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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木染色生活
■ 盛 珺

岁月情怀岁月情怀

痴儿慈母
■ 冯梅华

母亲离开我们己有16年了，每
当我打开尘封的心门，母亲饱经风
霜、布满皱纹的脸庞，忙碌的身影，
总是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我哥
得病，母亲照顾、服侍 32 年。每个
日日夜夜，至今历历在目。

事情追溯到上世纪1970年，那
时农村人得血吸虫病的人很多，政
府从日本进口了一批用于治疗血
吸虫病的药，这种药杀虫效果挺
好，但不良反应副作用也多，容易
引起精神方面疾病，我哥服用后得
了精神分裂症，从此后厄运降临到
我家。那年哥哥22岁，正值青春年
华，本应有着美好生活，原定当年
12 月结婚，10 月发病，结果女方取
销婚约，不能怪女方，谁不想嫁人
嫁个好儿郎。第一次发病，哥哥把
家里家具都打坏，头撞着墙，撞得
头破血流，而他毫不知哓。最初一

个阶段父母亲无法接受这残酷的
现实，本性善良、勤劳、孝顺的儿子
疯了，人生毁了，母亲整日以泪洗
面，为儿子的不幸人生哭泣。

我哥病经专家鉴定是药物引
起的，但那时候国家经济基础差，
社会保障没有跟上，丧失劳动能力
没有生活补贴，只报销治疗医药
费，家中生活很困难，父亲出去工
作，照顾我哥任务落在母亲身上。
哥哥得病后时而糊涂，时而清醒。
糊涂时拳打脚踢母亲，把亲人当仇
人；清醒时抱着母亲失声痛哭，有
时躺在床上不吃不喝，昏昏沉沉。
母亲在床边喂水，喂饭，总是耐心
开导，宽慰他，只要好好吃药会好
起来的，对自己要有信心。其实这
是个善意谎言。

在照顾哥哥过程中有件事，使
我刻骨铭心，终身难忘，记得在

1975年7月，哥哥突然离家出走，音
讯全无，母亲拿着寻人启事，张贴
于车站、街道、行人集中地方，请人
画了像，向路上行人打听。7 月里
骄阳似火，母亲顶着烈日，冒着酷
暑，不停找啊找，急切盼儿归。每
天抱着希望出去，晚上拖着沉重双
腿失望而归，整整持续了15天。第
16 天，从北京传来消息，我哥在北
京一家面条店，身无分文，饥饿难
忍，偷吃了人家买的面条，被送到
派出所。后被警方作为流浪人员
送回来，看到身上散发着臭气，
衣衫不整，母亲既心痛，又生
气，失手打了一记耳光，然后失
声痛哭。可能在北京遭受了惊
吓，恐惧，饥饿，哥哥病倒了，
三天三夜昏迷不醒，母亲守候了三
天三夜，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为失
手打了他而自责。打在儿身，痛在

娘心，不停说话，呼唤他快快醒
来。这一声声如泣如诉苦苦哀求，
也许感动了苍天，把哥哥从死亡线
上拉了回来，第四天苏醒了。

2002 年 12 月 21 日，那年母亲
己经 81 岁，哥哥又发病了，一把火
烧光了家里家具及杂物，屋内一片
狼藉，自己躺在地上，母亲再也经
不起精神打击，一把火摧垮了母亲
坚强意志。23日下午，母亲一个人
无声无息，带着满腔不舍、伤感、无
奈，离开了心爱的儿女，撒手人寰，
与世长辞。

母亲去世后，哥哥成了五保
户，由政府送至养老院，安定下来。

32 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弹
指一挥间，但在母亲照顾哥哥的过
程中，32年，多少个不眠之夜，为哥
哥病情而担忧，从未睡过安稳觉。
农闲时，人家走亲访友，放松自己，
可母亲不能出去。碰到特殊事，非
去不可，也是匆匆去，急急回。

在母亲身上，让我感受到了她
的真挚无私，不求回报。母亲生前
是一个虔诚基督徒，一生辛劳，我
祈祷母亲在天堂安息。

色彩和布料是我们生活中必
不可少的东西，当这两者互相碰
撞，带给了我们无限可能，上周带
着孩子到奉贤图书馆体验到了这
种意外之下的惊艳——扎染，当各
个年龄段的孩子们在老师的娓娓
道来中跃跃欲试，我也忍不住上场
一试身手。

