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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福，本地人，矮小清瘦，约
莫七十，是个小老头。据说，他年
轻时候生过一场大病，中年时不幸
离异，一个人日子过得清苦。很多
年前，他就每天骑着一辆破旧的脚
踏三轮车，在农贸市场和我居住的
小区周边进进出出，收废品。

常福的脚踏三轮车常常停在小
区东面的巷子里，电线杆下，紧贴
着墙壁。他肩上驮着一杆大秤，秤
杆挂在胸前，秤砣吊在背后，到处
逛，见什么废品就收什么。闲时，
他会把硬纸板铺在车斗里，蜷着身
子，一手枕着头，打盹，样子很像
一只煮熟的虾。

我们小区的人都认识他，不管
大人小孩都叫他常福。要是连续几
天没看见他，许多人就会互相打
听，常福呢？常福也认得我们，但
不知是他生来木讷还是生活变故，
他很少与人交流，即便后来认识时
间长了，见面也是“嘿嘿”一笑，
顶多再加一句“上班啦!”“下班
啦！”

黄昏，我下班回家的时候，常
能看见常福在整理废品。一些纸箱
横七竖八地堆着，大大小小的矿泉
水瓶饮料罐躺了一地。常福正躬着
腰把纸箱拆开压扁，一个一个整整
齐齐地叠起来，用绳子扎紧，放进
三轮车里。收获好的时候，车上的
硬纸板叠得高高的，车子一动，一
捆捆硬纸板摇摇晃晃，就像要掉下
来似的。

早年有一次，我领着孩子在巷
子里玩，四周无人，只有常福在不
远处整理纸箱。只见他拿着一个蓝
色的洒水壶朝硬纸板上洒水，然后
又拿干的硬纸板覆盖在上面。我一
开始觉得纳闷，然后就明白了。看
起来这么老实的常福，居然也有这
种小伎俩。常福专注地整理着，也
没注意到我，等发现我时，尴尬地
笑了起来，又赶忙逗孩子来掩饰。
他嘻嘻笑着，按起喇叭招呼，来
啊，来坐三轮车。小儿无忌，噔噔
噔跑过去，往他车上扑。

不久后的一个星期天，我和婆
婆整理房间，整理出许多旧书报和
废纸，婆婆说出去找一个人来卖
掉，很快就把常福领进家来。常福
一进门就帮我们打捆扎绳装袋，很
卖力。我想起硬纸板上洒水的事，
便在常福称重时留了个心眼。袋子
大，常福人矮，他踮起脚尖，吃力
地提起秤杆，才使得袋子离地。他
把秤砣压得很低，分量秤得很足。
看着常福因用力而青筋暴露的脖

颈，我为自己的小心眼生出一丝愧
疚来。

我婆婆打趣他，听说你往硬纸
板上洒水啊，脑筋蛮好用嘛！常福
听了，露出害羞神色。我婆婆端来
小凳子，递上一杯开水，常福坐在
小凳上诉起苦和检讨起来。他说，
农贸市场里硬纸板多，一些外地人
都在收，他们结成伙，收购时“瞒
秤”，卖前“洒水”增重，价格竞
争也激烈，我没法子啊，现在我想
想，做人做生意都不能这么贪小。
听了这席话，婆婆倒是同情起常福
的不易来。

一来二去，常福成了我们家的
常客。那时孩子年幼，尤其喜欢坐
他的三轮车，每天眼睛一睁开就嚷
着要出去找常福阿公。有时，常福
和孩子这一老一小会坐在车斗里，
屁股下垫块硬纸板，纸板上倒一捧
瓜子，你一颗我一颗嗑起来。小小
年纪居然也学会了嗑瓜子，经常满
嘴的瓜子壳，还不舍得吐出来。遇
上孩子不肯睡午觉，常福就蹬着三

轮车带他出去兜圈。三轮车车斗里
坐着奶奶，奶奶抱着小孩，往往没
骑出多远小孩子就迷迷糊糊睡着
了。常福再调转车头，把祖孙俩送
回家。

一开始我们家的废品是卖给常
福的，后来就直接送了。常福这人
很识相，看我婆婆不收钱，就经常
往我们家门缝里塞东西，有时是一
颗大白菜，有时是几斤土豆，也有
可能是酱油米醋。有一回，居然是
六瓶玻璃瓶装的啤酒，门一推，酒
瓶咣当咣当滚开去，我婆婆纳闷了
好一会儿，后来才晓得是常福拿来
的。常福最喜欢吃红烧肉，每次家
里做，婆婆就盛一小碗给他。常福
也不推辞，开开心心地收下，连声
说，谢谢谢谢，今天有口福了。

