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üHAIFUKAN

副刊7 版

2018年9月14日 星期五

编辑 李红笛 校对 李 娜

电子信箱： lhfk7@vip.163.com

风景

岁月流逝，沧海桑田，唯有父爱不变。
父亲较瘦且精神，只喜欢吃母亲做的饭，

且是一个素食主义者。他平时不苟言笑，特别
节俭，对子女的爱既严厉深沉，又无微不至、触
手可及。小时候，父亲偶尔训斥我时声音很
大，但我从不惧怕他。

父亲是活到老学到老的典范。他从小喜
欢学习，但在初中阶段遇上文化大革命，就再
没上学。后来上了一期乡村医生培训学习班，
在村里当了一名乡村医生。父亲虽然很节俭，
家里却买了好多的医学书籍。他现在不再给
人看病了，赋闲在家，70 岁的他自己去县城图
书馆办了借书卡，经常骑着电动车，到距我们
家 20 里的县城去借书。或许因为他认为自己
生不逢时，所以尽己所能支持我们“鲤鱼跳龙
门”。

父亲买一件东西前，总要把附近各个售卖
点问一遍，比较哪家价格更便宜才买。去年冬
季的一天下午，我开车回家，在家门口碰到了
父亲。父亲电动车前的塑料袋里装了韭菜，他
说：“我刚从岐山县回来，专门去益店街道买了
一斤韭菜，益店的韭菜比咱县城和新店街道便
宜了四五角钱，这些刚够我和你妈做一顿韭菜
盒子。”父亲像立了大功一样给我分享他的喜
悦。

父亲对自己节俭，对我们却很大方。小时
候，家里生活拮据，但春节这天，父亲总不忘给
他四个孩子发压岁钱。可能是父亲要用这种
方式，护佑我们在新的一年健康平安。

从小见惯了父母劳作的辛苦，所以我上学
时每次向父亲要学费，都要徘徊几次，总想让
那些钱，在父亲兜里再装一会儿。临走时，不
得已才嗫嚅着开口，父亲好像每次都提前给我
预备好了，一边数钱，一边说：“钱装好，去学校
赶紧交给老师，这学期要好好念。”

后来父亲陪我去西安上学，没舍得买高速
票，我们坐的是普通客车，车一路上走走停
停。刚上车，我还激动地看着窗外的景色，后
来发现父亲有些晕车，脸色很不好，紧闭着眼
睛，自责冲淡了我第一次去省城的兴奋。到西
安后，父亲的脸色依然不好，却不忘教我如何
过斑马线，如何看站牌上公交。

到学校后，父亲陪着我排队报名，把 4900
元毫不迟疑地交给了老师，这是我第一次见父
亲这么有钱，这么大方。

2000 年 7 月，我大学毕业，想着以后再也
不能向父亲要钱了。为了找工作，我打算在西
安培训三个月计算机。一问，学费要 700 元。
回到家里，我惴惴不安地试探着跟父亲说了，
父亲想都没想就说：“去学吧，已经毕业了，还
要在外面租房子吃饭，走时给你多带些钱。”我
拿上父亲给的 1000 元去西安了。上班后我才
知道 ，1000 元是一般同事两个多月的工资 。
当时，一种很深的亏欠感袭来。

上班第一年的春节，我给父亲买了一件棉
衣，父亲让我退了，坚决不穿，说我乱花钱。

在外人的眼中，父亲如葛朗台一样是个
“守财奴”，但对于我和姐姐的婚事，他只看重
女婿的工作性质和人品。我们订婚前，他骑着

深沉的爱
毋紫萍

这不正是“马一角”马远的名作《寒江独钓图》
吗，诗画融合，尽显意境深远。触摸到我们心
底的正是留白。

前不久，我承办一起案件，两名犯罪嫌疑
人何某、冯某介绍租车诈骗的人给收车的人，
并在他们交易完成后收取好处费，但他们却鲜
少参与到收车的具体事项中。如何证明他们
对诈骗的事知情呢？对于中间人，仅仅因为他
们收取了介绍费就要求他们对转押车的合法
性负责会不会过于严苛？经过两次退查，仍没
有找到足够证据证明他们知情，最后只能对二
人作存疑不起诉处理。不钻牛角尖，不偏执，
以退为进，正是留白。

