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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跟着母亲去赶集，往往要走过好几里的河堤。
夏天的时候，走在堤上，太阳还没升起，薄雾弥漫，一缕
缕的白雾似仙袂飘拂，时隐时现，时浓时淡，正仰头注
视，它却倏尔远遁。我出神地望着河面，突然，我听到了
一下又一下“卟——”“卟——”的声音，寻声探去，发
现一颗颗晶莹剔透的露珠从道旁的香樟树叶尖滴落下来，
宛如珠玉碰触之声，透出一股清凉，丝丝绕绕从耳朵注
入，甜爽到心里。

像哥仑布发现新大陆一般，我将这一惊天的发现告诉
母亲，母亲听到后呵呵一笑，她告诉我，自然界有很多声
音，有的悦耳、有的嘈杂，需要我们的耳朵去选择，一个
人有什么样的心绪耳朵就会选择什么样的声音。母亲轻柔
地摩挲一下我的耳朵，大声说，不用担心耳朵，它自己会
选择的。

从此，我在心里揣着一方小小的好奇，我要看看自己
的耳朵究竟会不会选择。长长的夏日，我倚门而望，听到
沙沙的风声，仿佛一个俊朗的年轻人迈着轻快的脚步从耳
旁走过；我听到鸣蝉“知——”“知——”的叫声，仿佛
面对一条无尽的长路，负重仍要前行；我听到“滋滋”

“滋滋”水稻抽穗灌浆的声音，仿佛一位欣喜的母亲，将
所有的心血倾洒于她的婴孩。公鸡立在柴垛上，扑棱一下
翼翅，扯起脖子卖力地唱起歌来，“咯——咯咯——哦”，
我听到阳光“刹刹”地打着节拍，金色的光点在眼前闪
动，我莫名地感动起来，潮起满眼的泪水。

静寂无人时，我心中回荡着经年积攒下的美妙音符，
如旷野翩跹的蝴蝶，纤足击踏着亘古的梵音。骑着自己的
小单车，我沿着柳叶湖风光带去探寻。

树上小鸟婉转在歌唱，湖里野鸭此消彼长，“咕咚”
地潜水，被风吹皱的湖水也“嗖嗖”感叹，仿佛在说“爽
啊，爽啊”。我笑了，在大自然美妙的音律里，我如一尾
欢快游弋的鱼。

回老家时，看到母亲双手端一盘糠秕，一群鸡鸭跟在
她身后，晃着肥硕的屁股，伸着头趔趄连连直往前冲，嘴
里还不忘唱着赞歌“咯—咯—咯—”，母亲一边欣赏着鸡
鸭你争我夺地啄食，一边欣喜地将目光移向阶沿下的玫瑰
花，沉浸在一片花团锦簇的祥和氛围中，母亲用耳朵捕捉
着自然的每一个律动。“有时在阳光下，花还会‘嘭—’
一下开放出响声来，可能花得太投入，一下没收住。”母
亲笑呵呵地对我说。我看着围墙那边，仅几步之遥的邻居
小院，几桌牌吵嚷得不亦乐乎，而母亲似乎本能地屏蔽了
那边滔天的喧哗。

我终于明白，耳朵是会选择的，选择的开关控制在人
的心里。

这是春天深处最美的画面：一帘濛濛烟雨，饱蘸
声声鹧鸪的呼唤，恰似一位袅袅婷婷的曼妙少女，踏
着一江清波的潺潺节奏款款而来。此时的季风，在
青青的桑葚上，在浮萍复苏的浅水塘畔，在垄上农人
的蓑衣竹笠上面，在采桑女的背篓里，在炊烟袅袅的
乌篷船头，在碧波潋滟的河流之上……一点点恣意
渲染，将柔情的雨线素描，将江南的暮春写生，柳丝
如烟，氤氲漫漶，创作出一幅阆苑仙境、人间桃源的
江南画面。

