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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岭山中挖天麻
□刘源

记忆中的宽窄巷子
□陈思颖

家有宠物
□陈辰

秋天的桂花雨
□潘永红

茫茫西岭，山峦重叠，

山崖与土冈交错，竹林与树

林夹杂，是天麻的绝佳生产

地。在西岭，人们把野生天

麻叫山芋头，每年5月在崇

山峻岭中搜寻野生天麻，是

西岭山民的一项副业。当

地人不是单一地挖天麻，还

要掰竹笋。

挖天麻、掰竹笋是体力

活，也是技术活。不仅要翻

山越岭、爬坡上坎，钻荆棘、

过峭壁，更重要的是要选择

季节和时间。5月初，竹笋

冒头，天麻吐芽，正是天麻

质量最佳、竹笋最嫩的时

节。所以，挖天麻、掰竹笋

的最好时间是 5 月初，雨

后，清晨入林，午后归来。

攀行在湿润的山路上，

两旁葳蕤的草木嫩绿逼眼，

叶梢还有零星雨滴掉落，空

气里满是泥土和草树的芬

芳。远山如黛，山腰间缠绕

着玉带一样的云雾，雨后的

天空清洁如洗。

山民低头钻进林子，

然后就一直躬着腰，在竹

树混生的丛林里穿梭。眼

睛则借着清晨从林梢洒进

的阳光，在苔藓、浅草和枯

叶覆盖的地上扫视。天麻

和竹笋特别喜欢生长在靠

近山岗的缓坡，尤其是土

层厚实而肥效优良的黑色

地带。竹笋刚探出头，尖

尖的头犹如老鼠的嘴巴，

在有枯叶遮盖的地方躲躲

藏藏。探指入土，一握在

手，向旁一掰，“啪”的一声

脆响，在静悄悄的竹树林

里显得有些惊心动魄。

翻过一座又一座山岗，

钻进一片又一片丛林，或弓

腰驼背，或匍匐前进，或惊

喜连连，或失落叹息。半天

下来，也许竹笋掰了几十

斤，但天麻不一定有收获。

天麻不是随便就能发现的，

要靠运气。运气不好，整天

都难见踪影。

一旦遇到“窝子芋”，

那就可观了：在一个缓坡

的凹凸处，或一棵腐烂的

树桩边，如鳝鱼的头一般

直直地竖着几根独苗，无

叶无枝，围成圆环。这就

是“窝子芋”，是由前一年

的天麻种子散落周围而生

长出来的天麻。一般情况

下，一个“窝子芋”能挖一

斤多天麻。

还有一种意外惊喜，

许多钻山的人几乎都经历

过。半天不见天麻，竹笋

却大获丰收，于是把竹笋

倒在地上，削笋剥笋，然后

装进布袋。就在你从面前

的火堆里拿起烤得香喷喷

的玉米馍准备送进嘴巴

时，或伸个懒腰解解乏时，

或向周围无意一瞥时，一

株或一丛天麻苗突然出现

在你的手边、背篼边，甚至

腿边。单株的遗世独立，

傲然不群；成堆的随意排

列，自由自在，那么安宁，

那么自然，那么和谐。你

惊不惊奇？喜不喜悦？意

不意外？

挖完天麻，一般要将挖

开的泥土回填。因为那些

泥土中，还隐含着许多散落

的像孢子一样的天麻果实，

也有部分天麻皮屑，它们会

在来年长出很多的新嫩天

麻来。

太阳已经当顶，隔着

丛林也感到热辣辣的时

候，就该回家了。天麻的

苗，在高温或太阳光的照

射下，变得柔软低垂，藏到