留白是半山间的一抹烟云，是海水中的一
角冰山；留白是一种人生态度，因为生活有遗
憾才显得真实完美。这小小的书局仅有方寸
之地，但满屋的书却让人感受到大江大海、浩
瀚星辰，这也是留白。

书局的一面墙上工工整整地写着一句话，
我特别喜欢：翻阅纸质书的时候，有一种无意
识的满足感。如果学会了对自己留白，不浮
夸，不骄躁，我们会发现，不需要对自己浓墨重
彩，却会在别人的眼中散发出不一样的光芒。

（作者单位：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检察院）

■心湖一泓■

■舌尖记忆■

人常说，大千世界食物呈现酸甜苦辣咸
五味，细想似乎独少了一味：臭，比如有人至
爱有人极厌的臭豆腐。

臭豆腐是我国著名的特色发酵食品，大
致可分为江南江北两派：南方人是热吃，要在
热油中过一下，或炒或炸，再蘸上些许佐料食
用；在北方，则是豆腐乳家族里的一种，无需
再加工，可以抹在窝头馒头上，或是拌面，亦
可入菜。我印象深刻的南方臭豆腐一个在南
京，一个在长沙；北方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北京
王致和臭豆腐了。

南京的臭豆腐有两种，灰白的嫩豆腐和
瓦灰的豆腐干；长沙臭豆腐最有名的地方在
火宫殿，据说毛主席年轻时常吃这里的油炸
臭豆腐干，解放后还去过，走时说了一句话：

“火宫殿的臭豆腐还是好吃。”
年少时，我在北京看见了装在坛子里的

臭豆腐，它的颜色呈灰青色，三公分大小，
整齐地码放着，盖子一打开，独有的臭味顿
时在空气中弥漫开来，成为寡淡生活里一种
特殊的味道，“臭豆腐、酱豆腐、王致和的臭
豆腐。”这句老北京颇为熟悉的吆喝声至今还
留在记忆中，吆喝里，臭豆腐是一定要排在
酱豆腐前面的。

说起北京的臭豆腐，就一定要说臭豆腐
的祖师爷王致和：王致和是安徽省仙源县（今
黄山市黄山区）的举人，1669 年（清康熙八年）
进京会试落第，因盘缠不足，只能一边刻苦攻
读一边靠着祖传的手艺卖起了豆腐。一天晚
上，豆腐还没卖完又舍不得扔掉，当年可没有
冰箱冷柜，如何保存呢？他便切成四方小块，
配上盐、花椒等佐料，放在一口小缸里腌上。
由于苦心攻读，后来就把此事忘了，到了秋天
重操旧业时，他才猛然想起还有那一小缸豆
腐，打开看时，却发现缸中臭味扑鼻，豆腐块
已成青灰色。

潦倒的他不忍丢弃，小心尝了一口，竟别
具风味，再送与邻里品尝，也无不称奇。再后
来，王致和虽潜心攻读却屡试不中，生活要继
续，总不能一棵树上吊死，他于是放弃仕途功
名全心经营起臭豆腐来，一段人生就此被改
变。文化人做起豆腐，一定有特别之处，王致
和的生意越来越好，1678 年（清康熙十七年）
在前门外延寿寺街路西开设了“王致和南酱
园”，由此他的名字与这个特殊的食物关联起
来。清末时，还曾作为御膳小菜被送往宫廷，
口味得到慈禧太后的肯定。据说慈禧特喜欢
吃臭豆腐，但她不喜欢臭字，于是就将臭豆腐
改名御赐了一个好听的名字“青方”。于是，王
致和成了臭豆腐的代名词，算起来，它与老字
号同仁堂同岁。

在许多人心里，臭是一种五味之外的奇
特存在，爱吃这个味道的人上瘾，不喜欢的人
嗤之以鼻。

当年的臭豆腐多是走街串巷售卖的，红
腐乳两分钱一块，臭豆腐三分钱两块，作为清
淡生活里重要的下饭菜、开胃菜，很多人家每
天都要买上几块。母亲年轻时做过运动员，行
为彪悍，口味重，小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极爱
吃臭豆腐。当她打开刚买来的热烙饼，再将半
块臭豆腐均匀抹开，味道瞬间在房间里散开。
父亲会立刻像弹簧一样跳起来去关窗户，生