认识常福二十来年了，这么多
年，我再也没见过也没听说过常福
往硬纸板上洒水，他买卖公道，为
人实在又勤快，谁家要用三轮车运
送个东西什么的，喊他一声，他总
是热心相助。我们小区里大部分住
户好像已经少不了常福这人似的，
平时大家都等着把废品卖给他。

农贸市场几年前搬迁了，常福
为了谋生，也跟着到那边收废品去
了，我们这一带很难再见到他，但
我们家已经习惯把旧书报废纸攒起
来，然后托人带口信给常福叫他拿
走。最近我都没碰到他，听我婆婆
说，常福换了一辆电动三轮车，开
起来飞快。

常福
金 静

一头天然卷发，穿着镶荷叶边
的泡泡袖白衬衫，劳动布背带工装
裤，一双丁字形黑色小皮鞋，白色
蕾丝边棉袜，皮肤雪白，眼睛微
凹，小巧而笔挺的鼻子，啧啧啧，
洋气得嘞⋯⋯她叫林影，小学三年
级转入我班，原先在上海读书，父
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标准的上海
小姐，让宁波小城人开了一次眼
界。

彼时正在上映越剧电影 《红楼
梦》，因为倾慕大观园里千金小姐
长裙曳地、环佩叮当、水袖飘逸的
模样，我和林影把长纱巾系在腰间
做长裙，捏着手帕，迈着碎步，扮
演“小姐”。林影画古代仕女，那
乌云高堆的各式发髻，笔笔细腻，
丝丝入扣，我惊讶她怎么能画得跟
连环画似的？见我也热衷绘画，就
赠了一本花卉白描书，这是我第一
次收到一份像模像样的礼物，难言
的惊喜！从此，我以更高涨的热情
投入绘画中，把那本白描书从头到
尾临摹了一遍，天天画到晚上十点
才睡觉。

林影是独生女，在我们那个年
代极为罕见。当她长成亭亭玉立的
少女时，容貌颇像 《泰坦尼克号》
中的露丝，如一朵散发着浓香的玫
瑰。花儿太美艳，蜜蜂蝴蝶围着
多。她与一个男孩相恋后，遭到父
母强烈反对，外表温顺的她实则很
叛逆，越反对就越对抗。慈父严母
横竖管不住她了，后来的她是否明
白？她，输了，那人很低，低到尘
埃里去了。

岁月似水，友谊是茶叶，没有
新的茶叶放进去，终于没了茶味。
也许她不乏奉承与关爱，并不在乎
我这个普通朋友吧？听到她生病离
世的消息是在多年后的一次同学聚
会中，我十分吃惊。之后一直在回
避，但挡不住她在我的脑海中越来
越清晰明丽。每当想起那一句调侃

我是“木笃笃噶人呐”时，痛，终
于被一点一点地释放出来。打开抽
屉，翻开一本包着彩色年历纸的软
面抄，画着横格线的纸已起点点黄
斑，上面写着：“在广袤的原野，
彩霞映着蔚蓝的天，天尽头，百鸟
齐飞，一只白鹤翩然而至，鹤背上
坐着一位美人，她白衣飘飘，云鬓间
斜插一枝凤凰金钗，凤凰嘴里含着
一串珍珠，那珍珠一颤一颤⋯⋯”那
时的我已开始学写玄幻小说，而小
说的女主总是以她为原型。只是，
我从未与她说过。而那本白描书的
订书针都生锈了，书，散架了，页
面却依然很新。

每天下午三点，有一只容貌秀
气、身材苗条的小狗，极斯文地站
在楼下的大门前，用企盼的眼神向
里探望。邻居说，它是来找八楼那
只狗玩的。有一天，“八楼汪”被
主人带到外头去享受农家乐，“斯
文汪”就一直等着。它的身影写着
满满的孤独，门每打开一次，它的
眼睛一亮，尾巴乱摇；见出来的是
人，它的眸子又暗了下去，直到天
黑，主人唤它回去，它才依依不舍
地离开，失落的模样就像以前兴冲
冲地到林影家去、却被告知不在的
那一刻的我。

