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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日面 长寿面
■ 潘家龙

一伤香葱一份油，几滴酱油加鲜头；要问

味道好勿好，自家欢喜顶重要。从我记事起，每

逢家人生日，母亲总会做面条给我们吃。这是

家乡人的一种风俗习惯，过生日吃面条，寓意

人长寿。

面条这种食品不仅做起来简便，营养丰

富，而且被演绎成故事，赋予了人文内涵，“长

寿面”之说就是如此。传说汉武帝时，有一天议

完朝政，君臣们开始闲谈长寿之事，有人说脸

长可以长寿，有人说人中长可以长寿，有人说

耳垂长可以长寿，君臣们的议论传到民间，逐

渐变样，把脸换成了面，说成面长可以长寿。人

们为图吉祥，为求长寿，就渐渐形成了在生日

这天吃面的风俗，而且这天的面条要擀切得越

长越好，以面长寓意寿长。

彼时年幼，母亲常做手擀面给我们吃。母

亲用白瓷大碗在面袋中盛两三下，倒于面盆中

勾兑少许热水，然后揉成圆圆的面团子，还要

加入适当的碱和盐，碱是骨头，盐是筋，这样做

出来的面才吃着筋道。不一会儿，那圆润的面

团在母亲的手下，就被擀成了很薄很薄的面

片，再提起菜刀，在一阵轻快明了的厨房协奏

曲后，呈现在眼前的就是整整齐齐，宽窄有序

的面条了。此时，我早已经把土灶铁锅里的水

烧开得呼呼作响，将葱蒜盐和酱油准备好，将

洗好的菠菜码好，等着下锅。

少时，将面条逐一散入锅中，用竹筷飞快

的搅拌几下，大火煮，待到水蒸气将锅盖向上

掀几番之后，加两次冷水，就可以起锅了。一碗

热腾腾的水煮面条，伴着绿色的菠菜，看起来

无比动人，再将早前准备好的调料浇在上面，

吃上一口，回味无穷！小时候，母亲总是会变着

花样的做出许多好吃的，让我们兄妹们馋嘴不

已，虽然食材是那么单一和乡土，但满满的都

是爱和回忆！

那一年，刚上小学五年级。一天，骄阳似

火，我照例在外割草回家。刚到家门口时，母亲

连走带跑上前将我肩上满满的一花袋兔子草

放下来，一边充满无限疼爱的语气对我说：“小

弟弟，快去洗手洗脸，阿妈今天给你弄好东西

吃。”

听罢，我顿时精神一振，忘记了刚才的困

乏与疲劳，睁大双眼仰望着母亲，迫不急待地

问“阿妈呀，您给我做啥好吃的？”“面条，今天

是侬生日呀。”母亲布满皱纹的脸庞带着慈祥

的微笑，用她那长满老茧的粗糙的右手，亲切

地拍了拍我的脑袋回答道。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那年是我们大队有史

以来第一次安装面磨机和面条机。从此，农家

人吃面条再也不用擀面杖了。我还记得，那天

在家吃的那碗生日面，浇头是母亲用酸菜肉丝

炒的，在浇头上面还放了个荷包煎蛋，除了这

两样，面条只有浅浅的小半碗。而当时那面条，

因小麦脱麸技术和面条加工工艺落后，那面条

既粗且黑，简直就是和着麦麸做成的，质量极

差，一下锅就断节糊汤。因此，农家人戏称为

“寸金面”“糊汤面”，可那时却是我所有吃过的

最稀奇珍贵的可口美食了。

在此后的近十年里，由于生活物资仍然很

匮乏，吃面条，尤其是吃上白面条，仍是农家人

的一大侈奢欲望。但每年我过生日，或者碰到

家里来了客人，母亲宁可自己不尝一口，也要

设法为我准备一碗香喷喷的白面条。

如今，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面条也由那时的稀罕之物，演变成花样繁多

的“名门望族”。其质量从标准粉到上白粉、

精面粉、荞麦粉、鸡蛋粉等面条应有尽有。

规格上有宽刀面、中刀面、细刀面和龙须面

之分。食法上也有肉丝面、牛肉面、炸酱

面、炒面、凉拌面和方便面等等，但却怎么

也品味不出那时吃面条时奇妙而美好的感

受。但我却从中品味出了人间真谛：没有任

何珍贵的食品比温馨的家庭更有滋味，也没

有任何佳肴能够比亲情更香更甜蜜。

人生百味人生百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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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感悟心灵感悟