“四月江南黄鸟肥，樱桃满市粲朝晖。”谷雨时节
的江南，虽然已到“人间四月芳菲尽”的时节，但柳絮
轻扬，牡丹吐蕊，桑葚泛紫，油菜结荚，小荷初露，栀
子花开，烂漫的杜鹃红遍山野，饱满的樱桃也在枝头
嫣红熟透……谷雨淅沥，缠绵悱恻，就像一串音律美
妙的五线谱，恣意弹奏江南岁时的乐章，亦放飞了放
蜂人的渴望。晚春的气息中，依然流动着生命的活
力，展现出一幅“正是江南好风景”的水墨丹青意象。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
天，画船听雨眠。”当我走进唐代诗人韦庄的《菩萨
蛮》，就一头扎进江南谷雨的帘栊，心灵被滋润得清
旷疏远，坦坦荡荡。而一旦打开江南暮春的轩窗，那
灵秀黛绿的山，那乡韵清澈的水，那静泊于烟柳下的
罾泥船，那些在严寒中蛰伏已久的乡野气息，便沐浴
着淅淅沥沥的雨丝，焕发出无限的生机与活力。撑
一把雨伞，就这样安静地走进雨帘深处，用心灵去听
雨，品雨，去触摸谷雨中蕴涵的一缕绵绵情愫，那感
觉就像在阅读一篇生动抒情的散文，就像手握一管
羊毫，忍不住要填一阕谷雨浸润的清词。

雨丝淅沥处，人间四月天。在江南这张湿漉漉
的宣纸上，谷雨就是一首流动的诗，洋洋洒洒，晶莹
剔透，洇湿了最美的江南。陶醉于眼前烟雨下的江

南美景，让人忍不住吟咏起白乐天的《忆江南》：“江
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
蓝。能不忆江南。”

在谷雨的滋润下，春笋怒发，漫山遍野鹅黄淡
绿，景色宜人，撩人深思。“春令有常候，清明桐始
发。”淅沥的谷雨中，稼穑的农人，摆渡的艄公，弯弯
的拱桥，古老的乌篷船，打猪草的村姑，放牛的牧童，
撒网的渔夫……这些江南原生态的自然景观组合在
一起，恰似一幅季节的写生图，瞬间填满澄净的瞳
孔。这时候看开满泡桐花的江南乡村，就像一位慈
祥的母亲，用一帘暮春雨，滋润着一衣带水的家园。
在山野，在平原，在现代都市的公园，在古老的村落
……踏青的游客，撑开五颜六色的伞，犹如开放在雨
中的百花，美丽、韵致，饱含着原生态的人文底蕴，这
是江南谷雨的另一种妩媚。

江南的谷雨，是布谷鸟久唱不衰的歌谣。诗人
陆游有诗曰：“时令过清明，朝朝布谷鸣。但令春促
驾，那为国催耕。红紫花枝尽，青黄麦穗成。从今可
无谓，倾耳舜弦声。”——布谷布谷，快快割麦，雨生
百谷，润物无声。江南的谷雨，润泽着肥沃的土地，
一支悠悠牧笛，回响在雨帘深处，为江南拉开了一年
丰收的帷幕。行走在垄上，看豌豆花开，油菜结荚，
倾听布谷激情的鸣叫，一遍遍，一声声，伴随着初生
的蛙鸣久久回响，心中顿生出“农事蛙声里，归程草
色中”的惬意。行走在垄上，看桑林青青郁郁，看结
穗的麦子丰实饱满，看秧苗青青地拱出泥土，看油菜
花似锦、荚如黛，看一只只纸鸢穿越在清风之间……
心头总会充满对生活的美好向往。

当油纸伞张开在旗袍女人的头顶，谷雨下的江
南，就成了游人镜头里最美的江南。当你走进那些
一衣带水、粉墙黛瓦的江南水乡古镇：周庄、同里、甪

直、南浔、西塘、乌镇、宏村……当你的眼眸，被江南
的濛濛烟雨恣意滋润；当你的心，徜徉在江南婉约的
山水之间；当你的思绪，在江南的谷雨中发酵成一杯
浓香的酒，怡然陶醉间，你就看到了最美的江南。