日本电影 《四十九日的食谱》
中有一位叫乙美的女士，在七十岁
时去世。亲人在她死后第四十九
日，做了一场别 开 生 面 的 佛 事 。
乙美的养女百合子制作了一张年
事表贴在墙上，年事表有七十个
格 子 ， 表 示 乙 美 从 一 岁 到 七 十
岁，亲朋好友回忆在哪一岁与她
相 识 并 或 彼 此 发 生 过 难 忘 的 事
儿，就把这件事记录在那一岁的
表上；七十格，都填满了，大家
吃吃喝喝，唱唱跳跳，欢快地回忆
着乙美。最后，众人在 《回忆故
人》 的音乐中，齐齐地轻歌曼舞，
深情地结束了这场拜祭。

普通人不一定拥有可歌可泣的
事迹，但都有让别人记取的温暖，
所有人的人生，是一本现实主义小
说，我喜欢这种平静而真挚的怀
念。

早年，填写各种履历表时，要
填一个证明人，我写的始终是林
影。那么喜欢跟她在一起，跟她在
一起没有压力只有快乐。我不再困
惑“为什么总是我先想着你？”其
实，她又何曾辜负过我？

耳畔响起夏川里美唱的 《泪光
闪闪》，明快的节奏中隐藏着无尽
思念。此刻的我亦泪光闪闪，泪珠
里泛着欢乐的光彩，记忆停留在第
一次见到林影的情景：卷发、镶着
荷叶边的泡泡袖白衬衫、背带工装
裤、丁字形黑色小皮鞋、白色蕾丝
边棉袜，白瓷般的脸蛋，天真的笑
容，如一个美丽的洋娃娃，仿佛，
她从来未曾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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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腊月，你感冒了。在卫生
院挂了两天盐水，还是气喘，我们
陪你去市二院看急诊。傍晚，急诊
室里人头攒动。验血、CT、心电
图⋯⋯一系列检查，你坐在输液室
里挂盐水。我问你，要不要买点吃
的？你摇摇头说不饿。小蔡从电脑
包里摸出几块饼干，那是三个多月
前，一朋友儿子结婚时送的。你微
笑着说：“好，一人一包。”我撕开一
包，递给你；又撕开一包给你⋯⋯撕
开第三包时，你非要我吃，我咬了半
块，将剩余的塞进你嘴巴。你说：“多
像当年我喂你吃小笼包子啊。”我明
白，你说的是骑着自行车带我去开
明街面食店吃包子的事情。

儿时的记忆已经模糊，我倒是
记得你每次从上海出差回来，总会
带两袋饼干，有时是万年青饼干，
有时是苏打饼干。你总说：“阿君
送的。阿君说，一袋给阿姑，一袋
给孩子们吃。”你说的阿君是我的
姑妈，阿姑是我的外婆。你剪开纸
袋，分给我们姐妹两三块饼干。常
常是舌尖还留着饼干的余香，我们
姐妹仨屁颠屁颠从筱墙弄出门，去
陈家桥巷的外婆家送饼干。

因为工作的缘故，你经常去上
海出差，我们就这么隔三岔五享受
着你从上海带来的美味。直到有次
我去上海置办嫁妆，与你一起买苏
打饼干，才知道儿时的饼干并非姑
妈所送，而是你自己买的。明明自
己买的，干吗要以姑妈的名义？我
好生奇怪，你笑而不答。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饼干
无疑是奢侈品。更何况，你一直是
那么节俭，节俭得近乎吝啬。

搬新家不久，崭新的门铃突然
“坏”了。打开铃盒，发现里面电
池不见啦。原来你认为装门铃纯属
浪费，“敲门就好啦”，于是悄悄取
出了电池。还有你的手机，不是机
主不在服务区，就是忙音无人接

听，究其原因是手机经常没电。而
你总以“忘了充电”来掩饰。曾经
我是多么理解不了你的抠门，也没
少责怪你。你总是乐呵呵的，很少
打骂我们，唯一例外是碰翻了你的
酒杯。在买酒凭票的年代，一张酒
票舀一斤老酒，你能喝上三天。有
次，我不慎碰翻你的酒杯，你赶紧
低头吮吸桌上的老酒，还拿起筷子
敲了一下我的头，骂道：“介毛手
毛脚。”