臭豆腐
刘 梅

■春晖送暖■

怕邻居也闻到这个味道。有时，母亲还在饼中
间夹上两棵小葱，更令全家人避之不及。“顶
风臭十里。”我们声讨着。“你们不懂，这是好
东西，闻着臭，吃着香”，永远是母亲对我们鄙
视她的有力回击。

学者马未都先生讲过其知青生涯中的一
次恶作剧：将半块臭豆腐抹在宿舍的床板
下，床板都是电锯开出来未处理过的，麻糙
之极，臭豆腐用力一抹便深入胎骨，闻得到
却看不见，以至后来的半个月，每个知青走
进屋子都先吸鼻子，然后骂一句“谁拉裤子
了 ！” 但 同 时 他 又 说 ， 臭 豆 腐 习 惯 了 确 实
香，抹在窝头上算是穷日子的至味，尤其在
农村劳动回来。

虽味道特殊，但能够占领餐桌几百年，真
可以算是好东西了。有营养专家指出，腐乳以
大豆为制作原料，经过发酵工艺，大分子蛋白
质等物质被分解，更易被人体消化吸收，其中
经微生物或酶分解产生的多种氨基酸和多
肽，还有降胆固醇、降血压和抗氧化等作用。
现如今，通过现代生物技术，菌种纯度和质量
不断提高，形成王致和臭豆腐的核心技术，制
造出的臭豆腐具有特殊的硫酯香气，2008 年，

“王致和腐乳酿造技艺”还被列入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臭豆腐、酱豆腐……”岁月流转，街巷里
早已没了熟悉的吆喝声，王致和的臭豆腐也
从当年的罐装、管装，变为现在的瓶装，从以
前的果腹下饭，到如今的健康佐食，依然保持
着一个特殊存在。只是，“好像没有以前那么
臭了。”我对母亲说。

臭豆腐就贴饼子，熬一锅虾米皮白菜汤！
这是汪曾祺先生心中的“好饭”。我想，想念一
个味道，其实是想念一段时光，哪怕生活一片
贫瘠，心中却有万物生长。

探望母亲，我时常会带上一小瓶臭豆腐，
“下回别买了，上次你带的还没吃完。岁数大
了，吃不了那么多了。”说这话时，我发觉母亲
老了，而我也老了。

■百感世相■

上个月在婺城区中山西路上，一家留白书
局悄然开张。原木色的书架上，一本本书像一
颗颗安放得当的心。偷偷瞥一眼窗外的行道
树，郁郁葱葱，映在玻璃上的，是你我似笑非笑
的双眸。

在广州太古汇里邂逅了方所，在南京五台
山下寻觅过先锋，也在松江的钟书阁里消磨过
一个下午的时光。每一家书店都有着独特的
气息，或文艺或小资，或是浓浓的咖啡香，或是
满满的求知欲。用心体会和感悟，读到的是柴
米油盐的生活情趣，是诗情画意的浪漫追求。
手上的书不只是薄薄的纸，他们一张张带着指
尖的余温，轻巧地飞出装订线，像是庄周不经
意推开窗偶遇的蝴蝶。

何为留白？我试着问自己。
小时候我们都读过“孤舟蓑笠翁，独钓寒

江雪”，一幅寥寥几笔勾勒出的画卷在脑海中
缓缓展开：四周山峦起伏，浅浅墨迹晕散，在空
阔平静的江面中央，一位穿戴蓑衣箬笠的渔翁
在小舟上独钓，他身体略略前倾，全神贯注。
没有飞鸟，也没有行人，遐景苍茫，迩景孤冷，
失意与愁苦像是小舟旁那淡淡的几缕波纹。

人生几许留白
陈 诚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
制或转载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连载（七十三）
本栏目由文艺副刊部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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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交锋
王竟明眼睛红了：“你今天

是怎么了？”苏日亮说：“王书记，
这话在我心里憋了半个月了，本
来我是想回来参加生活会的时
候都说出来 。谁知出了这个事
情，你让我说……”王竟明感觉
出了苏日亮的虚伪。他警觉地思
索着，他为什么这样做呢？

