!

这么苦味的东西! 怎么竟然还有人喜欢吃
呢,爸爸有时候逗我们!夹一片起来硬要我

们吃#'吃吃看% 好吃的% 不苦的% &我们怀
着一点无法完全熄灭的好奇心! 把嘴张过
去!最后却总是只嚼了一下!就'啊呜啊呜&

赶忙吐掉了* 爸爸看我们上了当!忍不住在
旁边哈哈大笑起来 * 这实在是太气人
了-..那时候我想不到! 有一天我也能长
成为可以欣赏苦瓜之味的大人*

一年里! 我们唯一对苦瓜感兴趣的是
当时节慢慢入秋! 结在架子上没来得及吃
的苦瓜!开始渐渐黄熟的时候 * 青绿色多
疙瘩的皮肉变作橙黄!等到黄得更厉害一
点!橙黄变作橙红的时候!苦瓜就熟透了 *

这时候它往往撑不住!整个皮肉都爆裂开
来 ! 卷起来 ! 露出里面已变作鲜红的籽
粒...红的是包裹在种子外面的一层假
种皮 !因为熟透了 !这时候看起来黏糊糊
的* 我们就抿上面这一层红色的皮来吃 !

有一股淡淡的甜味!还有一点生苦瓜的青
腥气* 那时候我们可以吃的东西很少 !因
此也不嫌弃!只是觉得有意思罢了 * 苦瓜
黄到这样的程度 !大人们也不吃了 !留下
来的都是我们小孩子的! 我们天天看着 !

这一条今天可以摘下来吃了吧, 于是迫不
及待摘下来!半吃半玩!狼藉地耗费掉了 *

长大后我到南京读书! 夏天地铁站出口处
可以看见卖莲蓬与金铃子的婆婆! 金铃子
鼓鼓如小棒槌! 如熟透的苦瓜一样橙红可
爱!我一见有如逢故人的欢喜!知道它必是
和我们小时候一样!是挖出中间的籽粒!吃
外面红红的一层皮了*

南瓜花比冬瓜花好看! 开时花瓣微微
向里卷曲起来!显得有些尖尖的!又带一点
腌得很好的咸鸭蛋黄的颜色* 雌瓜花下一
个圆圆的小南瓜* 慢慢长大!南瓜藤又蔓延
了一些!从猪笼屋爬上菜园门!在菜园的门

框下!也悬了一个南瓜* 我们有时陪妈妈一
起去菜园里摘菜!总喜欢站在屋檐下数屋瓦
上有几个南瓜!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数到七
八头十个!心里满是欢喜!觉得今年有许多
南瓜可以吃了* 绿南瓜从夏天就吃起!切丝
清炒!切一点青辣椒来配* 大一点的南瓜就
留着长成老南瓜* 这南瓜睡在菜园地的南
瓜叶荫里 !睡在猪笼屋上 !我们进出菜园 !

都要看一眼!因为大而且好看* 九月里南瓜
逐渐变黄变硬!身上的疙瘩鼓起来!最后蒙
上薄薄一层白霜* 这样的老南瓜形如磨盘!

是那时候我最爱的* 摘回来放在堂屋里!没
事去摸一摸!吃饭有时就坐在南瓜上吃* 老
南瓜的做法简单!单是切成块!煮饭时等饭
锅开了!放在饭锅头上蒸熟* 因为足够老!

水分已经失得很多!吃起来很粉很甜* 再就
是冬天做南瓜粑粑吃!南瓜蒸熟捣烂!和面
粉一起揉成团!搓圆压扁!放在油锅里煎熟
来吃* 妈妈做的南瓜粑粑十分好吃!逢到她
做南瓜粑粑的日子! 是我非常高兴的节日!

只可惜这样的机会总是很少! 大多数时候!

还是把南瓜蒸熟了吃*

冬瓜有时候只种在塘埂上! 因为容易
长!也长出一大堆* 小时候我对冬瓜总没有
什么感情!大约因为它的味道很淡!还很不
好熟的样子* 有时候大人为了蒙蔽小孩子!