草丛枯叶中，就极难被人

发现了。

回到家里，将洗净的天

麻在煮过竹笋的水里烫一

分钟，然后在米汤里浸泡几

分钟，放在洗净的锅底，用

煮饭后的余热烘烤。天麻

就可以送到供销社卖钱了。

天麻名贵，但人们靠着

耐心和努力可以找到。寻

找过程中的艰辛、磨难和意

料外的喜悦，是许多人体会

不到的。

八月桂花香。每当这个时候，

家门口那棵桂花树上就挂满了密密

麻麻的可爱花儿。中秋的日子就是

伴着桂花的味道一路走来的。

情由景生，这段时间，空气中弥

漫着淡淡的桂花香味，心情特别轻

松愉悦。尤其是清晨醒来，推开窗

门，金桂艳、银桂亮，竞相绽放，那扑

鼻而来的香味令人神清气爽。我站

在桂花树下，陶醉在这弥漫着桂香

的秋天中。

雨后的风，让树下铺满了一地

成熟的花朵。拾起一颗小小的花

粒，放入掌心，惊叹这小小的花儿竟

是如此的美丽。

农历八月是桂花开放的季节，

也是诗人们以桂吟诗的季节。瞧，

陆游闻桂：“独坐小庭里，风送桂花

香。冷露如清泪，嫦娥亦何伤？”《浣

花溪·恋翼》中也描述道：“桂花香飘

丝雨天，朵朵铺地惹人怜，只因知是

尘土恋。犹忆当初识红颜，明年今

时又怎念？但愿此情永不阑。”这些

诗人的咏叹调都与桂花有关。

八月是秋天的季节，充满着丰

收的喜悦之情。看，谷子熟了，低垂

下那金色的光芒，秋风荡起镰刀，收

割着喜悦；橘子红了，压弯了枝头；

枣子熟了，红的、绿的渲染着大地；

柿子红了脸庞，高高地挂在枝头。

秋天，蝉声沉落，蛙声渐止。太

阳被大地的热情融化，悄悄地升了

起来，云变淡了，天地间顿时开阔起

来。桂花树把喜悦写在脸上，绽放

出朵朵笑容，散发出迷人的桂香。

依偎在秋天里，轻轻地抚摸着、

拥抱着、体味着这一份快乐与温

暖。依偎在桂花树下，听一首抵入

心扉的曲子，品着桂花的清香，恋着

故乡，陶醉在这桂花雨的秋天里。

上世纪 90年代，从我

家屋顶望向西北，总能看见

朱甍碧瓦一片，那里便是宽

窄巷子。

巷子宽宽窄窄，巷里的

房屋和墙古色古香，好似古

装片中的场景，一砖一瓦都

精巧别致。当我行走其间，

仿佛回到百年前，身着长袍

马褂，手握杀矢大弓。

宽巷子里的院落轩庭

恢宏大气，错落有致，个别

翻新后的人家更是富丽堂

皇。窄巷子相对黯淡不少，

街道窄、宅子旧，墙上的色

彩因年代久远显得不太均

匀，却另有一番古朴气质。

那时，砖瓦房无处不

在，并不是特别稀奇。要

说这两条街的迷人之处，

大约是其中浓浓的生活气

息了。成都被群山环抱，

常年云遮雾盖，冬天要是

出了太阳，人们再忙也会

找个地方坐下，泡上一碗

盖碗茶。饮茶之处不见得

有多气派，茶叶亦称不上

顶级，但人们不大讲究，品

两口又津津有味地与旁人

摆龙门阵去了。

少城的日子总是那样

平静和惬意，少有跌宕起

伏，大家聊的不过是一些家

长里短，却将人心拉近了。

巷子里的人，家家户户相互

认识，毕竟世世代代都住在

巷子里，多历年所，任物换

星移。这条街对大家来说，

便是家，便是生命。

不管晴阴雨雪，“长城”