记忆中，你还发过一次火，那
是阿娘 （即宁波话奶奶） 扔掉了一
罐盐水蚕豆。那时候罐头食品属于
稀罕东西，当阿娘想吃那听盐水蚕
豆时，发现铁罐已经凸起，于是扔
掉了过期产品。你舍不得扔，为此
还发了火。我曾以 《吝啬犹如葛朗
台》 为题，写你买新茶喝陈茶的轶
事，表达对你的不理解。后来，听
姑妈说起两件事，颠覆了我对你的
认识。

前 一 件 事 发 生 在 1956 年 春
节，上海的姑妈要结婚，阿娘因为
没有盘缠，正为无法参加女儿的婚
礼而发愁。按婚俗，你作为阿舅也
要置办一套行头。当时因为阿爷生
病早逝，家境窘迫，你只得卖掉心
爱的自行车，作为全家上海之行的
花销。你自己则向朋友借了一件呢
绒大衣。另一件事是，你在姑妈处
偷偷寄存了 48 元“小货铜钿”，说
这笔钱给没有劳保的阿娘备用。多
年之后姑妈透露了这件往事，我感
动于你的一片孝心。

在送给亲朋的礼物中，我最喜
欢送饼干，也不管对方喜不喜欢。
想必这一定受了你的影响吧。可我
怎么也想不到，医院输液室的三块
饼干竟是你我最后的共享。屈指算
来，你离开我们已有三年多，可我
觉得你仅仅是出差而已，哪天回
来，又会给我们带来苏打饼干抑或
万年青饼干。

父亲·饼干
王 静

闲来无聊，读诗消遣，看到黄
庭坚的 《水调歌头·游览》：“瑶草
一何碧，春入武陵溪。溪上桃花无
数，枝上有黄鹂⋯⋯”不由得想起
了故乡奉化大堰。

那儿是四明山和天姥山交会
处，四明山东麓有个小峡谷叫石大
门，峡水下注的流域叫柏坑，溪曰
柏溪；天姥山东麓有座镇亭山，水流
湍急，山高水长，叫镇亭溪。两溪在
大堰合流，统称大堰溪。大堰溪全长
十公里，在南溪口与来自新昌的剡
溪合并，统称南溪。这是一条我们大
堰人的生命线，也是我童年的梦幻
线。故乡的春天一碧千顷，翠烟缭
绕，繁花似锦，鸟鸣谷应，是一点
也不比黄词所记的武陵溪逊色。

说实在，武陵溪到底有多少看
点，谁也说不清道不明，倒是我的
故乡很值得一探究竟。故乡的桃花
源全长约三十公里，其中十公里是
一个壶状峡谷，文人们称它为冰
壶，两头小，中间大，颇像一只漏
水的壶。夏天走过廿里横山，寒气
袭人，暑热全消。

壶底出水口叫广渡，广则广
矣，但要过渡，绝对无法坐船或坐
轿。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宽约
六十米的渡口上仍没有桥或竹排之
类的交通设施，水面上只露出一长
溜不规则但大体平稳的石步墩，供
行人过溪。溪水一般不会漫过石步

墩，人行其上，如跳伦巴。一个秋
高气爽的日子，我曾壮着胆子走过
一回，听着水声风声鸟声，看着蓝
黄赤白彩锦变幻的倒影，不时有石
斑鱼在细石间出没，小螺蛳悠闲地
在石步墩上游移，一缕甜醇的滋味
从脚心渗入肺腑，不由得心旷神
怡，飘然若仙。

广渡两端有狮子山和白象山对
峙，人称“狮象守门”。由此往西
南步行八里许，溪边矗立一巨石，
石上镌刻着一首古风长咏，把冰壶
两岸的风光尽揽篇内，故曰诗岩。
诗人仿佛是从头到尾飞越冰壶的，
其中有“大小万竹望不见，上下牢
岩过若飞”等名句。传说诗岩下有
个深潭，潭内住有仙姑，她曾发愿
说，要是有人能一口气读完长诗，
就嫁给他。许多书生秀才无缘一睹
仙姑芳容，倒有一位和尚一口气读
完长诗，仙姑出水一看是光头，便
骂了一声“贼秃！”沉回水底，从
此不再露脸。有老人言之凿凿，诗
岩 直 到 上 世 纪 50 年 代 还 完 好 无