把冬瓜切成方块!再在上面切井字!加了重
重的酱油烹熟!乍一看像红烧肉一样* 我们
兴奋地搛一筷子! 结果发现只是硬硬的冬
瓜!心里简直讨厌极了!连吃也不要吃*但等
冬瓜熟了!在粗粝的叶片下看见它稳稳地躺
在那里!青色瓜皮上白白一层薄霜!却还有
一层扎手的毛!好像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的
样子!也有点兴奋*一面心里可惜着!想着长
得那么大!要是结的都是西瓜!那就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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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面花
王太生

猴子的脸像一朵花! 还是有花

愿意以猴子做自我标榜!

动植物界就这样匪夷所思"一

朵小花与猴子惺惺相惜# 这样的小

花肯定喜欢猴子" 它把花叶开成一

张猴子的脸#或者干脆说"它是花界

的猴子#

我见到猴面花" 是在一个广场

上#花坛里那一片摇曳的黄$红$紫$

粉花%%圆圆的花叶" 晕濡有两只

眼"一个鼻"一张嘴"随风摇曳"怎么

像一张张调皮猴子的脸! 看过来来

往往那么多人脸"我以为是眼花了#

人在植物面前" 总是那么孤陋

寡闻#是的"猴面花"这么多年"我头

一次仔细凝视# 或者"以前见过"却

没有想起猴子#

横看成岭侧成峰"这是看山#从不

同角度看花" 也会看到一群隐藏在草

叶间的猴子#猴面花种植在广场上"让

人想起云雾缭绕的山林" 一群活泼的

猴子# 猴子变成花"来到广场上#

猴子与花组合" 可以衍生出好

多词&调皮$俏丽'活泼$缤纷%%我

倒更愿意认为" 猴面花是由猴子变

的"只是缺一个故事#

猴面花里有(三只猴)吗! 一只

捂住嘴巴"一只蒙着眼睛"一只遮住

耳朵# 即不该说的话"不说'不该听

的话"不听'不该看的事"不看# 哪些

话"不说! 哪些话"不听! 哪些事"不

看!小时候"老人叮嘱"搬弄是非的话

不说"谎话$假话$牢骚话不说"别人

的坏话不说# 这是做人的基本修养#

猴面花里有旧式文人喜欢的墨

猴吗!就是那种两眼烁烁有光$体极

小$能够装入笔筒的猴子"常在筒内

盘曲而睡# 主人将它连同笔筒置于

案旁#如果叫它磨墨"只要把笔筒轻

叩三下"它就飞快地跳出来"跪在砚

台旁边"用前爪捧墨"慢慢地研磨"

一副乖乖相#

猴面花里有义猴吗! 清代文人

李印绶在*杏林集+里说"有个老人

养了一只猴子"猴子通人性"看到养

它的主人已死"不肯离去"自己采果

子吃"每过五天"便哭祭老人"异常

悲哀"意在感恩老人养了它五年#没

过三个月"猴子僵死在老人坟前#乡

人怜它" 把猴子埋于老人坟旁"并

(勒石其上曰,义猴之墓-)#

这些关于猴子的故事" 被摇曳

成花#

当然" 不是每只猴子都愿意变

成猴面花" 猴面花里也不会有所有

猴子的影子#猴面花的好处在于"让

人们欣赏这些花时"会想到猴子"它

们是猴子的影子"在一阵风中摇动#

大凡人爱花"爱其色彩$香气"

猴面花独让人爱其形" 有嬉皮笑脸

的调皮色#

猴子开成一朵花" 不知是动物

界的喜剧"还是植物界的滑稽戏!反

正猴子变成花了" 花也能变一回猴

子"这是偶然之中的必然#

一群猴子来到广场上开假面舞

会#变成花的猴子"它们永远也走不

出这片花坛" 我喜欢猴面花长在深

山的模样#

可惜猴面花的花片太小" 它若

有向日葵的叶子那么大"就好了"可

以摘下来"贴在脸额上"让幼儿园的

孩子去演*西游记+#

一张画好不好!一个基本标

准就是它是否打动别人!画完通

过展览"画册"媒体发表出来!就

成了一面镜子!绘画者从中看到

自己!别人也会从中看到他的样

子!这就够了#

!!!老树画画

有
风
吹
过
平
野
"

有
花
开
在
山
前
#

不
闻
世
间
大
事
"

独
自
播
种
丘
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