老师告诉我们，扎染工艺分为
扎结和染色两部分，通过纱、线、绳
等工具的运用对织物进行扎、缝、
缚、缀、夹等多种形式组合后，放入
煮沸的放有盐和燃料的水中进行
染色。看似简单的过程，由于扎结
的方法、织物的种类、染料的配比
及熬煮时的火候不同，最后呈现在
我们面前的花色各不相同、变化自
然、趣味无穷。各种布料上呈现出
的各种花纹所折射出的是来自千
年前不朽的传统文化和历史印记，
也是当今机械化印染工艺无法完
成的。

这次我们尝试的是最传统的
草木染，以纯天然植物作为染料，
很多我们经常看到的植物甚至平
常经常入口的食物都可以用来作
为原材料，它们所带来的纯净美是
完全意想不到的，蕴藏在那一方小

布中的大自然的气息扑面而来。
整个过程其实并不难，染料和

水，绳、夹子和布，按照自己的心意
随意打结、扎绑，最后带上手套将
布浸入染料中，像煮菜一样放在小
火上“慢炖”，每隔5分钟左右将布
料翻转一下，大概20分钟后取出布
料、洗去浮色、打开绳结，惊喜在这
一刻展现……

“盛年处处绽蔷薇，人生时时
有惊喜！”扎染，就如同人生，总是充
满着意外，无论你如何构思、如何想
象，最后打开绳结的一刹那，你会
发现它永远不会是你脑海里最初
的那一个，但是当你看到自己的作
品时，还是会情不自禁地爱上它。
因为，有意外和惊喜的人生，才会让
生命变得精彩纷呈、意义非凡。

当我们沉浸在千篇一律的生
活中，每天对着电脑、手机按部就
班地做着每一件既定的事情，总会
萌生出一种疲惫感，想要逃离但又
不得不委屈着自己，此时的我们忘
记了平凡的生活中也有惊喜。

惊喜，犹如每一件扎染作品，
从来都是美得意外、美得独特、美
得不可替代。当看着通过自己的手
做出来的作品，那种穿越千年的文
化沉淀下的神秘感，那种孕育着自
然属性的亲切感，让我们的身心都
得到了放松。在快节奏、高压力的忙
碌中，感受一份宁静、一份自在、一
份享受生活的乐趣。好比你精心浇
灌的一颗花蕾，在绽放的那一刻送
来的一个又一个的惊艳，惊艳了你
的世界，带来了一份特别的感动。

“无径之林，常有情趣；无人之
岸，几多惊喜。”生活就是如此，它
有许多乐趣，也会带给你诸多惊；
生命就是一场奇遇，用心感受，会
有属于自己的惊喜！

瞩望青菜
■ 高明昌

人生百味人生百味

春暖是作用于心的，其他不说，
衣服一件也不减，人走路的样子、面
部的表情、讲话的节奏、拿东西的动
作，开空调的次数与时间，统统有所
两样，这是我年初三回到老家发现
的秘密。当我在菜园看到青菜时，
心里荡漾起一种走过阴冷岁月的温
暖喜悦。我感觉到了人类精神领域
等待与期盼的坚强，人类物质领域
追求与实践的急切。人的期待充满
神奇，而期待一定如意。一个节气
还在过渡当中，那个与生活、生命相
对应的时光已经来到你身边，这一
切已经真正成为一种燃烧希望、感
觉美妙的形态，它类似于我小时候
筑了堤岸拷鱼，下了渔网捉鱼一样，
最后总能看见鱼、捉到鱼。现在，在
绿茵茵青菜的神态里、颜色里、情势
里，我看到了时间带给植物，带给人
类的那种瑰丽。