■ 王国兴

行走在浦江第一湾

黑暗之中，温暖的大手向我伸来，感谢的

言语如碎石堵在唇齿间。回首那一幕，他的

脸颊上，也许是泪，也许是汗，交织在了一

起，眼眶中充斥着血丝，透过他的眼睛，我

看到了……

初春的暖阳驱散了严寒，沐浴着世间万

物，湿润的土地上迸出了嫩绿的新芽，一切

都那么富有生机，可人们并没有体会到。疫

情肆虐，抢走了属于这个春天的一切，数量

如此庞大的确诊病例使得上海，这座魔都也

无可奈何，只能让市民们“足不出户”。

但是新的问题接踵而至：市民们的生活

物资失去了一定的保障。于是政府决定给每

家每户都输送一些基本物资。听到这个消

息，我们小区立马有许多热心人士站了出

来，主动要求为大家分配物资。

蔚蓝的天空中几朵白云走走停停，不时

有几只离了群的飞鸟掠过这蓝白一幕，不知

谁在屋顶上放了一壶酒，白云喝了，醉成了

晚霞，晚霞轻抚夕阳，那片苍穹成了暖色调

的，暮色苍茫……

几辆装满货物的货车逐渐放大，停在了

小区门口。身着防护服的志愿者们有条不紊

地处理着这些物资，随后以最快的速度分发

给每一位居民，透过窗户，一朵又一朵纯白

的浪花在楼栋间泛起，为每一个人带去了希

望！多么壮观的场景！

皎洁的月光带来了浓重的黑夜，也许是

为了让自己显得更耀眼，可，在那时，身披

白袍的卫士身上的光芒早已盖过了月光，照

亮了夜空。

晚风吹拂树叶，奏出了美妙的乐章。那朵

浪花在我们的楼下泛起，我们正戴好口罩，戴

上手套，拿着消毒酒精，做好防护准备下楼时，

看见“浪花”肩扛手提几大袋物资，弯腰驼背，

大汗淋漓，步履蹒跚地攀登一级一级看似低矮

的楼梯，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口罩一会鼓起，

一会收缩，护目镜下，被汗水打湿的碎发紧贴

着潮湿的脸颊，他那布满眼眶中布满血丝，但

眼神坚定无比，还腾出一口气说：“快回去！减

少接触！我来帮你们送上来！”