江南的谷雨，是一杯清香馥郁、滋味绵长的绿
茶。谷雨期间，也是江南春季采茶的时节，民谚云：
谷雨谷雨，采茶对雨。明代许次纾在《茶疏》中认为
采茶时节以“清明太早，立夏太迟，谷雨前后，其时适
中”，走在斜斜的雨线里，吟哦着“采焙谷雨趁芳辰”
的诗句，满目都是采茶女忙碌在茶园的身影，舌尖上
也仿佛沾满了谷雨茶无与伦比的芳香。“茶煎谷雨
春，静谧的午夜”，听窗外潇潇雨声，安静地品茗一杯
清香馥郁的谷雨春茶，那滋味恰似甘醇浓香的美酒，
一滴滴，化为暖人的潮汛，让人舌尖生津，已然醉了。

每到谷雨时节，我就会想起沐浴在谷雨中遥远
的江南故乡，想起那些顶着谷雨忙碌在田间地头的
父老乡亲，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种瓜、点豆、种
棉、蚕桑、插秧、养鱼，一辈子行走在“清明玉米谷雨
花，谷子抢种至立夏”的农谚里，迎接着立夏、小满、
芒种的到来。谷雨下的江南，仿若一幅充满生机与
色感的农事劳作版画，每当谷雨淅淅沥沥，我就会想起
小时候在犁耙水响的稻田里捉鳝鱼、泥鳅的情景，或者
帮母亲在一个个填埋了鸡肥的小土窝里点豆的岁月，
还有在谷雨的间隙里爬上桑树采摘桑葚的画面……
这些来自谷雨的记忆，就像雨帘中袅袅不绝的炊烟
一样，在村庄久久不散，凝结成一片诗意的云彩。

又到江南谷雨时，一缕乡情一首诗。多少眺望
的眼眸，牵绊着远在异乡的游子，谷雨下的江南，寄
托了江南多少难耐的乡思。我眷恋这绵绵如织的江
南谷雨，就如同眷恋着我的江南乡土故园，一辈子，
将岁月串连成无法分割的雨线。

从超市的收银台结账出来，我心中立刻就升起
一种隐秘的快乐。那快乐犹如沸腾的水不断起伏流
荡，我简直无法遮掩，以至于让我觉得，此刻，自己的
脸上一定有光芒绽放。

这份欢喜来自于我包中的一瓶红酒。
我买这瓶红酒不是为了送人，也不是想跟谁分

享，我就是，想自己喝……
我喝红酒的历史源远流长。小时候，父亲时常

在节日的时候准备一瓶“通化红葡萄酒”，我觉得又
香又甜，远比辛辣的白酒、苦涩的啤酒好喝多了，所
以我从四五岁就开始喝葡萄酒，那份香浓芬芳、艳丽
迷离始终都在梦里心中，挥之不去。

后来父亲生病了，我也陷入生活的混乱中，红酒
成为纯粹的奢侈品，那份香甜被沉淀在记忆深处，偶
尔泛起，只有迷惘的叹息。

再后来，有了时间心情，忍不住会常常想起少年
曾喝过的葡萄酒，明艳有光，婉转流荡，心情随之浪
漫旖旎。可是，可但是，我却从不敢尝试自己买瓶红
酒喝——我被我的三观束缚住了。

因为我是端庄贤淑的好女人好妈妈啊，怎么可

以自己没事喝酒玩呢？那不是放纵与堕落的开始
吗？

我只能在有红酒的饭桌上，表面上假装无奈喝
一杯，嘴上说着我不会喝酒啊不能喝酒，其实心里不
知道有多欢喜。可时常，酒桌上那么热闹喧嚣，那
么，还得时不时地举杯跟各路人等敷衍，哪里能够慢
慢品尝感受那甜美妖娆的味道情绪呢？所以，这酒
喝得一点也不尽兴，总有怅惘与遗憾。

光阴慢慢走，我的心灵悄然有了成长，不再自己
跟自己过不去。

比如我爱上了咖啡，无论在家里还是办公室，每
天忙完早晨必做的家务与工作后，必然要喝杯咖啡，
然后开始一天的生活与工作。当我身边无数人以健
康的理由、“为我好”的态度，劝我别喝咖啡、少喝咖
啡时，而我温柔而又坚定地拒绝了她们，“我就是想
喝咖啡啊，过一种不太健康可却欢喜快乐的生活
……”