王竟明一下子看透了苏日
亮的内心。同是西柏坡人，同是
烈士后代，对问题的看法差距咋
那么大呢？恐怕他是在心里迷了
路啊！

40

佟永林部分贪污行贿证据
的复印件落到了王云红的手里。

周蓉允许王云红在适当的
时候把这件事揭露出来。王云红
还摸不准什么是适当的时候。省
纪检委的人找她谈话，调查买卖
抓车中王竟明的问题。她马上就
明白了是佟永林和苏大庄在背
后捅的刀子。那一刻，王云红甚

至想把那几张复印纸交给省纪
委的同志，是一个电话打消了她
的这个念头。电话是珠海的客商
打来的，他们要账的可怜腔，令
她浑身起鸡皮疙瘩，决定是在瞬
间发生的，她要用这个证据向佟
永林索账。

王云红重又复印了一份藏
了起来，此刻已经是傍晚。她边
开车边给佟永林打电话：“佟乡
长，你听好，你马上把欠的账还
我，告诉你，你公款行贿的证据
在我这。我诈你？好吧，要不要我
背给你听听：1999 年 5 月 22 日，
从账目上支取现金 120 万元，送
给葫芦乡……你把钱给我，我就
把证据给你，否则，我就直接交
给反贪局长刘劲。”

电话里的佟永林声音颤抖
着说：“云红，我们谈谈，我把拖
欠的钱全部给你，我们什么地方
见面？”

王云红把车停在了葫芦乡
政府的喷泉广场。她说：“我知道
你有钱，请你在一小时之内把钱

如数送到喷泉广场。”
佟永林顿了顿说：“我马上

凑钱给你，你可别耍我，这样吧，
广场那里人太多，你半小时后开
车来华益钢厂吧。”

王云红在喷泉广场附近的
小饭店吃了点饭，就驾车朝华益
钢厂开，由于华益钢厂要搬迁到
南岗工业城，山洪冲击后，基本
没有整修 ，通往钢厂的路窄窄

的，路上很少有车经过，两旁是
黑压压的树木，王云红不由得心
慌起来。远处驶过来一辆汽车，
看灯光高度是辆卡车，那车像疯
狗般一蹿一蹿地扑过来，王云红
惊恐地按着喇叭朝路旁躲避着，
就在这时卡车呼啸而来，直朝她
的车撞来，挡风玻璃裂了，王云
红感觉汽车跳了一下，她像小鸟
那样从驾驶室里飞出来，摔在一

棵树桩上 ，树桩上马上鲜血一
片。

世界一片死寂，王云红什么
知觉也没有了。

大约半个小时后，刘劲坐的
检察院的汽车途经这里，发现了
路边一辆掀翻的桑塔纳，和躺在
几米开外的王云红 。刘劲惊呆
了，他急忙报警，又将头破血流
的王云红送到了葫芦乡医院。

那时候，王竟明正躺在床上
看书，他接到刘劲的电话，说王
云红被车撞了，情况非常严重。
王竟明放下电话傻了一样，忙不
迭地跑到客厅，他大声喊：“郝
芸 ，云 红 开 车 出 事 了 ，快 跟 我
走。”遇到急事，他的心里有些
慌，郝芸陪着他，就踏实多了。上
了汽车 ，郝芸不住地安慰王竟
明：“别怕，云红会没事的，那么
可爱的女孩子，老天爷怎么舍得
收她呢。“王竟明不说话，愣愣地
看着前方。

到了葫芦乡医院，段局长和
刘劲都在手术室门外等候着，王
竟明迎了上去，问情况怎么样，
刘劲白着脸说：“正在抢救呢。”
郝芸隔着窗子望着手术台上的
王云红，不禁啜泣起来。

刘劲把王竟明叫到医院外
的一个角落里，他说：“王书记，
我向你反映一个问题，这两天我
们一直在监视佟永林，监听佟永
林的电话，今天傍晚我们听到有
人打电话给他 ，像是云红的声