损 ， 可 惜 ， 我 60 年 代 初 就 读 县
中，徒步往返过无数次，只见“冰
壶”口被黄泥乱石填充成大坝，诗
岩始终无缘谋面，想必做水库时被
化成大坝基石，与水库底下的仙姑
长相厮守了吧。

过诗岩行八里，便是冰壶口
了，口外有两条溪水交汇。由西南

向东北的是大堰溪，由西北向东南
的叫南溪。南溪发源于新昌雪窦，
与蒋氏故居所在地剡溪同出一源。
它们的分界线在距离宁波西南五十
公里的剡界岭。雪窦之水行到界岭
折成两支，一支与剡溪合流自西向
东出北溪到江口汇入县江，另一支
由西向南流经万竹南溪入县溪，故
旧时称北边的剡溪出口为北溪口，
南边的雪溪出口为南溪口。

如果把南溪比作初涉江湖的莽
小子，那么，大堰溪便是个纯情清
丽的山里姑娘。溪两岸，是姑娘精
心缝制的嫁衣。三夏无风而凉，四
季花果竞香，五谷随心点缀，菜蔬
着意成行。看不尽山清水秀，数不

完林葱竹翠。
大堰溪遇上南溪之后，那较劲

功夫真叫汹涌澎湃，两溪磨合阶
段，把“冰壶”口外的那些大丘小
谷荡涤得斑驳陆离，两水纠缠，一
泻五里，在一座高耸的悬崖前突然
扭头，折了 180 度，兜兜转转地进
入曲颈大肚的“冰壶”后，才融为
一体，载歌载舞二十里，流入县
江。两水相撞扭头的崖壁叫“响水
岩”，那音响之大，用曾巩赞誉雪
窦千丈岩瀑布的诗句“四季雷声六
月寒”形容最为恰当。

转过南溪口西行，柳暗花明又
一村：一个蕞尔平原展现眼前！平
原百余顷，西端有一条宽约 2 米的
堰渠把一部分溪水揽入田间小水
沟，大堰溪顺着平原北沿的房屋逶
迤而下，把小平原滋润得花团锦
簇。这条堰渠修筑于宋元年间，山
里人从没见过这么大的水利工程，
就叫它大堰。如今，大堰已发展成
为奉化境内小有名气的生态旅游胜
地，外地旅客熙来攘往，风景四季
如画，山水不调自香。特别在春
季，除了满地油菜花、茶花、桃
花、李花，还有漫山遍野的杜鹃
花！若是黄庭坚在世，我想明白地
告诉他，这里就是白云深处，这儿
的花红确实会濡湿人衣，但不会玷
污您的清白，人生难得闲适，莫忌
飞短流长。

大堰览胜
山 人

夏天过后
是秋天
唯有季节一如既往
这个秋天我去山里

姐在山里
安静是她的全部
几个朋友轻声地商议
献一束山野的鲜花吧

走过许多的沟壑 山坡
这个秋天的山谷
只有蒙尘的绿叶
空气干燥得让人烦躁

只有木槿花还在开放

在僻静的角落
这朝开暮谢的花
无声地坚持她浅红的颜色

轻轻地放下
姐：

花很美 带着生命的气息
这是我们的全部

第三个清明

已是第三个清明了

这时间让我虚脱
姐，什么都别说
听一曲你常唱的《梅娘》
哀婉，柔情

现在，我在坟头
石砌的线条又尖又硬
清明的雨水里
一座浸湿的坟墓
你在墓中不再理我

我们从未如此狠心
一阵迟缓，犹豫
回去吧，留坟在山上
回首，只有祭献的白菊花
在墓前闪光

木槿花（外一首）

蔡峥峥

2016年9月，姐的年轻朋友好好，专程从江西来祭奠姐，与石头
大姐、周伟平老师一起去了姐的长眠之地。这是姐走后两个月首次有挚
友去看望她，此情此景令我唏嘘。

桃花流水鳜鱼肥
李羡唐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