青菜是从土里长出来的，而在
这之前，是母亲用锄头翻开一片片
的泥土，捣碎、晒干，让太阳的光晒
进去的，让温暖留在土里的。那时
候，脚底踏的是土，手里捏的是土；
白天看的是土，晚上看的是土；阳光
下看土，下雨天看土，落雪天看的也
是土。四时的日子里，风刮过，雨淋
过，雪落过；冷经过，热经过。看上
去是时间的流逝，是环境的考验，其
实是一个漫长过程的历练，逃脱不
掉的。母亲说，种菜想吃菜，是可以
吃到自己种的菜的。这样说来，种
菜的过程是有点意思的，而结果是
有点意义的。种菜是体力活儿，脑
力其次，母亲的脑力够了，菜种好
了，天天看看青菜，就是天天等待一
个开心的日子。母亲笑咪咪，大棚
里的青菜不是天底下的青菜。天上
的阳光、雨露、霜，都让大棚隔离了，
隔离了就有距离，这距离确实无关
青菜生死，但有关青菜质量。

我们要感谢母亲，同时要感恩

土地和上苍，感恩它们给了我们时
空以及心情的变化。人的心情是随
着青菜的大小、粗细、矮短的变化而
改变，而这正是生活的另一种形式，
从一粒菜籽，变成一棵小苗，再变成
一棵大菜，从只能看到可以吃，到可
以吃到可以吃好的，比如菜甜了，除
了天地的恩赐，就是人的劳作。清
晰记得，什么时候要间苗、锄草，什
么时候要浇水、浇粪，都是二妹在母
亲的吩咐下完成的。这是一代人给
一代人传承生产的技艺，但把握好
青菜需求营养的时间、分寸，是人在
寻求与自然适切的机理，诡异而美
丽。所以想，青菜的生长充满了奥
秘，探究是必要的，扭转是愚蠢的。
青菜的起蕻只能是在立春里，用其
他手段提早摘到的菜蕻，不可能是
自然的菜蕻，而是化肥的催生植物。

青菜终于开花，那是沐浴霜迹
以后的结果，如何开法？青菜自得
知。我一直以为青菜开花是青菜生
命激扬的一个表现，也是生命走向
衰老的一个特征。青菜要开花了，
我们叫做青菜起蕻了，这起蕻的青
菜自是另一番的情景：矮桩般的样
子，结实可爱，中间突突地长出了几
根菜心，筷子般粗细，下粗上细，向

上伸去，一派锐不可当的架势。开
花了，花朵微小，几朵连着开，第一
朵长在最长的菜杆上，先是青色的，
后有点黄，有点红；猎猎风口里，不
弯斜，不弯曲，总好像对着太阳挺立
着身板。我看见菜花的时候，我就
坚定不移地认为，这是青菜赠给我
们的最后一道佳肴。后来的青菜，
与我们的老人一样，代表尊严的外
貌就此不忍卒看，但生命依旧灿
烂。这是对的，灿烂有个时间段，人
与青菜毫无两样。

一棵棵青色的菜，一朵朵鲜嫩
的花，把一个个的季节送到我的身
边，让我看见了青菜的整个生命起
源与消亡的过程，而春节里对青菜
花朵的瞩望，使我对青菜的生长有
了新的理解，我由此养成了低头瞩
望的习惯。平日里，我们习惯了对
天空的仰望，习惯了对雨天晴天的
评价，习惯了乍暖还寒的议论，为什
么不愿意对一棵青菜表示自己内心
的尊敬呢？青菜长大了，起蕻了，开
花了，一种生命状态变换成了另一
种的生命状态，都是值得庆幸与赞
美的。想到这里，真想说，让我们一
起去看看青菜。相信长久的瞩望，
我们还会发现生活的其他意义。

■ 吴思梁

亚丁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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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儿歌

PK飞花令
“举头望明月”，
“月是故乡明”；
“明月几时有”，
“僧敲月下门”。

我邀请爷爷，
PK飞花令。
爸妈作嘉宾，
奶奶主持人。

三代学书法
爷爷柳公权，

爸爸颜真卿，
妈妈赵孟頫，
我家王右军。
和而有不同，
个个精气神。
洗笔池中萍，
花开淡墨痕。

齐颂习大大
姐姐弹钢琴，

弟弟弹吉他；
我把二胡拉，
拉到维也纳！
除夕大会串，
天女妹散花，
同唱新时代，
齐颂习大大。

望海阁闲望海阁闲 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