隔着门，我望着他们宽厚的肩膀，透过

他的眼睛，我看到了纯洁，坚毅，坚韧，无

畏……那些照耀着他们的光芒像是翅膀，飞

向蓝天高空，这个静默的城市里，个体就像

尘埃一般渺小，而此刻透过他的眼睛，却看

见了洪流暗涌，我坚信光明终究驱逐黑夜，

终将潮平海阔。

阳春三月，春回大地。此季正值爱花种花

者大显身手之际。此地原本是杂草地，这几天

突然演变成花卉地。有位爱花种花者，利用双

休日除草翻土精耕细作后，种上碧绿生青的花

卉苗。这花卉叶子像南瓜叶子，毛毛糙糙，又像

癞蛤蟆皮，看上去有点鸡皮疙瘩。

种花者老罗，四川人，前年起向人家讨一

点花卉子，再找一些边角荒地进行培育种植，

一晃几年规模有一点了。“这是什么品种？”“是

蜀葵。”他边说边从手机里调出来给我看图。其

实，我已经目睹他去年种植的蜀葵妖娆迷人的

风姿。“蜀葵，是不是你老家的产品啊？”老罗摇

摇头，表示不知道。“蜀，是周朝国名，今四川成

都一带，也是四川的别称。由此我推理，蜀葵估

计是四川的产品，哈哈哈。”我笑着说。“我不知

道是哪里产品。蜀葵方便种植，成活率高，抗病

率也高，她的花朵特别好看，花期长，边长边开

花，从根部一直开花到梢上。特别奇怪的是蜀

葵品种一个，但是花朵颜色多种，真是七彩云

朵。”他是爱花者，说出话来带有花卉的理论

性、科学性。

我去年欣赏过老罗种植蜀葵的成果了。蜀

葵不爬藤，活像挺直腰杆的二三米高的巨人。

倘若没有自然界对她的侵蚀，没有人为对她攻

击，她是不会屈服的，更不会弯腰曲背的。蜀葵

一边往上长茎秆，一边茎秆上长花蕾；茎秆慢

慢往上长，花蕾亦紧跟着往上长。主茎秆加上

分茎秆，一颗蜀葵总有四五个茎秆，所以花蕾

多的不得了，几乎数不清。花蕾是从根部开始

向上开花，层层叠叠错落有致，是圣灵手巧鬼

斧神工；站在低处向上看，彷如一座挂满五彩

缤纷金陵的宝塔。

蜀葵6至9月开花旺盛期，她的颜色，有粉

红色，有紫红色，有白红色，花香清淡，吻上

舒心，招人喜爱。一朵大花，近看如一朵朵喇叭

花簇拥着，细看像一只只小兔耳朵围绕着；鲜

嫩饱满晶莹剔透花叶颜色各异，花叶上下部颜

色又各异，组成一束，多彩纷呈，饱满妖艳。一

颗颗蜀葵开满花朵，好像穿着多姿多彩丝绸的

神仙，让人嫉妒更惹人爱。老罗爱花种花多种，

还有一种也让我喜欢的就是叫“菊花”。菊花苗

苗，我感觉就是像一种农村路边的草——石青

蓬。“石青蓬”，亦称“艾青”，有说端午节挂在门

口驱邪的。还有说，是做蚊香用的。菊花苗看上

去土里土气，其实开出来的花会迷你会醉你会

说你。

老罗聪明，不知哪里学来的还是自己研究

的，可以剪叉插种。去年天气冷之前，他用一个

泡沫筐，买了有机肥料的土，再剪了好多菊花

茎秆，他取优淘劣，插种了一筐。没有地方放，

就放在租住的房子里，说保温成活率高。他种

植的菊花我去年亦见过，有：红、黄、绿、蓝、紫、

灰、白多种颜色。有的花朵犹如烟花爆竹的“满

天星”，煞是好看。菊花有好几种，举不胜举；菊

花由小含苞待放，至大花团锦族。

蜀葵花和菊花，同花不同种。但是，她

俩在阳光照射下，如同美女站岗，美不胜

收；当在微风吹拂下，她俩宛如舞女，翩翩

起舞；当雨水降临时，她俩彷如孪生姊妹，

搏击风雨。她俩外貌不扬，可她俩的成果，

在我眼里是那么的雍容富贵，那么的高贵优

雅，那么的娇艳妩媚！

涵养这一湾秀气

妆点春天的模样

携手好时光

架起爱和温暖的桥梁

致意每一缕春风

绽放朵朵笑靥

入画精细极致的家乡美

俯身大地，拂去杂芜

根植宅前屋后的芬芳

只向勤劳和智慧求索方向

走村入户，串联邻里

娇小的身影奔赴大街小巷

每一次伸手都在布置温情

守护千年古渡口

高举现代生活的镜头

张扬刚柔并济的风采

借良言包裹住香甜

让发展的信念追赶日历

总是怀揣大红的初心

约会志愿者现场

唱响健康保卫战

巾帼们没想过退让

构思天亮的课程

描绘理想的征途

捧着知识向未来献礼

讲好身边的新故事

洗手做羹汤无限灵巧

书写职场名片更多篇章

追随梦想越飞越高

招揽明月，挥手骄阳

涂抹半边天的浓墨重彩

是妻子，是女儿，是母亲

是你用飒爽的英姿佐证

每一个今天都值得丈量

每一个脚印都可以珍藏

透过他的眼睛
■奉贤区实验中学 蔡天禛

校园文字校园文字

■ 艾 院