当这句话出口时，我忽然就通透了，咖啡如此，
红酒为什么不可以？那些刻板的正统观念已经束缚
了我很多年，到了可以放下的时候了。

我觉得，我终于可以与我念念不忘几十年的红
酒欢然重逢了。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无论是马上
要上战场还是独自行走，无论是喜悦还是忧伤，都要
饮下这杯生活的美酒，尽享酒香与心灵交融的美妙。
看着杯中流动荡漾的液体，又华丽又温软，又璀璨又
迷离，我就有无限的欢喜。可以一本书，一部剧，也可
以敲击一篇文字，来佐酒助兴，在一杯甜美的红酒中，
疲惫被稀释，疼痛被修复，纠结被淡忘，灵感被唤醒，
于是，这个夜晚顿时有了浪漫旖旎的风情。

红酒亦是一场心灵的狂欢，是一段暧昧迷离的
心事，那些自己在清醒时不敢承认、不敢面对的狭
隘、阴暗、借口、苟且，以及种种欲说还休、辗转万千
的隐秘情愫，都在红酒的缠绵迷离中得以淋漓尽致
地释放，然后重新回归那个自省努力的自己，继续整
装上阵，披荆斩棘。

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春日明媚，
春夜悠长。独饮一杯甜美的红酒，染一丝浅醉微醺，
打开电脑书写一行行或优美或诚挚或枯燥的文字，
顿时文思泉涌，心灵亦是开阔芬芳。

周末，娘春风满面地来城里看我。看到娘，我脸色一
变，心里叫苦不迭。这种苦楚倒不是因为娘的到来，而是
在于娘手里的那一大袋苦菜。

说心里话，我并不排斥野菜，反而对野菜有着一种
特殊的情感。小时候，家里人多粮少，荠菜、萋萋菜、
薄荷草、蓬蓬芽、婆婆丁等野菜做成的菜品常被娘端上
饭桌。由于长期吃野菜，每个人都是一脸菜色。但我们
毫不在乎，反而对绿绿的野菜报以感激。毕竟，在那段
能饿死人的日子里，是野菜让我们填饱肚子活了下来。

然而，苦菜是个例外。一天，娘将一盘长相新颖的
野菜端上饭桌，它们有的叶片狭长，像弯弯的月牙，有
的叶片略宽，边缘呈不规则的锯齿状，其中有几棵分外
早熟，脑袋上顶着一簇簇密密麻麻的黄色小花。我对这
种野菜感到新奇，迅速夹起一棵塞入口中，咬紧牙关的
瞬间，我深刻认识到，冲动真是一个十足的魔鬼。在我
慌乱地往外吐着野菜时，娘笑着告诉我，这种野菜叫做
苦菜。让我感到痛苦的是，家中其他人并没有对苦菜感
到不适。尤其是娘，似乎格外钟情于苦菜，除了蘸水、
蘸酱、凉拌吃外，她还变着花样，把苦菜做成疙瘩汤、
菜馍馍、菜豆腐。娘在苦菜上的伟大发明，使我一度觉
得自己命苦。

客厅里，我看看娘，再看看苦菜，喜忧参半。对于我
的一脸苦相，娘故意视而不见，自顾自地摆弄她的苦菜。
她捏住苦菜的叶片轻轻抖，新鲜的泥土簌簌而落。她捋着
黄灿灿的苦菜根，一脸黄灿灿的晴朗。娘说：“苦菜是个
宝，它能解毒、能清热、能败火……”我没好气地问：

“我哪来的火可以败？”娘瞪我一眼，不满地说：“还说你
没火，前天晚上给你打电话，你却埋怨加班，不情愿地挂
了电话。你忙不要紧，娘可有大把的时间来看你！” 我听
后满心羞愧，一下理解了娘的良苦用心。此刻，眼前的苦
菜仿佛变得可爱起来。

这天中午，娘再次展现出她的勤劳和智慧。她将苦菜
做成蘸水菜、蘸酱菜、凉拌菜、疙瘩汤、菜馍馍、菜豆腐
……一桌苦菜全席让我眼花缭乱。当连根带叶地嚼完一棵
苦菜后，我抬起头，故意呲牙咧嘴地说：“娘，今天的苦
菜怎么有种奇怪的味道？”