音，因为监听器出了问题，我们
断断续续地了解到云红在向他
要欠款，说自己掌握了佟永林贪
污的证据 ，要佟永林拿欠款来
换，佟永林说在半小时后到葫芦
乡华益钢厂见面，我带人火速赶
到华益钢厂，当时打算是在佟永
林拿证据的时候将其抓获。但我
们没有见到佟永林，也没有见到
王云红，就在我们无功而返的时
候，在半路发现了被撞翻的汽车
和不省人事的云红，我们发现云
红的皮包被人翻过，估计证据已
经被人抢走了。”

昔日的革命圣地西柏坡，在市场经济改革的大潮
下，也面临着环境治理等各种问题。新任县委书记王竟
明勇担责任，赢得人民的信任与爱戴，带领大家打造一
个新的西柏坡。全书始终围绕着“信任”，在结构、叙事、
人物塑造等方面有着独特的切入点，是一部具有深刻时
代主题与厚重历史感的精品力作。

自行车，迎着寒暑，多方打听女婿家的为人处
事等信息。当时我们还认为父亲太操心了，
但现实中一桩桩离婚案件的发生，让我明白
了“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的含义。

在我们成长过程中，父亲一直默默守护
着我们，我们成人了，他也在用这份爱守护我
们的婚姻。

纸短情长，唯有趁父亲还健在，给他更多
的关爱，愿他健康长寿，笑口常开！

（作者单位：陕西省扶风县人民检察院）

七月，苦斓花开的时节，二姨却走了。二
姨的命运如苦斓花，苦，酸，涩。

二姨七月出生，外祖父认为是好兆头，给
她取名“斓花”。平川的苦斓花和苦刺花一样
普遍，苦刺花三月开，素白色，因味苦刺中开
而得名。苦刺花可食用，亦可药用，平川人采
摘回来开水汆一下，再用清水漂上几道即可
吃了。苦斓花七月开，味苦，可入药，有清热降
火之功效，平川人采回，清洗晒干，可作常用
药。

三月摘苦刺花，二姨每年采摘很多，吃一
部分，剩余的大部分晾干；七月采摘苦斓花，
晒干备用。

每次我到二姨家，她都要送我一大袋干
的苦刺花，一小袋干的苦斓花。二姨说，好东
西姨娘没有，这些苦山货你们城里人很少吃。
我几乎不婉拒就收下了，二姨制作的苦刺花
和苦斓花，味苦，苦得正宗。每逢上火燥热，用
开水冲服，比药店的药还管用。

外祖父给二姨取的名字，并没有给二姨
带来好运。29 年前，二姨夫罹患癌症去世，二
姨膝下两女两子，只有大表姐成年，二表妹大
表弟还有残疾，小表弟才 5 岁。二姨夫不善劳
作，没留下什么家业，就半间瓦房，二楼还没
铺楼板，只用临时木板搭上。二姨夫不在那几
年，每逢春耕秋收，母亲带我们兄妹到二姨家
帮忙，二姨家土地多，劳动力单薄，我们早去
晚回不留宿，母亲留下陪二姨收拾家务。出工
前，二姨已拾好多菌子回来。我很疑惑：二姨
劳累一天咋还起得这么早？天不亮地不白怎
么看见菌子的？我们劝二姨：累得够呛，不要
再去捡菌子了。二姨说，家里没什么菜，没事，
同玩一样不累，我认得菌子窝，好比到自家园
子拿菜一样。二姨其实是把生活的艰辛和苦
难隐藏起来，把生活的苦轻描淡写，不诉苦，
毫不吐露心酸寒痛。那时的我竟然半点都没
有觉察。

二姨的命运如饱经风霜的苦斓花，一年
比一年苦。大表姐得了病，三十出头就早逝
了，没隔一年，大表姐丈夫也去世了，丢下一
对年幼的儿女，就丢给了二姨。二姨仿佛一下
苍老了二十多岁。除了干繁重的劳动，二姨还
要带娃儿，生活的重压，压得她喘不过气，很
少生气的二姨指着淘气的外孙骂：“一群讨债
鬼，我上辈子到底造了什么孽？欠你妈的！欠
你们这些兔崽子的！一欠就欠三代人啊！”