水岸小镇（油画）

■ 王 群

2006年，31岁的比利时工程师ALEX跟着

他的公司老板来到奉贤，不会想到一桩千里姻

缘等着他，这一来就不想再回去了。当时柘林

正如火如荼建设国家级化工区，吸引了全世界

的目光，比利时人也闻讯而来，不久开出一家

化工企业。

2007年秋某天，20出头的奉贤姑娘王胜男

开着卡车去化工区某工厂回收废铝。因为刚

下过雨，道路泥泞，卡车后轮陷在泥坑中，怎么

加油门都出不来。情急之下，王胜男请一旁正

在施工的推土机师傅帮她在卡车后面推。隆

隆的声响聚拢了附近看热闹的人们。卡车后

轮挪出泥坑后，王胜男从驾驶室里跳下来，拿

两包香烟感谢推土机师傅，然后指挥工人继续

搬装废品。人们惊讶地发现卡车司机是个扎

马尾辫的小姑娘，不禁啧啧称奇。这时有个年

轻外国人从人群中径直走到姑娘面前说了句：

“Hi，You are so beautiful。”王胜男礼貌地

回答谢谢你。外国人微笑着一步三回头地走

了。

装完货回家，王胜男得知今天有个外国小

伙子打电话来问王爸爸要她的名片还有手机

号。胜男想，是白天跟他说话的那个人吗，一

打听果然是他。当晚，胜男收到一条邀请吃晚

饭的短信，才知道他叫ALEX。第三次邀请，胜

男答应了。毕竟是两种语言，交流起来有点费

劲。他基本不会中文，好在胜男上过英语培训

班，简单会话没问题，遇到专业词语就用当时

流行的小霸王翻译机。这有趣的交流使他们

互相欣赏，也升温了感情。大半年后，ALEX向

胜男展示了他电脑里的一张照片，她叉着腰站

在卡车边上监理装货。是那天见面时他在她

身后偷拍的。就在那一刻，这个扎着马尾辫的

姑娘打动了他。眼下，待人真诚礼貌，谈吐幽

默，对工作干劲十足的ALEX也深深地吸引着

这个奉贤姑娘。

与 王 胜 男 恋 爱 ，奉 贤 也 更 加 可 爱 了 。

ALEX说，他非常热爱中国，喜爱上海，喜爱奉

贤。更让ALEX欣喜的是，与胜男结婚后，他还

收获了一个中国名字---王一男。在王家，这

个名字颇有来历。胜男是老大，跟着来了两个

妹妹若男亚男，第四个才是弟弟。王爸爸曾给

他取名一男，意思是终于来了一个男孩子，但

报户口时却用了另一个名字。现在，王爸爸决

定把这个珍藏了多年的名字赐给他的洋女

婿。王爸爸对这个女婿像亲儿子一样。ALEX
学着中国人的样子给岳父母行礼，陪岳父喝白

酒，也学会了敬烟。对中国民俗表达最多的就

是wonderful。很快，比利时洋女婿王一男就在

奉贤小有名气了。

2009年某日，一男和胜男夫妇路过金汇镇

百曲村，被荷庭养生农庄的西班牙风格别墅吸

引住了，不久他们成了这里的业主之一。工作

之余，王一男常会慷慨邀上本地和市区的中外

朋友，欢聚一堂。大家撸起袖子，烹饪本国拿

手菜。欢声笑语，其乐融融。主人王一男的菜

品更受众人青睐。在众人的“怂恿”下，一家名

为 shi na的西式小餐厅在农庄 4号别墅开出

了门面，也成了向奉贤人展示欧洲美食的窗

口。

为了爱情，王一男放弃了前往卡塔尔的高

薪工作。2011年注册成立了九稳安装工程有

限公司。虽然只是十几个人的小公司，但在化

工区和长三角拥有充实的业务量，每年都上缴

20-30万元的税收。工人们对这个暖男型的洋

老板也赞不绝口。王一男说，能为奉贤奉献一

砖一瓦也是快乐的。

十几年过去了，王一男天天感受着奉贤的

新变化。化工区从芦苇荡、菜地变身奉贤新城

……他似乎还没准备好，周边已经一日千里

了。不过，质朴的民风和优美的田园风光仍然

是奉贤人幸福小日子不变的主旋律。王一男

入乡随俗，十分陶醉。他学会了喝老酒要咪，

抽烟的时候也发给别人。邻里谁家办白事，只

要相熟的，他会去送老人最后一程。左邻右舍

谁家收了新鲜时蔬，谁家做了搨饼，都要相互

赠送。当地人告诉他，搨饼与方言“太平”讲起

来很像，吃了搨饼，“太太平平”。是啊，这里环

境安全，生活安乐，邻里就像一家人，王一男觉

得，住在奉贤真的太舒服了。

王一男说，阿拉是奉贤人，要在奉贤和老

婆相伴到老。

奉贤洋女婿王一男
■ 孙建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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