娘神色一变，慌忙停下筷子问：“什么味道？”
“当然是爱的味道！”我笑着回答。

“生活是水，日记是鱼，它详细
地记载着水的温度、水的密度、水的
心态、水的流向。”这是尤今《焚鱼成
灰》一文中的句子。

她在文中还写下了和日记有关
的一些事情：尤今12岁的时候，看
到自己的母亲亲手把记了大半辈子
的 20 多本日记投进火里，付之一
炬。“四散的火星飞得老高老高，像
一群金色的小蝴蝶”，母亲的脸“绷
得紧紧的，仿佛一碰就会破”，给尤
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这些并没
有吓到年幼的尤今，就在这一年，尤
今开始写自己的日记。

尤今30岁那年，她决定亲手毁
掉写了整整18年的所有日记，她采
取了和母亲一样的方式：焚鱼成
灰。“当一本一本的日记逐页地在狂
乱飞舞的火势下化成轻忽飘逸的灰
烬时”，尤今终于明白了母亲当年的
心情。

时隔18年，尤今明白了，在那
个阴沉的下午，母亲生命里的一些
东西随焚毁的日记永远地流走了。
人到中年的尤今，也把属于自己年
轻时的记忆送走了，走向了没有日
记的哀乐中年。

我16岁的时候开始写日记，坚
持了7年多的时间，在自己无法再
坚持写下去的时候，我也决定销毁
那些日记，我选择了和她们一样的
方式：焚鱼成灰。在我还没有迈进
中年门槛的时候，我选择了忘记和
抛却年轻时的热闹记忆，一丢就是
将近20年的时间。

“生命是河流，在未经世事的年
轻岁月里，需要鱼的喧闹来制造无
声的热闹；一旦进入了哀乐中年，独
爱无鱼的澄清明净。”尤今的体悟代
表了很多年轻时曾经写过日记的人
的想法，他们进入中年后就不再把
生活的琐细书写下来，这样更符合

中年人需静的心境。
而我独不然，人到中年以后，当

我决定放弃一些东西，重新审视自
己的时候，我又开始写日记了。我
要让日记这尾“鱼”在我的生活里自
由自在地游动，不是取其喧闹，而是
想让鱼也学会思想，让鱼在我的生
命之流里嬉戏、游动，让我的生命之
水养活这条可爱的“鱼”。

重新开始写日记的时候，我为
自己为什么要写和写些什么而犹
豫。当我抛开这些纠缠我的想法
时，写日记就变成了一件再简单不
过的事情了，我所要做的，就是每天
随心随意地把经历的事情、想到的
东西写下来就可以了，没有刻意的
修辞、思考和取舍，我只是努力让那
些“鱼”自由地游动起来。

在我每天摊开日记本的时候，
写日记和看日记会成为生活中的
一件乐事。记得林语堂曾说过：

“日记材料是朝夕会谈、中夜问心
之事。”朝夕会谈、中夜问心的日
记是私之又私的文字。因为日记
的私，才显出其真和琐来。林语
堂还说，日记是可谈最不要紧的
事的。私之又私，无关紧要，如
此甚好。

鲁迅爱写日记，他的日记也多
是这类最不要紧的事。譬如信札往
来、银钱收付、买了什么书、来了什
么客、谈了什么事等等，于琐细中唯
求存真。鲁迅的日记就这样一天天
地记了下来，经年累月。今天，我们
一页页地读下去，在琐细的记录里，
读到的是生活里的鲁迅，真实得亲
切可感。是那些“鱼”的真和琐为我
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鲁迅。

在我们的生活中，也应该有一
尾“鱼”，与我们朝夕会谈，是我们中
夜问心的知己，让我们时常能看到
生命之水的活泛。

耳朵的选择
□ 王丕立

谷雨下的江南
□ 李笙清

生活中的鱼
□ 章铜胜

红 酒 醉 心
□ 郭 利

娘娘的苦菜
□ 李颂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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