把外孙拉扯大，二姨本想喘口气，但外孙
的上学问题没容二姨喘息。二姨很重视外孙
的教育，她认为儿女们不读书就不成器，不能
再耽误下一代。二姨总讲：不让他们成才，至
少要让他们成人，废掉就丢爹娘的脸了，所以
一定要扶持他们读书，不扶是我的事，读得上
读不上就是他们的事了。二姨再苦再累，舍不
得闲一天，晴天打工挣钱，阴雨天管地里的庄
稼，还要采摘苦斓花。二姨采摘回来的苦斓
花，晒干，大部分卖了钱作外孙的学费，少部
分送亲戚，包括送给我的。

我收下二姨送的苦斓花，收得那么理所当
然。怎么就没想过，二姨为了采摘苦斓花，要翻
多少山越多少岭？要忍多少饥挨多少饿？在我
于心难安的夜晚，梦里出现二姨慈祥的笑容：
侄儿，拿着，这点山货对于我们庄稼人来说，不
值钱，再过几天，二姨上山捡菌子送给你……

二姨没上过学，不懂多少人生大道理，但
她像苦斓花那般独特、坚韧，从不向苦命低
头，不论山崖还是凹塘，落地生根，七月怒放，
不枉此生。

苦斓花已开，可惜二姨已不再，但愿二姨
永远逃脱这苦命，用她一生的苦换来一次甜，
永享清福！
（作者单位：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区人民检察院）

苦斓花
何学彦

■人间滋味■

院子后面那一棵小枫树，长得真不是地
方，母亲三番五次要我把它弄掉，我和妻子有
些于心不忍，一直敷衍着，拖了有好几年。

这棵小枫树，我们谓之“两头红”，春头秋
尾，满树的叶子都像抹了一层胭脂，阳光下血
红透亮，又像是燃烧着的一团火。那些日子，
一看到它，我心里就暖暖的。

但是，这棵小枫树命运多舛。开始它长在
院子南面，修建水池的时候，工人师傅想直接
把它扔掉，我没有同意，于是小心翼翼地把它
移到了院子的后面。过了两年，后面院子调整
布局，又不得不把它移到现在的这棵大树边
上。结果受了大树的“欺负”，一年四季它都很
难沐浴到雨露阳光，往日的胭脂红不见了，新
芽无精打采，老叶既黄又黑。

在我看来，所有的植物和动物一样，都应
该得到人类的善待和尊重。有时看到一些好
端端的植物被业主抛弃在院子外面，我就心
生恻隐。植物也是有生命的啊，怎么能随意处
置呢？在整理院子时，我的植物一棵也舍不得
糟蹋，有的送给了邻居，有的捐给了单位。

其实，植物也是有感知的，你善待它，它
会知道。

前些日子，工人师傅在院子里修剪植物
时，母亲还是坚持要把小枫树弄掉。看来，再
不给它挪个地方真的不行了，恰巧那一天隔
壁邻居家正在绿化院子，我便抓住机会向主
人做了推荐，谢天谢地，主人善解人意，欣然
接受了这一棵小枫树。

移栽的时候，我亲自护送小枫树到了邻
居家里，并和主人一道，培土浇水，认认真真
地把它栽到了确当的位置。现在每天经过那
里，我都要抬头看一眼这棵小枫树，主人是有
爱心的，天冷之前，给它裹上厚厚的绒布。我
相信，有主人的精心护理，明年春天这一棵小
枫树一定会生机勃勃，重放异彩。
（作者单位：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检察院）

小枫树
丁志方

■生生不息■

野渡 冯小燕/摄

金秋来了
带着浅浅的体温
和令人兴奋的色彩
这是收获的季节

无拘无束地徒步远方
小曲哼哈着
旷野当作剧场
石头给点赞
小草似粉丝的摇晃

金灿灿的稻谷在田中裸长
饱满的颗粒是人心所向
一阵小雨袭来
想必也是受邀了秋高气爽

步入一片林
已不记得它的名字
一片片落叶迎面扑来
不想躲闪，吻吧
那轻柔的一拂
足以让疲倦随了风

最大的盛宴
莫过于朋友圈微信分享

至黄昏才有了同伴
大雁赶着去赴约
跟不上的节奏告诉我走自己的路
别再错过一个没有目标的不见不散

（作者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人民检察院）

走过金秋
邱荣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