总是要砌的。四川麻将很

随意，三缺一就打3家，多

了人便“买马”观战。宽窄

巷子的麻将桌边总有不少

观战者，他们聚精会神，欲

言又止。等到一局结束，伴

随着麻将倒下的轰隆声和

哗啦哗啦的洗牌声，人们七

嘴八舌地谈论起刚才的战

况来。

不过，说到士气，隔壁

下象棋的老人还是略胜一

筹。棋纸铺在石桌上，表面

古旧泛黄，褶皱处有细微的

磨损，木质棋子经过多年

“战乱”，被磨得锃亮。与麻

将不同，下棋者多了几分紧

张认真，少了些轻松闲适。

手里捏着卒，或许心里早就

算到越过楚河汉界厮杀的

血腥场面了。另一方也不

闲着，心里已经做了七八种

假设。

下了半晌，其中一位老

爷爷忽然把棋子高举，口中

念念有词，伴随着“咚”的响

声，一棋落盘，胜负即分。

这“将”军的气势，不输电视

里那些沙场上的勇士。老

爷爷的八哥得意地在栖杠

上叫唤，似乎也为主人的善

战感到自豪。它翎羽丰

满，除却尾巴上的一抹棕

黄，浑身漆黑，泛着墨绿色的

光泽。

窄巷子里，卖糖油果子

的孃孃又出来摆摊了。她

的摊位很简单，一个组装小

桌子，桌子上一个油锅，下

面一瓶煤气。孃孃把糯米

粉团往油里一扔，糯米团子

噗嗤作响。炸至金黄后捞

起来，再用热红糖一淋，白

芝麻一沾，穿在竹签上就算

大功告成。

一串有三四颗糖油果

子，每一颗都浑圆光亮，皮

脆馅软，外面的红糖蔓延到

里面软软的糯米里，一口下

去，满嘴香甜。有的人卖的

糖油果子是空心的，但住在

窄巷子的糖油果子孃孃不

会，她的每个果子都很大，

都是实心的。5毛钱一串，

大多是街坊邻居买，一买就

是四五串。

后来，随着宽窄巷子景

区开放，原来的居民搬走，

世界各地的游客出现在这

里。

我常常怀念起小时候

在宽窄巷子所见到的一幕

幕热闹场景，人们在那里出

生，提着鸟笼，端着叶子烟，

一碗蒙山茶，一盘棋，晃眼

就是优哉游哉的几十年，仿

若一支轻盈的回旋曲，生生

不息，永无休止。

家里无端多出一个动物，实在

是我没想到的。女儿说，在路上偶

遇到，听说要被送到狗贩子那里去，

忍不住用自己的生活费买下来了。

这只叫包子的小狗，有着美好

的颜值，白色的皮毛下有一张狐狸

的脸型，一看就比较招人喜欢，但也

没能打动我的心。从听说它要来到

这个家的那一刻起，我便想着怎么

安顿它。

养狗，在我看来是个责任活，比

养一个孩子还费心。不懂交流不说，

得伺候它吃喝拉撒，关在家里久了担

心抑郁，每天必须带出去遛弯，还得

防着和同类争吵打架，有个头疼脑热

还得送宠物医院。最重要的是，这个

工作一旦开始，不是一两天一两个

月，那是10多年的坚持。我知道，我

无法胜任这项工作，家里人也都有各

自的事情，照顾它成了一个难题。

和女儿沟通多次后，她终于同

意给它找一个好人家。

可母亲听说后，不放心了。即

便才养了两三个月，偶尔带去父母

家晃晃，但母亲已把它当成了家里

的一员。她总担心这担心那，总害

怕包子离开这个家就去了水深火热

的别处，只有自家才放心。我做了

很多工作，无果，终于答应让她养一

段时间看看，如果她和老爸有能力、

有精力，也算有个事情做，说不定因

此身心愉快而变得健康呢。

只是，正如我所预料的一样，老

两口对包子就像对一个小孩，无微

不至地照顾，吃的不必说了，犯错了

也只是苦口婆心地口头教育。天气

最热的时候，为了包子，两人卧室不

开空调，只在客厅开着空调。

任性是怎么养成的？娇惯。一

岁多的包子在一个晚上把母亲的手

划伤了。它要睡着的时候，母亲过

去想抚摸一下，包子一回头，牙齿划

在了母亲手上。半夜，母亲去医院

打预防针，我被这小东西弄得七窍

生烟，也埋怨母亲的固执。母亲有

些懊恼，妥协了，说，算了，给它找个

好人家吧。

就在要送走包子的时候，因为

新冠肺炎疫情，我们和它只得留在

家里。封控的日子，我们不得不和

包子朝夕相处。

每天给它弄吃的成了我的功

课，一来是不忍心饿到它，二来是有

点讨好的意思，这样对它好，它应该

听话才是。看着它摇着尾巴屁颠屁

颠地跟在身后，为了吃东西言听计

从的样子，着实让人忍俊不禁。怪

不得那些训狗师从来手里都拿着吃

食，动物的条件反射来自于需求，我

也学到了这一招。

有人说，一岁多的小狗应该有

两三岁孩子的智力。喂养了一段时

间，包子明显和我亲近了许多，虽然

我从来不敢抱它，但可以轻轻地抚

摸它了。它不会说话，只能用身体

的触碰表达喜怒哀乐。无论我做什

么事情，发出什么动静，包子都全神

贯注地盯着，仿佛它在用心思考，好

像能看懂学会似的。

它调皮的时候，在屋里奔来跑

去，乘你不注意跳上沙发，又在你佯

装生气时快速逃开；它安静的时候，

不打扰你喝茶看书，悄悄地走过来

依偎在一旁，像是懂事的样子；半天

不理它的时候，它又挠挠你的脚，好

像提醒着它的存在，眼神悠悠地看

着你，仿佛急切地要表达什么。

包子不像别人家的宠物，没有

温柔的性格，听见异响或是生人走

动，它的声音分贝高得过分，还不听

劝地咋呼一阵。或许，它认为作为

这个家的一分子，有责任捍卫自己

的领地和安全。这是它对人类唯一

表达感恩的方式吧。


